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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員資格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current-members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current-members


HKAGE 1. 學員資格



HKAGE 1. 學員資格

首個查核期為取錄日期至下一個學年的8月31日。

所有透過「學校提名」、「自身提名」、「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提供的網上資優課程」或「尖子培育計劃」獲取錄之小學學員，均須於首
個查核期內成功完成共同核心課程「讓我閃耀 Let us shine」，以延續學
員資格。

「Let us shine!」為互動工作坊，旨在幫助資優生了解資優特質，發掘所長，提
高社交能力，並探索資優對自己的意義。

1.1 首個查核期之要求 - 小學學員



HKAGE 1. 學員資格

首個查核期為取錄日期至下一個學年的8月31日。

透過「學校提名」、「自身提名」、「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供
的網上資優課程」或「尖子培育計劃」獲取錄之中學學員，均須於首個查
核期內成功完成共同核心課程「資優雙專才：高情商資優生」，以延續學
員資格。

➢ 「資優雙專才：高情商資優生」課程，目的是希望學生了解情緒智能元素，及
提升四種心理特質 (自我意識、自我管理、社交意識、關係管理) 的方法。因此，
學生可以知道他們在其全人發展旅程上如何不斷提升其心理特質。

1.2 首個查核期之要求 –中學學員



HKAGE 1. 學員資格

1.3 延續學員資格之要求

查核期為每年9月1日至翌年8月31日。

完成首個查核期後，所有學員須於每學年完成最少一個課程/活動，
以延續學員資格。

列於學生學習概覽的任何範疇課程或活動（包括講座、學員分享小組、
網上課程）均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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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學生登錄:  https://hkage.org.hk/portal/students.php

家長登錄:  https://hkage.org.hk/portal/parents.php

https://hkage.org.hk/portal/students.php
https://hkage.org.hk/portal/parents.php


HKAGE 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2.1 登入各項帳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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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AGE 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2.2 更新個人資料

學員及家長可自行更新的

個人資料

• 電郵地址

• 聯絡電話

• 通訊地址

• 就讀學校

• 家長及監護人資料

需電郵學苑作更正的個人資料

(programme@hkage.org.hk)

所需文件

• 學員姓名

• 學員身份證號碼

• 學員出生日期

• 學員性別

• 身份證副本

• 出世紙副本

• 學員就讀級別 • 學生證副本

• 學生手冊副本

• 學員的特殊教育需要 • 特殊教育需要報告



HKAGE 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2.3 學生學習概覽

https://hkage.org.hk/b5/student/SLR/SLRLogon.php

➢ 學生學習概覽

➢ 查核期之要求、限期及進度

➢ 課程電子證書

https://hkage.org.hk/b5/student/SLR/SLRLogon.php


HKAGE 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2.4 活動申請結果及現有代幣數目

https://hkage.org.hk/b5/student/Registration/result/appResultLogon.php

➢ 活動申請結果

➢ 現有代幣數目

https://hkage.org.hk/b5/student/Registration/result/appResultLogon.php


HKAGE 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2.5 重要資訊
https://www.hkage.edu.hk/zh-hk

https://www.hkage.edu.hk/zh-hk


HKAGE 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2.5.1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https://www.hkage.edu.hk/zh-hk/personal-information

https://www.hkage.edu.hk/zh-hk/personal-information


HKAGE 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2.5.2 私隱和資料保護
https://www.hkage.edu.hk/zh-hk/privacy-and-data-protection

https://www.hkage.edu.hk/zh-hk/privacy-and-data-protection


HKAGE 2. 帳戶功能及重要資訊

2.5.3 平等機會及防止性騷擾

https://www.hkage.edu.hk/zh-hk/equal-opportunities-and-prevention-of-sexual-harassment-policy

https://www.hkage.edu.hk/zh-hk/equal-opportunities-and-prevention-of-sexual-harassment-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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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課程
流程: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application-flow

總表: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master-programme-table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application-flow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master-programme-table


HKAGE 3. 課程

3.1課程報名流程



HKAGE 3. 課程

3.2 每季面授課程時間表

季度 報名日期
(課程會於指定的星期四

公開接受報名)

