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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85週年搭上數碼列車

85週年報慶暨電子報推介禮

電子報面世
從一個更準確的角度來說，星洲日報開始轉型，
世華發展新媒體，是當下毫無懸念的選擇，是一種傳
統媒體與新媒體形成共生合力，優勢互補與互相效力
的新配套和新組合。

張曉卿：屬新發展新路徑

（八打靈再也14日訊）星洲日報創刊85周年，繼續
打造“不老傳說＂，同時搭上數碼列車推出電子報，與
華社及商界領袖同歡共慶。
“情義八五＂星洲日報報慶暨電子報推介禮，星洲
85歲了，不僅延續創刊以來的辦報精神，也舉行電子報
推介禮。
在漫漫85年中，星洲日報曾經為國內外許多重大新
聞事件留下珍貴的歷史記錄，也經歷過停刊的日子，除
了日據時期的3年零8個月，也於1987年為了捍衛華教而
被停刊5個月又11天；歷經挑戰仍堅持初衷，至今每日
發行量超過40萬份，除了是全馬第一大中文報外，也是
中國兩岸四地以外，發行量最大的中文報。

舞旗表演熱鬧歡騰

辦電子報非揮別紙媒
張曉卿：星洲日報將竭力跟隨時代的步伐，不斷創新和改變。

（八打靈再也14日訊）星洲
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
爵士今日指出，星洲媒體集團今
天正式推出星洲電子報，絕對不
是一個向傳統紙媒揮別的手勢，
而是向互聯網及新媒體跨越結合
的新發展和新路徑。

路。這是潮流，也是趨勢。當星洲日
報走過85年的歷史路之後，我們必須
作出新的選擇、訂定新的發展路線圖
和走向不可逆反的新潮流。＂
張曉卿說，星洲媒體集團把新媒
體科技和互聯網革命，當作新的歷史
契機，視為開拓新境的結合夥伴。

展現新生命絕佳機遇
“儘管新媒體的運作思維和顛覆
性技術，都帶給媒體強烈的衝擊和碰

撞；但這是好事，因為它讓傳統媒體
運作模式投入嶄新的歷練和轉型，並
再向前奮力躍進，這也是星洲日報展
現新生命、新風采的絕佳機遇！＂
“我們承諾，星洲日報將竭力跟
隨時代的步伐，不斷的創新和改變。
我們對民族對讀者的情義不變，我們
對文化的使命不變，我們對辦報的初
衷、理念和決心也不變。
“但是，我們不能無視當下時
代“破壞式的創新＂和“顛覆性的改

變＂；所以，我們不能不在策略和行
動上，走向新的變革，融入新的思
維，接受新的競爭規則和經營模式。
我們必須承認，即使是在尖端、先進
的互聯網領域里，沒有創新和改變，
就要急速面對顛覆和淘汰。只要不能
把握一個趨勢，原有的輝煌就可能灰
飛煙滅，這是殘酷的事實，卻也是時
代對我們的鞭策和考驗。＂

努力推動馬中文化交流
張

《下南洋》
記錄先賢血淚史跡
他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去年10月初到訪我國時，
還引用馬來諺語“切水不斷＂
來形容中國與大馬傳統的友好

1天
7天
30天
12個月

星洲日報印刷版及
星洲電子報訂閱一年配套
只限西馬讀者
只限東馬讀者

“情義八五＂星洲日報85週年報慶暨電子報推介禮獲得眾華社領袖和華團代表
情義相挺，左起為彭茂燊、鄭福成、繆進新、葉新田、方天興、張曉卿、吳德芳、
王超群、黃漢良和陳敬忠。
因為我跟中國知名文化人麥天樞及電視記
錄片導演周兵在機緣巧合的結識之下達成
了合作的協議。＂
張曉卿說，整個攝製團隊，歷時3年
的考察、拍攝，終於透過影像、聲音、文
字與圖片，以開放的全球視野，以豐富的

思想內涵，記錄了華裔先賢離鄉背井拼搏
奮鬥的血淚史跡，也終於完成了這部扣人
心弦，賺人眼淚的歷史紀錄片。
他說，這也是常青集團和他個人為了
配合星洲日報“情義八五＂，獻給華社和
讀者的一份小小的禮物。

