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光校園》邁進創刊三十周年 學習配套齊備　優質全面
的小學學生報融匯STEM、常識、時事、語文、跨學科學習

■		每日上載一篇中英文章，附普通話發音
導讀，鍛煉聆聽技巧

■		資料庫豐富，分類清晰，設簡易搜尋，
方便考試前重溫昔日文章

最齊　最全面　最幫得手

資料最齊全	應試必備星島教育網

*可登入stedu.stheadline.com/pri 瀏覽各學生報的試閱版

■ STEM活學活用	 解決生活問題

•  〈STEM與生活〉拆解STEM與生活應
用，並帶讀者認識科學、科技、工程及
數學範疇的各行各業，了解STEM如何
改善和解決日常生活問題。 

■ 跨學科學習	 打破知識疆界

•  〈跨學科教室〉主題為本，貫穿不同學
科，延伸聯繫常識、科學、語文、時
事、歷史和文化等學習領域。 

■ 趣學語文	 鞏固中英文基礎

•  〈語文樂滿Fun〉益智語文遊戲，輕鬆打
好中英文基礎。

■ 時事議題	 培養通識思維

•  每天多樣化時事元素︰〈城中熱話〉每
周討論貼身時事話題；〈陽光會客室〉
由陽光家族訪問專家趣談時事常識；
〈星島兒童報〉每天精選適合小學生閱
讀的要聞；〈趣趣生活通識〉解讀新聞
常識議題，培養通識思維，為小學生日
後銜接中學通識科作好準備。 

■ 探索香港	 認識土生土長地

•  〈鐵路快閃遊〉沿港鐵路綫認識香港各區
特色，了解地區歷史文化。

五大革新內容



校園報及
學習配套

■	港聞、國際新聞：	新聞中肯專業，於「2017年香港最佳新聞獎」中
勇奪「最佳獨家新聞」、「最佳經濟新聞報道」及

「最佳新聞寫作（中文組）」等共12項獎項
■	財經：	緊貼報道香港及國際財經走勢
■	體育：	中港、國際及學界體壇消息，全面追擊
■	娛樂、副刊：	娛圈熱話、名家專欄，多元精采；周四及日獨有全

粉紙文化藝術副刊及名人品牌專頁
■	《親子王》周刊：	至受歡迎親子育才雜誌，由《星島日報》逢周四出

版，校園版訂戶專享免費換領卡

學習配套齊備　優質全面

■		過百隊中小學參加，趣學中史

■		星島教育備有中史學習專欄，內容豐富， 
配套全面

■		教育新聞：嶄新全面，育才必備
■	家長版：	點評家長關注的教育政策，提供升學情報及攻

略、親子心得、好書推介、活動介紹等
■		英文教材：	採納中英文社論及時事教材，並透過漫畫及

故事等方式趣學英文，強化通識語文
■		讀報學中文‧通識：引用即日見報新聞，撰寫學習教材
■		大學版：緊貼校園動態，搜羅新鮮大學話題

■	配套全面，培育尖子無數

■  《星島日報》獨家連載報道賽事及評講，加上教育網及
「星島辯論」facebook，配套全面

■	星島校園版訂戶可獲優先免費換領「星島第三十四屆
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總決賽門票

育才智選《星島日報》資訊及教材齊備

活學語文通識學界盛事「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問答比賽全港中史校際

全家喜閱《星島日報》優質精采



■		凡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訂閱任何小學校園版計畫滿120日，可享獨家訂閱優惠獲贈
OTO保暖頸椎按摩師及OTO$200現金購物券或加$100換購Proluxury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並經由學校老師派發，憑券自行選擇其中一款禮品。如選擇多功能
迷你蒸煮電飯煲，請於換領時才繳付$100，請勿與訂閱費一併提交。

■	訂滿25份，額外獲贈
	 •《星島日報》1份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小學部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搜尋器」
■	優先換領「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校際辯論比賽」總決賽門票
■	獨家讀者優惠及優先參與活動

■	全港獨有參觀星島印刷廠－豐富課外活動體驗
	 •	探索全亞洲首間獲多項ISO認證、每晚可印逾100萬份報紙的將軍澳廠房
	 •	專人講授基本印刷原理、參觀部分廠房和器械運作等
	 •	學校於2018-19年度全年訂滿100日並每日平均訂滿80份，學生可獲安排

參觀星島新聞集團印刷廠（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更多詳情請瀏覽	stedu.stheadline.com/pri/event.php）

