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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使命

• 是全香港唯一受政府資助為資優學生提
供校外資優教育的機構;

• 致力為學員提供合適的學習和發展機會，
讓他們在其資優領域盡量發展潛能;

• 同時亦會照顧他們的社交情緒需要，以
及培養他們對社會的承擔。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
課程特色

1) 增潤 (Enrichment)

2) 加速 (Acceleration)

3) 思維能力 (Thinking Skills)

4) 情意教育 (Affective Education)

5) 進階學習 (Advanced Learning)



多元模式的課程

網上自學課程 面授課程 工作坊 服務學習課程

海外學習課程 專為參加國際比賽
的訓練課程

資助修讀其他院校
/機構提供的課程



網上資優課程（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共同管理）

５個可供報讀的課程

每名學生只可選讀一個 所有課程可選用中文或英文報讀

•人文學科網上資優課程－
轉變中的香港經濟 (E1HUM001O)

•數學網上資優課程 (E1MAT004O)

•科學網上資優課程－天文學 (E1SCI001O)

•科學網上資優課程－地球科學 (E1SCI002O)

•科學網上資優課程－古生物學 (E1SCI003O)



網上資優課程（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共同管理）

• 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自2016/17學年提供的
網上資優課程。

• 歡迎高小（小四至小六）至中學（中一至中六）的資
優或高能力學生參加。

• 每個課程包含三個級別。學生須先完成每一級的學習，
並於每一級別總測驗中取得合格分數，才可進入下一
級。

• 學校推薦學生報讀課程名額不限。
網頁: https://www.hkage.org.hk/

https://www.hkage.org.hk/


每個課程的名額為6,000。每年共30,000名學生可以參與此課程。
網頁: https://www.hkage.org.hk/

Web-based Learning Courses for Gifted/More Able Students ( jointly administered by EDB and 
HKAGE)

網上資優課程（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共同管理）

Search “Web-based”
搜尋「網上資優課程」

https://www.hkage.org.hk/


學校安排１位老師作學校統籌人，
提名學生報讀。學生可包括學苑
學員及非學苑學員。

學校統籌人需要上載校長簽署及
蓋上校印的查核表格，以核實個
人資料。

學校統籌人可以在報名時查看課
程的學習內容（不包括測驗及級
別總測驗的內容）。

學校統籌人可以查看學生之學習
進度及成績。

報名途徑
1.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學生自行報讀。
（學苑學員及非學苑學員以不同平
台報名）

非學苑學員必須上載學校證明（如
學生手冊或學生證），以核實個人
資料。

2. Individual Application (個人報名)



A. 2022年10月5日
至11月4日正午12時

B. 2022年11月7日
至11月21日正午12時

A. 2022年12月12日
至12月14日下午5時

B. 2022年12月15日
至12月16日下午5時

2023年8月25日
正午12時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收集網上
資優課程的成績。

適齡學生如能夠完成任何一個課程
並在第三級別的測驗中取得合格成
績，將獲邀透過自身提名提交資料
接受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甄選。

1. 接受報名

4. 收集成績 5. 資優教育學苑發出邀請

3. 課程結束2. 公佈結果及課程開始

網上資優課程總流程

2023年8月26日
至9月

2023年9月底

A: 學校提名 B: 個人報名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提名結果公佈

學生開始課程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上載查核表格 提交學生提名名單

學校統籌人在香港資優學苑網頁
申請學校帳戶

學校統籌人收到學校帳戶登入資料

2022年12月14日
2023年8月25日

正午12時

2022年10月5日
至11月4日

正午12時

2022年12月12日
至12月14日

下午5時



報名重要事項：

1. 在2022/23學年於香港學校就讀小學四年級至中學六年級
之學生方可獲提名。

2. 每所學校可提名的學生數目並無限制。

3. 學生只可報讀一個課程。如同時報讀多於一個課程，將
以最後一個報讀課程為準。

4. 學生不可於2022年11月21日正午12時後更改或退出所報
讀的課程。

5. 同學報名時必需得到家長／合法監護人的同意。

6. 學校統籌人將於2022年12月12至12月14日下午5時前以電
郵收到報名結果，學生可隨即開始課程。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1. 學校只需安排一位老師作學校統籌人。於2022年10月5日
至11月4日期間到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頁申請學校帳戶

https://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online

需要提供的重要資料

◎老師名稱 ◎學校名稱

◎老師電郵 ◎校長名稱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報名須知：

https://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online


2. 列印學校查核表格，
於2022年11月4日正午12時前
將校長簽署及蓋上校印的查核表格
上載至學校帳戶

（不接受電郵或傳真形式）

（此步驟可跟3.提名學生同步進行）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報名須知：

Miss Chan

ABC School

學校查核表格



3. 在提名名單中新增學生

需要提供的重要資料

◎學生名稱

◎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級別（必須為小四至中六）

◎電郵地址

◎報讀課程（每名學生只可選讀一個）

◎課程語言（中文或英文）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報名須知：



4. 在報名期內，學校統籌人可更改學生資料或重新提交提名
名單。

重要提示：必須於2022年11月4日正午12時前提交最終確
認的名單。

5. 報讀結果（網上課程連結、登入資料）將於2022年12月12
日至14日以電郵形式通知學校統籌人及學生。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報名須知：



