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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島日報業務總監 
伍偉其先生 

星島日報 副總編輯 
教育組, 教育出版組 

區月媚女士 

親子王 主編 
曾嘉敏女士 

歡迎大家 

照片 



星島日報希望藉著今次活動教學，提

升學生對國民身份認同，並了解國家

安全的重要性。 另透過傳媒素養教育， 

讓學生在資訊爆棚的年代，辨別資訊

的真偽並學會慎思明辨的能力。 

前言 



《星島日報 》 
創刊於1938年，是香港歷史
最悠久、全球發行網絡最大
的中文國際報章之一 

香港歷史最悠久報章 -國家新聞及專題 

解讀政府施政 及  

讓市民更了解政策 

提供年青人 

未來發展資訊 

中國共產建黨百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建國70周年 

http://std.stheadline.com/


教育天書系列 
雜誌 
親子王 

日報 
星島教育版 逢一至五刊登 

累積超過三十年教育經驗 

全方位教育資訊平台   

http://www.iread-st.com/dse2019/


簡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
?v=PX1NSEk5VpA 

小學校園報 
陽光校園 

逢周一至五出版 

The Standard  
Goodie / Junior 

提供課外閱讀知識 提升學童自主學習能力 

簡介
https://www.facebook.com/singtaoe
ducation/videos/382031410209892 

中學校園報 
 S-File  

逢周一至五出版 

優質教育內容-針對 幼兒,小學生及中學生  



陽光校園提供課外知識 提升學習興趣 

小學校園報 - 陽光校園Sunny Campus 

星島小學校園報 
 
《陽光校園》 
 
每日都有不同主題包括: 
 
周一的「科普新知」 
周二的「常識百科」 
周三的「趣學思考」 
周四的「中華文化」 
周五的「放眼世界」 
 
內容糅合STEM、常識和語文知識，配合小學的學習 
需要之餘，又可擴闊眼界，培養小朋友的思考能力。 



星島教育中小學  
針對中小學校需要 

星島教育時事 

網上教育資訊平台 

星島教育 項目網頁 



星島經驗 

星島擁有一隊了解國家政策及發展的編輯團隊，更擁有多年
製作公民教育內容的經驗，一直抱著中肯持平的編採立場，
並配合星島全方位教育平台，利用項目網站服務提供一個互
動平台給與學校、老師及學生有一個正面的學習環境。 



星島項目經驗 - 律政司星島網上平台 

律政司  
明法大使-  

小學校際法律常識問答比賽  

項目特色 
1) 需對議題上內容掌握比較清楚 
2) 舉辦明法校際常識問答比賽 
3) 特設網上學習平台，利用問答小遊戲讓學生了解
守法的重要性 
4) 紀錄學生階段性積分，利用同的獎勵與學生提升
學生的學習主動性 

星島項目網站項目功能 
1) 學生登入系統 - 方便管理學生的學習進度 
2) 分4個階段及單元， 方便學生學習 
3) 獎勵計劃，計算學生分數並提供獎賞 
4) 文章及短片系統，更設會員管理系統，方便了解每個學生的成績並可提供報告 



星島經驗 - 了解國家推廣的項目 

香港中華總商會 「國慶70載我家。我國」攝影比賽 
江蘇社團 「蘇韻流芳」 
青少年國畫比賽 



康文署 LCSD : 「閱讀KOL」 
短片製作比賽及工作坊 
 

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匯豐銀行：「童創社區」 
繪畫比賽 

星島經驗 - 全方位線上線下項目經驗 
星島與學校緊密聯絡， 為學生提供不同的課外活動的參與機會， 希望透過這
些活動學習不同的興趣。 



星島經驗 - 新媒體及拍攝製作經驗豐富 

理財小遊戲利用動畫及遊戲互動 
 
讓學生透過生動、有趣的動畫更容易理解主題。 
 
項目製作特色 
1) 錢家小導遊大挑戰動畫小遊戲 
2) 制作一系列動畫短片 
3) 活動製作短片 
4) 並舉辦全家小導遊家庭活動 
5) 星島日報及親子王製作一系列的軟性文章 

錢家小導遊大挑戰網頁 錢家小導遊戲內容 星島負責設計,配音,製作 



方案目標 

1. 積極推行與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

育相關的學習活動， 

加強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2. 全方位推行與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

相關的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辨別

資訊真偽，建立慎思明辨的能力。 



星島方案 
國民教育 傳媒素養 

星島方案提供： 
1) 製作教材予學校及老師 
2) 學生自主學習網上平台 
3) 不同學習單元(包括文章教材及教學短片)，方便老師隨時教學 
4) 為老師記錄學生學習進度，並提供獎勵計劃予學生 
5) 利用電子平台(電腦或手機) 方便課餘時間學習 



一) 自主學習平台 
 

二) 其他參觀 . 學習活動 
 
- 學校講座 
- 参觀星島日報 
- 學校電視台教室 

小學或中學服務方案 

國民教育  國家安全  傳媒素養  

***網絡圖片僅供參考 



主頁面 

一）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中學 - 登入頁面 

一）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中學 – 目錄頁面          學習單元 

一）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2 大特色 

一）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1. 學習單元 (每星期1個單元)  
包括 i)  國民教育和國家安全教育 
         ii) 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 

2. 記者教你做「專業小記者」 
提升學生辨別資訊的真確性的能力，及製
作資訊時要遵守的專業守則， 特別在國民
身份認同上的關係。 

 

送星島日報 
及 校園版  

(電子報一年) 