有興趣訂購星洲電子報者，可通過刊登在本報印刷
版的訂閱表格獲取有關詳情。
讀者也可通過星洲服務網站（http://scepaper.
sinchew.com.my/）或閱讀網站（http://epaper.
sinchew.com.my/）以查詢有關詳情。
星洲日報也設有客戶服務專線，因此讀者可於週一
至六早上9時至下午5時，撥電至1300-88-0023（西馬讀
者）或082-343929（東馬星洲發行部）詢問。
若週日及公共假期則可電郵至scepaper@sinchew.
com.my。
對於閱讀星洲電子報的器材規格，所建議的瀏覽
器材是第一至第四代蘋果平板電腦和iPad Air、第一
至第二代平板電腦iPad Mini、智能手機iPhone 3GS至
iPhone 5s/5c，及第三至第五代iPod Touch。
此外，瀏覽器軟件則建議為最新版本的Internet
Explorer、谷歌Chrome、火狐Mozilla Firefox、Opera
及Safari，並且須備有瀏覽器所須的Adobe Flash
Player最新版本。
對於智能手機的作業系統，建議使用蘋果iOS
5.1.1或以上作業系統，和安卓（Android）OS 2.3或以
上。
器材屏幕所支援的解析度分別為480x800、
600x1024、720x1280、800x1280、1080x1920及
1600x2560。

電子報注入生命力

“星

洲日報在創刊85
年後，繼續推出
星洲電子報，為未來注上新的生
命力，令人期待。
“在這樣的基礎上，可以
預見星洲日報將更強大，任重道
遠，內容會更豐富。
“特別是目前進入知識和
訊息時代，與時並進，要不斷進
步，而星洲日報是媒體重要的帶
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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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洲日報在這個時候推
出電子報，可說是掌
握了資訊電子化的時機。
“重要的是，千萬不要半途而
廢，無論行政、人事怎麼變化，都
要秉持與經歷過85年風雨的星洲日
報一樣，遇到任何挫折都要堅持地
捱過去。＂

符合現代人生活

“現代處 人於 每特 天別 都忙
的情況，每天只有一些小空
檔，停下腳步接收資訊，星
洲電子報的誕生非常符合現
代人的生活方式。我覺得星
洲日報可以在這方面扮演着
｀領頭羊´的角色，帶動我
國電子新聞的發展。＂

再創高峰

大馬客聯會會長拿督楊天培

掌握資訊電子化時機

UCSI大學市場部主任馬仲翰

多美集團董事經理拿督吳逸平

“星

安達集團董事經理拿督斯里張孫通博士

盼

馬中總商會會長拿督黃漢良

洲日報邁入85週
年後，經歷風
雨，克服過許多難關，希望再
接再厲，繼續扮演民間重要喉
舌。
“在資訊時代，更需要一
分有影響力的報章，具代表性
及可靠性。
“星洲日報一直以來，都
讓人看到不斷努力，這次推出
電子報，值得期待。＂

380令吉
350令吉

透過訂閱表格獲詳情

關係，並配合中馬建交40周
年，邀請首相再次訪問中國，
推進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歷史可以照亮未來。
沒有歷史的民族是一個沒有未
來的民族。基於個人有限的閱
歷、能力和個人小小的願望，
我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可以
多為華人做一些有益的事；其
中有一件事，我始終耿耿於
懷，那就是，海外華人千百年
的顛簸與苦難，我們是不是應
該對它進行有系統的整理與記
錄，既可以讓我們的子子孫孫
知道先輩生活的血淚，也可以
讓大家在歷史的反思與教訓
中，總結新的經驗、新的智慧
和新的思維。＂
他說，這是他投下金錢心
力，拍攝“下南洋＂最大的原
因。
“這個心願，在3年前終於

電子報值得期待

3令吉
12令吉
40令吉
300令吉（附加風采電子報）

（吉隆坡14日訊）讀星洲，有風采！星洲日報即日
起推出電子報，此時訂閱可享有超值優惠，即以300令
吉訂閱1年，附增風采雜誌電子報。
同時，東馬讀者多付50令吉則可再獲得印刷版的星
洲日報，而西馬讀者則須多給80令吉。

