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英•通識教材  配套全面

■��「工作紙下載」功能
� 每日上載學習教材，可即時下載工作紙練習

■��聆聽英文讀音
� 專題文章，網上延伸英語讀音，提升語文能力

■��訂戶專享元素
� 網上直接參加有獎遊戲及活動，或投稿至創作園地；師
生專享搜尋服務，尋找議題，方便重溫

兼備中英語文通識練習及教材  溫習應試必備

全方位學習網站星島教育網

周四：文憑試  練習王
核心科+選修科�全面備戰：
■���全科練習，各科均由資深老
師出題，題型多元

■���模擬公開試試題，分析題
型、指導答題技巧

■���選修科練習輪流連載，涵蓋
各種選修組合

融會通識‧學好中文‧考好文憑試學生報《S-file》

周一、三：通識大全
應試好幫手：
■��名師拆解答題攻略

■��模擬試題練習齊備

學習好幫手：
■��詳解焦點時事議題

■��辨識議題應用概念

■��分析資料數據圖表

■��精選新聞擴闊視野

周二、五：悅讀中文
推廣閱讀、創作：
■��全新中史、文學、閱讀專欄，趣談
文化、培養閱讀興趣

■��專題故事取材時下熱話

■��設投稿園地，鼓勵學生發表文章

應對考試：
■��模擬閱讀卷一，針對文言文練習

■��模擬說話卷四，多角度分析評論

■��名師專欄，講解四卷考試攻略

*歡迎登入星島教育網（http://stedu.stheadline.com）瀏覽各學生報試閱版



加強練習  備戰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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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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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新聞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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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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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才智選《星島教育》資訊及教材齊備

全家喜閱《星島教育》優質精采

■���配套全面，每年近200所本地中學及國際學校�
���參加，培育尖子無數

■���全面提升雙語的思、辯、聽、講及雙語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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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島校園訂戶可獲優先換領「星島第三十四屆全港 
校際辯論比賽」總決賽門票

詳情將於9月份公布，請留意校內宣傳單張或瀏覽std.stheadline.com/deb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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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語文通識活動學界盛事「星島全港校際辯論比賽」

問答比賽全港中史校際

校園報及
學習配套



# 詳情請參閱訂閱表格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中學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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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決賽門票及其他獨
家活動優惠

■	訂滿25份，額外獲贈

 •《星島日報》1份

學校、老師及學生專享優惠＃

•DSE備戰須知

•重點議題解讀

•模擬試題練習

•年度新聞回顧

•時事話題延伸，積儲中文學養

•文言文及古典詩詞賞析

•歷史、文化知識

•成語、諺語學習

•每日讀一篇，知時事，學中文

學生與家長優惠

■  成為《星島日報》校園版訂戶，可獲贈《親子王》
周刊換領卡及《星島日報》零售版購報優惠卡，
全年專享優惠

■		訂閱份數愈多，獲贈優惠書券愈多，
價值最高可達HK$3,000

■	免費套報及送報服務，靈活周到

■	專人到校收表及訂報費

專享免費換領《親子王》周刊及 
《星島日報》零售版購報優惠

《通識攻略大全
18/19》

《讀報學中文18/19》

送優質教育天書2本

1 2

額外送OTO護脊按摩墊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型號：BS-006R）零售價HK$499

■  凡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訂閱任
何中學校園版計畫滿90日或以上，即可
獲贈OTO護脊按摩墊乙件

 ■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憑券於指定
OTO門市換領產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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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學版：緊貼校園動態，搜羅新鮮大學話題

■	學生報《S-file》：重點通識及中文雙科互補，輔以英、數及選修科目，全面掌握應試攻略

訂閱計畫版面包括：

+ +
《星島日報》港聞、國際新聞 教育及家長版學生報《S-file》

　　 精華訂閱計畫   超值實用兼備$1$1
重點
推介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中學部，設「工作紙下載」功能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搜尋器」

■	凡於全學年訂滿70日或以上，可獲贈《通識攻略大全18/19》

■	凡於全學年訂滿90日或以上，可獲贈《通識攻略大全18/19》及OTO護脊按摩墊

■		凡於全學年訂滿140日或以上，可獲贈《通識攻略大全18/19》、《讀報學中文18/19》及OTO護脊按摩墊

兼享額外獨家優惠全年訂閱只需$171

實用超值包羅優質資訊精華

OTO護脊按摩墊
於2018年9月30日前成功訂閱及全年訂滿90日或以上

免費送免費送

零售價�
HK$499（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憑券
於指定OTO門市換領產品

＊

（型號：BS-006R）



可配合

考好DSE
周四《文憑試練習王》共讀

卷二題1： 
中國留守兒童

卷二題2： 
香港電動車

卷一題1： 
本地與全球 
義工參與

卷一題3： 
器官捐贈

卷一題2： 
學生公開試壓力 

及教育制度

全新 欄目

卷二題3： 
抗微生物藥物抗藥性

2018文憑試通識科議題學生報全接觸

通識大全
‧�名師拆解答題攻略，�
提升應試能力
‧�模擬試題練習齊備，�
熟習答題模式

應試好幫手

‧�辨識議題應用概念，靈活運用
‧�詳解焦點時事議題，�
清晰易明

學習好幫手

周一 ● 周三 

OTO護脊按摩墊

零售價 
HK$499

免費送免費送

■		凡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訂閱任何中學校園版
計畫滿90日或以上，即可獲贈OTO護脊按摩墊乙件

