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行動承諾」加強版撥款計劃

媒體和資訊素養教育



三項活動
大型活動 (人數可以多達 600人)

小組活動 (約 40 至 80 人)

特選活動 (約 10 至 20 人)



活動建議

1 實體及網上講座和
工作坊

參觀電視城2

體驗活動: 校園記者3 4

5

國民教育及傳媒素養
講座

電視節目
TVB國民教育
節目庫6



實體及網上講座
和工作坊1



由專業新聞從業員，分享新聞節目製作的流

程，如何準確搜集資料、採訪及報道等，有

助老師及同學了解新聞工作程序，學習分辨

真假信息。

實體及網上講座和工作坊



講座

1. 由監製、記者或編輯講解採訪守則及操守

2. 攝影、剪片及導演闡述新聞拍攝的原則，講解畫面
處理

3. 主播傳授報道新聞技巧

4. 舉辦親子看新聞交流會，令兩代可以有更多溝通

5. 為老師和家長舉行講座，講解不同傳媒的特色，和
網絡使用問題



講座

形式：

● 活動地點：
電視廣播城及網上平台

● 實體研討會參加人數：
約600人

● 網上研討會參加人數：
每間學校設10個登入帳戶

● 目標群眾：
中、小學生、老師及家長



工作坊

建議內容：

透過不同新聞內容，由新聞從業員講解 ，

讓同學們嘗試搜集資料及分析



評估

活動題材：

1. 如何辨別「假新聞」或「假消息」

2. 國民教育
● 加強學生認識國家安全，法治和國情，明白保障
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並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 深化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認識國家重要機構
的職權和功能，瞭解國家政治制度的特點

● 具備對國家及世界歷史和議題的基本認識， 例如
殖民擴張、戰爭、恐怖主義等 ，從而瞭解國家安
全的重要性



參觀電視城 2



參觀
電視城

● 活動地點：電視廣播城
● 參加人數：每次最多80人
● 目標群眾：中、小學生及老師

● 活動內容：
安排學生、老師、家長參觀新聞部，全面了解新
聞製作的過程，讓學生認識正確新聞的重要性。
參觀者可以體驗新聞報道員和導演工作。



3

體驗活動: 校園記者



對象：中、小學生

建議實習內容：

1. 開辦小記者實習班，由記者攝影導演等不同專業崗位人員給予學生意見，
選定題材進行採訪拍攝，並完成一個新聞採訪專題，從中提升學生對辨
別傳媒報道真偽的知識和技能。

2. 開辦主播實習班，安排學生親身做主播，體驗新聞報道的嚴謹性，表現
最出色的成為最佳學生主播。

3. 有機會跟隨專業記者進行一日真實採訪，識別資訊內容。

校園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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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及傳媒素養講座



對象：教師
形式：研討會/講座
時間：90分鐘
人數：300人以下

讓教師們以第一身了解關於新聞業界和國家安全的相關內容，
讓新聞從業員和教師能進一步交流，為教育下一代做更充分
的準備。

國民教育及傳媒素養講座



建議講座內容：

國民教育及國家安全:

與教師交流「學與教」策略和延伸閱讀材料介紹，包括四個與《憲法》
及《基本法》相關的主題：《憲法》及《基本法》的關係、國家安全、
「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等

網上欺凌及新聞、廣告與公共關係：
邀請傳媒不同工作崗位人員，與教師交流如何避免及處理網上欺凌，
並由新聞部及廣告審查部解說新聞、廣播條例和媒體的業務守則



5

電視節目



全新電視節目《Truth For Youth》:  由學校與 TVB 合作，製作電視節目。

學校可以定出內容題目，包括坊間傳聞及都市傳說，由TVB 負責拍攝製作，
並由學生參與。每集由年輕主持人帶領學生使用不同方法，走訪各種資訊來
源，分辨資訊的真偽。

透過親身參與及報道，學生既可求知，也可培養分析力及行動力。

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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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國民教育
節目庫