系列報慶活動中略盡綿力

曉卿說，今年也是馬
中兩國慶祝建交40週
年，兩國最高領導人都非常重
視“馬中友好交流年＂，星洲
日報在系列的報慶活動中，還
希望略盡綿力，協助推動兩國
民間文化與友誼使者的橋樑角
色。
他說，首相拿督斯里納
吉公開表示，馬來西亞政府願
意與中國新一屆的政府共同努
力，以建交40周年作為推動兩
國邁向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一
個重要的契機。

星洲電子報
訂閱價格與詳情
單獨訂閱（星洲電子報）

有風采

他說，過去85年來，百萬讀者可
以日復一日地享受翻閱報紙的快感；
從今以後，更多讀者可以通過鍵盤、
滑鼠，甚至是指尖，在電腦、在智能
手機登入、瀏覽和閱讀，這就是媒體
力量無遠弗屆的延伸，更是星洲日報
85年不老，煥發新生命力、體現與時
並進、加大加快傳播中華文化訊息的
力度與決心。
“回到5年或10年以前，這完全
是兩碼子不相干的事，既不可能並列
共生，也萬萬沒有預料想到，媒體生
態的轉化是如此的快速與巨大。原來
這是媒體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必經之

丹斯里張曉卿爵士（左三）在世華媒體集團、星洲媒體集團高層的陪同下為電子報主持按鈕儀式，象徵正式啟動星
報日報電子報。左起為世華媒體集團董事丹斯里劉衍明、星洲媒體（集團資訊科技）總經理兼世華多媒體公司首席執行
員邱天雄；右起為星洲媒體執行董事兼星洲日報首席執行員許春、世華媒體集團及星洲媒體集團執行董事梁秋明和世華
媒體集團執行董事兼星洲媒體集團董事經理黃澤榮。

讀

媒體力量無遠弗屆

電子報有超值優惠

張曉卿也是世華媒體集團執行主
席，他在星洲日報85周年報慶暨電子
報推介禮上致詞時說，這也是世華媒
體企業艦隊，經歷多年的探索，和設
法在原有板塊、原有基礎上，尋找新
生命、新航道，以建構更寬廣、更多
元傳播平台的重大突破。

這項推介禮也邀請到手集團呈獻澎湃激昂的擊鼓演
出，還有由聯勝國術團胡寶順師父特別培訓星洲日報同
事，並與聯勝國術團組成旗隊，帶來一場舞旗表演，場
面熱鬧歡騰。
參與盛會的華社領袖與華團代表包括華總會長丹斯
里方天興、永久名譽會長丹斯里吳德芳、福聯會永久名
譽會長丹斯里鄭福成、社會愛心基金會主席丹斯里彭茂
燊、董總主席葉新田博士、教總主席王超群、馬中總商
會總會長拿督黃漢良、海鷗集團董事經理陳凱希、七大
鄉團協調委員會主席繆進新、大馬派報同業公會總會長
陳敬忠、大馬海南聯合會總會長拿督斯里符之慶、大馬
客聯總會總會長拿督楊天培、大馬福聯總會總會長拿督
邱財加、全國校長職工會總會長彭忠良、華總副總會長
劉志文、隆雪華堂會長陳友信、大馬書藝協會顧問黃金
炳、雪隆派報同業公會會長陳春發、巴生中華總商會會
長梁家興、大馬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拿督江文洲以
及留台聯總總會長李子松。

“星洲為 日我 報國 作最
大馬羅蘭索（Lorenzo）家具專賣店
銷售經理蔡振偉

若設語音功能更理想

“將新聞資訊的來源輕便
簡易化，是個新的、
很好的發展方向，同時也與環保的
概念契合。如果星洲電子報設有語
音功能的話，會更理想。
“語音功能將提供懶得看報
紙的人，多一個｀聽新聞´的選
項。＂

孝恩集團董事經理拿督朱兆祥

電子報誕生是好事

“雖然得 我將 始報 終紙 覺拿
在手中翻閱是個非常重要的
傳統習慣，但是電子報的產
生，開發了另外一個接受資
訊的便利，讓人們無論走到
哪裡，都看得到星洲日報的
新聞。因此，星洲電子報的
誕生是件特別好的事。＂

大的中文媒體，我希望星
洲能再創高峰，尤其現今
推介了電子報，我相信這
是個很好的突破，且星洲
日報的讀者也肯定會隨之
增加。
“在過去85年，華
裔都能透過星洲日報公正
的報道得知國家的大事，
我希望星洲日報能延續其
公正報道，甚至能做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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