■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憑券於指定OTO門市換
領產品 （型號：BS-006R）

訂閱優惠價
　只需$1.5
����（周一、三）

超值內容

歡迎
試閱

全年訂閱60天或以上，
即可獲贈《通識攻略大
全18/19》

增值贈品

設工作紙 下載



悅讀中文

設工作紙 下載

全年訂閱60天或以上， 
即可獲贈《讀報學中文18/19》

增值贈品

全新 欄目
‧�跳出學科框框，中史、文學趣問�
大百科，深入淺出建立文史基礎知識

【趣問文史】

‧�每月精選一個閱讀話題，談作家�
軼事、專題書刊，擴闊閱讀面向

【一月一閱】

‧�專題故事取材時下熱話，再
配合課程涵蓋文化、文學、
歷史、語文知識
‧�設投稿園地，鼓勵學生發表
文章

推廣閱讀創作

‧�模擬閱讀卷一，針對文言
文練習
‧�模擬說話卷四，多角度分
析評論
‧�名師專欄，講解四卷考試
攻略

應對考試

訂閱優惠價
　只需$1.5
����（周二、五）

超值內容

周二 ● 周五 
歡迎

試閱

OTO護脊按摩墊
零售價 
HK$499

免費送免費送

■		凡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訂閱任何中學校園版計畫滿
90日或以上，即可獲贈OTO護脊按摩墊乙件

■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憑券於指定OTO門市換領產品 （型號：BS-006R）

可配合

考好DSE
周四《文憑試練習王》共讀



‧�通識、中文、英文、
數學練習齊備
‧�通識科由資深通識
老師出題
‧�中文科由作家賞析文
言、白話篇章，老師
出題解說

核心科
練習之王

配合《通識大全》或《讀報
學中文》訂購，全年訂閱
60天或以上，即可獲贈 

《通識攻略大全18/19》
或《讀報學中文18/19》

增值贈品

周四 

一份在手 備戰全科文憑試

文憑試
練習王

訂閱優惠價
　只需$1.5
����（周四）

超值內容

‧�經濟、中史、歷史、生
物、化學、物理、地理等
科輪流連載
‧�練習題型多元，模擬公開
試試題
‧分析題型、指導答題技巧

選修科
試題精讀

歡迎
試閱

OTO護脊按摩墊

零售價 
HK$499

免費送免費送

■		凡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訂閱任何中學校園版
計畫滿90日或以上，即可獲贈OTO護脊按摩墊乙件

■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憑券於指定OTO門市換
領產品 （型號：BS-006R）



額外驚喜優惠

中英雙語超特惠計畫 
特價每份　　 (原價 $2.3)$2

《星島日報》及《S-File》（通識大全、悅讀中文及文憑試練習王）詳情請參閱P.2
另可登入stedu.stheadline.com瀏覽各學生報試閱版

唯一中‧英雙語校園訂閱計畫
■  版面包括《星島日報》港聞、國際新聞、教育版、家長版、大學版、英文時事教材、 

娛樂及體育

■  每日附送中英雙語校園報，包括《S-File》（通識大全、悅讀中文及文憑試練習王）及 

（周一至四）《Junior Standard》；（周五）《Student Standard》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中學部，設「工作紙下
載」功能

■ 免費享用「星島教育網搜尋器」

■  凡於全學年訂滿70日或以上，可獲贈《通識攻
略大全18/19》

■  凡於全學年訂滿90日或以上，可獲贈 
《通識攻略大全18/19》及OTO護脊按摩墊

■  凡於全學年訂滿140日或以上，可獲贈 
《通識攻略大全18/19》、《讀報學中文18/19》及 
OTO護脊按摩墊

■ 上課日每日重點新聞推介，讀新聞、學英文

■ 周二內容以通識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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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學生報

（價值：HK$499）

免費送免費送

＊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憑
券於指定OTO門市換領產品

護脊按摩墊＊

驚喜優惠

（型號：BS-006R）

零售價HK$499



《通識攻略大全 18/19》 《讀報學中文 18/19》

■	一站式自助學習平台

■	「工作紙下載」功能

■	附英文讀音供聆聽

★	DSE備戰須知

★	重點議題解讀

★	模擬試題練習

★	年度新聞回顧

★		時事話題延伸，積儲中文學養

★		文言文及古典詩詞賞析

★		歷史、文化知識

★		成語、諺語學習

★		每日讀一篇，知時事，學中文

送星島教育網帳戶

送優質教育天書2本

送《親子王》周刊及 
《星島日報》零售版購報優惠卡

■	訂戶專享互動元素

■		資源豐富助學習應試

2

3 4

OTO護脊按摩墊1
零售價 
HK$499

免費送免費送

■		凡於2018年9月30日或之前成功訂閱任何中學校
園版計畫滿90日或以上，即可獲贈OTO護脊按摩
墊乙件

■		禮品將以換領券形式送出，憑券於指定OTO門市
換領產品

（型號：BS-006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