■	好書一：		《跨啦啦STEM生活教室2018》

精選《陽光校園》17篇STEM及跨學科專
題，內容橫跨生活應用、環保、歷史、
文化、科學與科技等知識領域，並新增
STEM小實驗及趣味遊戲。

■	好書二：		《語文國大冒險》

語文國受外來病菌入侵，文字系統大混
亂，陽光家族攜手以中文知識拯救語文
國。看冒險故事、玩語文遊戲，趣學量
詞、部首、成語、文字演變、連接詞等
中文基礎知識。

學校、老師及學生專享優惠
■	免費套報及送報服務
■	專人到校收表及訂報費
■	訂閱份數愈多，獲贈優惠書券愈多，價值最高可達HK$3,000

《親子王》周刊換領卡	
及《星島日報》購報優惠卡

免費獲贈《親子王》周刊
換領卡及《星島日報》購
報優惠卡，全年享優惠

3好書回贈＊2

＊	於2018年11月30日前申請訂閱及全年訂閱滿70日或以上

1

及 $200現金購物券保暖頸椎按摩師

（總值：HK$699） （價值：HK$340）
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震撼優惠
（二選一）

（型號：NS-100）

學生與家長	　多重獨家優惠
免費送選擇一： $100超筍價換選擇二：



　　 精華訂閱計畫   超值實用$1$1重點
推介

訂閱計畫版面包括：

+ +

《星島日報》港聞、國際新聞 教育及家長版《陽光校園》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小學部及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搜尋器」

■		凡於2018年11月30日前申請訂閱及全學年訂滿70日或以上，可獲贈《跨啦啦STEM生活教室2018》及《語文國大
冒險》圖書

■		凡於2018年9月30日前申請訂閱及全學年訂滿120日或以上，可獲贈《跨啦啦STEM生活教室2018》及《語文國大
冒險》圖書、OTO保暖頸椎按摩師及OTO	$200現金購物券或加$100換購Proluxury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	�學校於2018-19年度全年訂滿100日並每日平均訂滿80份，學生可獲安排參觀星島新聞集團印刷廠。（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兼享震撼優惠（二選一）全年訂閱只需$171	

■	港聞、國際新聞	:	報道專業中肯，屢獲殊榮

■	教育新聞	:	嶄新全面，育才智選

■		家長版：	點評家長關注的教育政策，提供升學情報及攻略、親子心得、好書推介、活動介紹等�

■		英文教材：	採納中英文社論及時事教材，並透過漫畫及故事等方式趣學英文，強化通識語文

■		讀報學中文‧通識：引用即日見報新聞，撰寫學習教材

■	《陽光校園》：	兼具多元知識、世界視野、生活教育及語文學習的優質小學生刊物，適合初小及高小閱讀

實用超值包羅優質資訊精華

免費送選擇一： $100超筍價換選擇二：

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價值：HK$340）

或
（型號：NS-100）

（價值：HK$699）
保暖頸椎按摩師 及 $200現金購物券

■��凡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訂閱任何小學校園版計畫滿120日，可享獨家訂閱優惠獲贈
OTO保暖頸椎按摩師及OTO$200現金購物券或加$100換購Proluxury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並經由學校老師派發，憑券自行選擇其中一款禮品。如選擇多功能迷
你蒸煮電飯煲，請於換領時才繳付$100，請勿與訂閱費一併提交。



   

生活通識‧語文遊戲‧讀者互動

周三增量版

•�逢周三新增四頁中英語文遊戲，趣學文
字演變、造字規律、常用成語、常用字
詞等語文基礎知識。

語文樂滿FUN
趣味遊戲 鞏固中英語文根基

＊編輯部保留內容改動權利

•�益智中英文漫畫及小遊戲，鍛煉腦力、
觀察力、專注力，寓學習於娛樂。

•�互動平台〈陽光信箱〉和創作園地〈童心童
話〉，鼓勵投稿，分享心聲及創作。

小息時間
讀者園地 互動平台

（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凡訂閱任何小學校園版計畫滿120日，可享震撼訂
閱優惠獲贈OTO保暖頸椎按摩師及OTO�$200現金
購物券或加HK$100換購Proluxury多功能迷你蒸煮
電飯煲�

只適用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遞交訂閱表
格的訂戶�

換領券將於2018年11月至12月發放，有關換領詳
情可參閱換領券

可享震撼訂閱優惠 （二選一）

選擇二： $100超筍價換

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價值：HK$340）

免費送選擇一：

及 $200現金購物券保暖頸椎按摩師
（總值：HK$699）

（型號：NS-100）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並經由學校老師派發，憑券自
行選擇其中一款禮品。如選擇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請於換領時才繳付$100，請勿與訂閱費一併提交。