學校
帳戶

提交
查核表格
及學生提名

查看學生
學習進度

查看
課程內容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學校帳戶的３個主要功能

• 學校提名指引／學校帳戶說明書可於資優學苑網頁下載
https://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online

• 學校統籌人將於2022年12月12日至14日下午5時以電郵形式收到登入資料

https://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online


Individual Application (個人報名)



學苑學員 非學苑學員

個人報名指引可於資優學苑網頁下載
https://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online

Individual Application (個人報名)

2022年12月16日
2023年8月25日

正午12時

2022年11月7日至
11月21日

正午12時

2022年12月15日至
12月16日下午5時

提名結果公佈

學生開始課程

學生在資優學苑網頁作網上報名

不需要提交學校證明
必須上載學校證明以
完成報名程序

https://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online


報名重要事項：

1. 在2022/23學年於香港學校就讀小學四年級至中學六年級
的學生方可報讀課程。

2. 每名學生只可報讀一個課程。

3. 學生不可於2022年11月21日正午12時後更改或退出所報
讀的課程。

Individual Application (個人報名)



報名重要事項：

4. 已獲學校提名的學生，將不能以個人報名方式報讀任何
課程。學苑只會考慮該學生的學校提名。

報名前，請先向學校查詢。

5. 凡以個人報名方式報讀的學生，所屬學校不能透過學校
帳戶查看其學習進度。

6. 學生將於2022年12月15至16日下午5時前以電郵收到報名
結果，學生可隨即開始課程。

Individual Application (個人報名)



1. 學生可到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網頁。

2. 資優學苑學員可登入資優學苑的報名帳戶

需要提供的重要資料

◎資優學苑學員編號及學員自己的網上報名平台密碼

◎報讀課程（每名學生只可選讀一個）

◎課程語言（中文或英文）

3. 不需要提交學校證明。
學員可等待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的報讀結果。

報名須知：

Individual Application - HKAGE members
個人報名-資優學苑學員



1. 學生可到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網頁。

2a. 非資優學苑學員可到資優學苑的網頁申請帳戶

需要提供的重要資料

◎學生名稱 ◎香港身份證號碼（或其他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出生日期 ◎級別（必須為小四至中六）

◎電郵地址 ◎學校名稱

◎報讀課程（每名學生只可選讀一個） ◎課程語言（中文或英文）

◎學校老師名稱（有需要時用作核實學生身份）

2b. 必須上載學校證明（如學生手冊或學生證）至個人帳戶，
以核實個人資料，並完成提交手續。

3. 學生等候2022年12月15日至16日的報讀結果。

Individual Application - Non HKAGE members
個人報名-非資優學苑學員

報名須知：



開始課程



1. 以學苑提供的名稱及密碼，登入網上學習平台，開始網上資優課程。
https://hkage.org.hk/webbasedlearning/learningcourse/index.php?

網上資優課程重要事項

https://hkage.org.hk/webbasedlearning/learningcourse/index.php?


2. 每個課程包含三個級別。

3. 學生須先完成每一級的學習，並於每一級別總測驗中取得

合格分數，才可進入下一級。

4. 每個級別總測驗最多有 3 次的機會。如 3 次測驗均不合格，

學生不可晉級。

5. 每次測驗作答時間為 60 分鐘。學生須一次完成。

6. 請根據硬件及瀏覽器要求，使用合適的電腦系統完成測驗。

本系統並不建議使用平板電腦及智能手機登入課程。

7. 單元內的測驗╱問題僅供學生進行學習進度的自我評估，

不影響成績。

網上資優課程重要事項



8. 學生在各級別取得及格成績後，可在課程結束前自行下載
電子證書。學校統籌人無法透過學校帳戶下載學生的電子
證書。

9.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將於2023年8月25日課程結束後，收集網
上資優課程的成績。

10. 適齡學生如能夠完成任何一個課程並在第三級別的測驗中
取得合格成績，將會於下一學年(2023年9月下旬)獲邀透過
自身提名方式申請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甄選。

網上資優課程重要事項



A. 2022年10月5日
至11月4日正午12時

B. 2022年11月7日
至11月21日正午12時

A. 2022年12月12日
至12月14日下午5時

B. 2022年12月15日
至12月16日下午5時

2023年8月25日
正午12時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收集網上
資優課程的成績。

適齡學生如能夠完成任何一個課程
並在第三級別的測驗中取得合格成
績，將獲邀透過自身提名提交資料
接受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的學員甄選。

1. 接受報名

4. 收集成績 5. 資優教育學苑發出邀請

3. 課程結束2. 公佈結果及課程開始

網上資優課程總流程

2023年8月26日
至9月

2023年9月底

A: 學校提名 B: 個人報名



發問環節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