公布申請
結果日期

課程舉辦日期

第一季 7月 8月 9月至11月

第二季 10月 11月 12月至翌年2月

第三季 1月 2月 3月至5月

第四季 4月 5月 6月至8月

* 每季課程的報名時間表適用於大部分課程，但若干特別課程及在比賽後的增潤課程，
未必適用於此項安排。



HKAGE 3. 課程

3.3 報名方式

課程報名方式分為三大類別，包括：

1. 先到先得課程﹕報名採取先到先得、額滿即止的方式。

2. 設有甄選課程﹕課程設有不同的甄選方式，例如網上甄選問題、選拔試或其
他甄選方式。學苑會根據學員在甄選中的表現來取錄學員，詳情可參閱各課
程的資料。

3. 不設甄選課程﹕學員可於特定課程中報讀最多 5 個課程。報名時，學員必須列
明報讀志願。學苑會根據學員志願及其他因素取錄學員。

各課程詳情請參閱課程總表：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master-programme-table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master-programme-table


HKAGE 3. Programme

3.4 課程總表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master-programme-table

➢ 按不同篩選條件
搜尋合適課程

➢ 查看課程的詳細資料

➢ 登入帳戶後可網上報名

➢ 報名後申請退出課程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master-programme-table


HKAGE 3. 課程

3.5代幣制度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token-system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token-system


HKAGE 3. 課程

3.6規則及表格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policies-and-forms

各項課程規則及表格，包括：

➢ 課堂規則

➢ 出席率及請假

➢ 課程資助計劃

➢ 海外活動資助

➢ 費用減免

➢ 證書

➢ 網上點名系統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policies-and-forms


HKAGE 3. 課程

3.6.1課堂規則



HKAGE 3. 課程

3.6.2出席率及請假



HKAGE 3. 課程

3.6.3課程資助計劃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subsidy-scheme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subsidy-scheme


HKAGE 3. 課程

3.6.4 學費豁免及海外活動資助政策

➢ 學苑大部份的課程及活動都是免費提供予學員參與。

➢ 某些課程如海外活動需要收費，有需要的學員可以

申請學費豁免。



HKAGE 3. 課程

3.6.5 證書



HKAGE 3. 課程

3.7惡劣天氣安排及控制傳染病措施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bad-weather

➢ 倘若教育局宣佈由於惡劣天氣影響所有全日制學校將會
停課，學苑的
所有課程/活動亦會終止或取消。

➢ 有關戶外活動及特別活動的安排，學苑將個別通知參加
者或透過學苑網頁公佈。

➢ 如課程/活動取消，參加者將獲通知有關補課安排。因惡
劣天氣取消的課堂及補課將不會納入出席率之內計算。

➢ 為防止病菌蔓延，患病參加者應避免出席課堂/活動，復
課時間則取決於疾病性質，並視乎個別情況而定。如參
加者確診傳染病，應立即通知學苑，以便作出適當安排。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bad-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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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competitions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competitions


HKAGE 4. 比賽



HKAGE 4. 比賽

學苑夥同教育局、本地大學不同的學系及專業團體合作舉辦全港比賽。在這些比

賽中表現出色的學生將被挑選並為他們提供培訓計劃，以幫助他們為參加國際比

賽做好準備，使他們能夠在自己的才華領域脫穎而出。

➢ 香港傑出學生詩人 (英文) 獎

➢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 國際生物奧林匹克－香港區比賽

➢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香港選拔賽

➢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 國際大都會奧林匹克－香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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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諮詢及評估中心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the-consultation-and-assessment-centre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the-consultation-and-assessment-centre


HKAGE 5. 諮詢及評估中心



HKAGE 5. 諮詢及評估中心

諮詢及評估中心設立，旨在為學生及家長提供支援，幫助他們

了解與資優相關的特殊發展和情意教育需要。服務包括：

➢ 免費的前線服務

➢ 收費服務

➢ 評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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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苑刊物及資優資訊



HKAGE 6. 學苑刊物及資優資訊



HKAGE 6. 學苑刊物及資優資訊

學苑會定出版不同刊物及資優資訊，包括：

➢ 期刊：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magazine

➢ EDTV：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edtv

➢ 資優洞見：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ge-insights

➢ 學苑撰文：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articles-stemmed-from-hkage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magazine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edtv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ge-insights
https://www.hkage.edu.hk/zh-hk/articles/articles-stemmed-from-hkage


如有查詢，可聯絡我們:

電話: 3940 0101

電郵: programme@hkage.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