•�每周深入淺出解讀新聞議題及生活常識，引導多角度思考，培養通識思維，
打好知識基礎，為小學生銜接日後中學通識課程作好準備。

•�新學期內容涵蓋個人成長、生活健康、環保及社會公民等時事及生活議題。

趣趣生活通識
緊貼社會 培養通識思維

或



全港唯一中‧英雙語校園訂閱計畫

《星島日報》及《陽光校園》詳情請參閱P.2
另可登入stedu.stheadline.com瀏覽各學生報試閱版

■	上課日每日重點新聞推介，讀新聞、學英文
■	周二及五內容以通識為主，輕鬆學通識
■		周一、三、四內容英文、通識元素並重，	
全方位打好學習基礎

■	資深教師點評學生佳作，提升英語寫作技巧
■		豐富網上資源，工作紙、語音版一應俱全

Junior Standard 逢周一至周四及Student 
Standard 逢周五為你送上一連串精選文章，內
容智趣並重，是為學生度身訂造的英文讀物：

中英雙語超特惠計畫 特價每份    　    $1.8

英文學生報 額外獨家優惠

免費送選擇一：

（總值：HK$699）
保暖頸椎按摩師 及 $200現金購物券

（型號：NS-100）

■  凡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訂閱任何小學校園版計畫滿120日，可享獨家訂閱優惠獲贈
OTO保暖頸椎按摩師及OTO$200現金購物券或加$100換購Proluxury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並經由學校老師派發，憑券自行選擇其中一款禮品。如選擇多功能迷
你蒸煮電飯煲，請於換領時才繳付$100，請勿與訂閱費一併提交。

豐富版面包括：
■		《星島日報》港聞、國際新聞、教育、 

家長版、娛樂、體育
■		每日附送校園報《陽光校園》、 
《JuniorStandard》/ 
《Student Standard》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小學部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搜尋器」

■  凡於2018年11月30日前申請訂閱及全學年訂滿70日或以上，
可獲贈《跨啦啦STEM生活教室2018》及《語文國大冒險》圖書

■  凡於2018年9月30日前申請訂閱及全學年訂滿120日或以
上，可獲贈《跨啦啦STEM生活教室2018》及《語文國大冒
險》圖書、OTO保暖頸椎按摩師及OTO $200現金購物券或
加$100換購Proluxury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  學校於2018-19年度訂滿100日並每日平均訂滿80份，學生可
獲安排參觀星島新聞集團印刷廠，全港獨有。（名額有限，
先到先得）

震撼優惠
（二選一）

$100超筍價換選擇二：

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價值：HK$340）



 好書一：�
 《跨啦啦STEM生活教室2018》

精選《陽光校園》17篇STEM及跨學科
專題，內容橫跨生活應用、環保、歷
史、文化、科學與科技等知識領域，
並新增STEM小實驗及趣味遊戲。

 好書二：�
 《語文國大冒險》

語文國受外來病菌入侵，文字系統大混亂，
陽光家族攜手以中文知識拯救語文國。看冒
險故事、玩語文遊戲，趣學量詞、部首、成
語、文字演變、連接詞等中文基礎知識。

好書回贈＊2

■�優先換領「星島全港校際
辯論比賽」總決賽門票

■專享參觀印刷廠活動

優先參與優質教育活動4

 凡訂閱任何小學校園版計畫滿120
日，可享震撼訂閱優惠獲贈OTO保暖
頸椎按摩師及OTO $200現金購物券
或加HK$100換購Proluxury多功能迷
你蒸煮電飯煲 

只適用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
功遞交訂閱表格的訂戶 

換領券將於2018年11月至12月發
放，有關換領詳情可參閱換領券

（數量有限，換完即止。）

可享震撼訂閱優惠1 免費送

（總值：HK$699）

（二選一）

及 $200現金購物券保暖頸椎按摩師

選擇一：

選擇二：
$100超筍價換

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價值：HK$340）

（型號：NS-100）

＊ 於2018年11月30日前申請訂閱及全年訂閱滿
70日或以上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並經由學校老師派發，憑券自
行選擇其中一款禮品。如選擇多功能迷你蒸煮電飯煲，
請於換領時才繳付$100，請勿與訂閱費一併提交。

■�免費獲贈《親子王》
周刊換領卡及《星島
日報》購報優惠卡，
全年享優惠

《親子王》周刊換領卡及 
《星島日報》購報優惠卡3

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