送 



學習單元 計分獎勵 Quiz 

1.  學習單元 
 

 項目特色： 
每星期(共52個星期) 提供一篇學習單元利用新聞故事配上教學短片，
並解釋單元的重點，利用問答小遊戲令學生更了解重點。 

 
學習單元內容例子：  
單元1) 國民身份認同 
單元2)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單元3) 中國科技發展 
 

電子學習平台 老師講解 

 單元4) 資訊爆炸的年代 
單元5) 網上私隱你要知 

一）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2. 記者教你做「專業小記者」 
提升學生辨別資訊的真確性的能力，及製作資訊時要遵守的專業守則， 特
別在國民身份認同上的關係。 
 
項目特色： 
共有10條短片及工作紙 - 介紹學生如何做一個專業的小記者，透過不同人物
的訪問了解傳媒工作者的專業守則，從中學習如何正確地發放訊息於媒體，
特別是即時的社交媒體。 更可從中學習判斷資訊的真偽性，建立慎思明辨
的能力。  
 
訪問短片例子： 
1) 記者的一天 
2) 傳統媒體vs新媒體制作 
3) 如何辨別資訊真偽 
4) 教妳如何Fact Check  
5) 十大搞笑偽新聞 

一）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送 星島日報 及 校園版 (電子版)  
透過閱讀星島日報，提升學生閱報閱讀新聞的習慣及接收核實過的新聞，
更了解政府的政策及國家及國際的發展。另星島校園電子版， 讓學生可以
於課餘的時間，透過每日不同的學習主題提升閱讀興趣並增長不同的知識。 
 
將加強的內容： (小學)  
中華文化 - 加強傳統中國文化內容讓學生了解國民身份。 
科普新知 - 介紹中國的領先科技及項目。 
常識百科 - 透過不同常識讓學生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放眼世界 - 透過輕鬆手法介紹一帶一路及中國在世界 的參與 。 
趣學思考 - 透過思考提升學生辨別資訊的真偽。 
 

一）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送星島日報  
及 校園版  

(電子報一年) 

送 



其他免費附加功能 
1) 學生管理系統  : 方便記錄每個學生的成績 
2) 證書獎勵系統  : 獎勵學生參與，讓學生更多學習 
3) 學校/學生報告  : 方便學校制作報告 
4) 五一、十一及暑假等假日工作紙予學生自由學習 
5) 每年一次網上研討會 
     (介紹傳媒素養教學 - 由資深的傳媒人講課， 讓老師可以掌握瞬息萬變的傳媒環境)  
 
 
 
 平台 - 

老師教學 
 或  

自我學習 

計分 
及  
評估 

獎勵  
及 

學習報告 
教育局 

老師 

學生 
協助學校計分數 幫助學校和教師簡化工作流程 

一）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2022年9月 
開始 



二) 其他參觀 . 學習活動 

最高
減至
半價 

定購 
星島教育 – 自主學習平台 
便享有其他項目最高半價優惠 



1) 參觀星島日報 及 科學園講座 
 新媒體與傳統報業的「衝突與融合」- (由資深傳媒人制作) 
 
 項目特色： 
- 參觀傳統印刷廠 及 新媒體直播間          
- 講解如何在速食新聞的文化下而能保持傳統的報導新聞原則        
- 新媒體制作技巧並於科學園舉行 
*出席學生將獲證書乙張 

2) 傳媒素養講座 (學校) 
      網紅都要識Fact check講座 - (由資深傳媒人或資深網紅介紹) 
 
 項目特色： 
-     解釋Fact check重要性 
-     解讀學生在使用社交媒體時、回應、轉發都要留意的地方         
-     網紅甩轆事件簿 
*包括學習套裝予學生學習 

二) 其他參觀 . 學習活動 

星島日報 

講座 

^  以上方案詳情會於2022年2月內公佈 



3) 學校電視台制作教室 
 教學生製作多媒體資訊及教導學生於發放資訊時須留意的地方，特別是牽涉國民身份和國家安全

的問題。(由資深傳媒制作人教授) 
 
 項目特色： 
- 校園電視台教室由專業的新聞從業員，包括資深記者、撰稿員、編導以至拍攝團隊，講解新聞影

片的製作流程、取材及報導，讓學生了解整個媒體製作過程之餘，更從中知悉新聞採訪時要具備
的真偽判斷，從而知道如何用正面態度去報導新聞，進而令全香港的學生傳媒素養得以提升。 
 

 教室內容單元 : 
- 原則 : 新聞工作者的道德 
- 構思 : 如何構思新聞主題及採訪應有的技巧及取材方法 
- 拍攝 : 如何拍攝影片更生動吸引 
- 剪輯 : 採訪後如何剪輯達到最佳效果 
- 發佈 : 如何因應不同發佈平台去製作影片 
＊共五個單元，利用網上視頻教學，每個單元將派發教材套裝 

 
 

二) 其他參觀 . 學習活動 

***網絡圖片僅供參考 

^  以上方案詳情會於2022年2月內公佈 



如有任何計劃書填寫疑問 
可致電2798 2389 梁小姐 

2重 
優惠 

會場登記意向書 
Early Bird 優惠 

10% off  

即享9折優惠 

掃描QRCode  

   WhatsApp: 2798 2389 
   並提交 : 學校名稱 
                  聯絡人資料 

掃描        QRCode  

網上預先登記 

*早買學生早學習，詳情可WhatsApp 查詢，並會收到詳細資料 

成功訂購並已付款的學校， 
於2022年9月前可優先使用
《星島日報及校園報》電子報* 



感謝 
THANK YOU 

Early bird 優惠 
立即致電  :  2798 2389 
WhatsApp :  2798 2389  

媒體合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