TVB國民教育節目庫
對象：中學生、教師
形式：網上片庫

● 配合教育局的「多重進路、互相配合」方式推行國民教育，
讓學生透過節目庫於課堂外加深認識國家的歷史、文化、經
濟、科技、政治體制等各方面的國情和發展，全方位地增進
學生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從而培養學生成為具國
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對社會有承擔的新一代。

詳情：
● 為教師及學生提供 myTV SUPER 專屬login，可無限回看指

定的國民教育節目庫，教師更可以利用片集作為教材，增加
學習趣味。

● 每間學校訂購 myTV SUPER 應用程式版 /網頁版通行證最
低限額: 50張。



⮚ 全港 No. 1 OTT 網路串流平台，可透過手機、平板或電腦觀賞自選點播的
節目。

⮚ 國民教育影片資料庫超過 5,500 集數，超過 2,000 小時的自選點播視頻。

⮚ 老師可以因應教材選擇相關內容，讓老師及學生們可隨時隨地透過應用程
式(APP) 或網頁 (WEB)欣賞點播節目，透過影片與學生互動，增加學習興
趣。

⮚ 節目內容充實，經過專業編輯審批，確定資料準確無誤。

⮚ 電視台專業制作 ，部分內容亦得到國家及香港政府相關部門配合提供內容
及拍攝，資訊更全面。

透過 myTV SUPER 學習好處



6. 改革開放四十年（１０集）
7. 一帶一路
8. 探古尋源
9. 新聞掏寶
10. 新聞檔案
11. 新聞透視

07/09/2019長輩網絡戰
28/09/2019謠言

12. 星期日檔案
30/5/2021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
平
9/4/2019檔案三十年

13. 香港及中國大事回顧

1. 無窮之路（１２集）
認識過去國家的貧困艱辛，一路走來，
更珍惜現在的富裕和平，加強國民身分
認同。

2. 尋人記（１０集）
追尋舊人舊事，事過境遷，更反映社會
變化，希望可加強師生媒體及資訊的素
養。以第一集「大家姐」為例，反映過
去和現在照顧兒童方法的轉變，引發學
生思考社會安定繁榮，市民生活質素自
然提高。

3. 歷史有話說（４０集） 以史為鑑，以平
易淺白方式，剖析香港在中國歷史洪流
當中扮演的角色。

4. 江山系列 (160集)

科技、人情、風景，全方位了解祖國的
近貌，培養心繫國家的情懷。

5. 一路走來半世紀（３０集）
香港的舊情舊物，孕育今日香港，令年
青一代更認識自己的家園。



14. 新一代向前看（30集）
15. 中國通史
16. 建國七十年（8集）
17. 財經檔案五十年（50集）
18. 網絡新趨勢（10集）
19. 大灣區解碼
20. 基本法短視頻

延伸學習的例子：
歷史有話說２８集鹽業
香港開埠以鹽田聞名，其中西貢鹽田梓早
在三百年前，便有村民開墾鹽田，老師可
以帶領同學做不同課題。
建議課題：
1. 透導學生繪製心智圖樣(MIND MAP)，

梳理前因後果，進行深入討論當時為
何以採鹽為生？鹽業對香港的重要性，
從中加強學生愛護家園的意識。

2. 學生誰行角色扮演（ROLE PLAY)，
扮演鹽田中不同持份者，加深了解當
中關係

3. 實地參觀(VISIT)鹽田梓工作坊並參與
海鹽製作的過程（學生／老師／家長
均可參加）



查詢或報名簡介會*，請聯絡：

2335 7528 彭小姐
2335 7516 蕭小姐
eventpower@tvb.com.hkevent

power@tvb.com.hk
*TVB將於2022年1月6 日及7日下午3時, 舉行簡介會, 詳細介紹各項目, 歡
迎報名參加, 查詢: 2335 7528 彭小姐或電郵eventpower@tvb.com.hk

重要資訊`:

以上所有資訊及版權均屬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如未經同意的情況下, 使用任何此類資訊，將保留追究權利。

mailto:eventpower@tvb.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