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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學校提名 

網上提名平台 
 

 

提名人使用手冊 
 

 

 

 

 

 

 

 

由於網上提名平台會按需要作出更新，內容可能與本文所顯示的內容稍有差別，敬請留意。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2016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Page 2 of 14 

簡便指南 

 

作為提名人，你將負責於校內統籌是次學校提名，並作為學校與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下稱「資優

學苑」）之間的主要聯絡人。你將負責提名你所屬學校的學生加入資優學苑，並將與獲提名學生

以及家長/合法監護人協調以便遞交提名資料。 

 

完成提名程序的步驟 

1. 在網上提名平台建立提名； 

2. 將由平台發出的登入戶口資料，分派給獲提名學生及家長/合法監護人； 

3. 填妥每位獲提名學生的網上提名表格； 

4. 列印並簽署每位獲提名學生的「提名人聲明」； 

5. 監督提名程序，確保獲提名學生及家長/合法監護人經網上遞交所有資料； 

6. 收集獲提名學生及家長/合法監護人已簽署的聲明及相關文件，包括獲提名學生近兩個學年的

學校成績表副本及其他證明文件（如適用）； 

7. 根據「提交資料檢表」指示，確保集齊所需文件，並填妥檢表各欄後，送交校長簽署並蓋上

校印； 

8. 在截止提名日期前，將整套提名相關文件以郵寄方式或親身遞交到資優學苑，地址為香港新

界沙田沙角邨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術課程發展部。 

 

網上提名平台使用提示 

- 網上提名平台適用於所有作業系統及一般互聯網瀏覽器。請使用一般通用的瀏覽器（例如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Safari、Google Chrome）瀏覽平台，並將螢幕解析度設定為

1280 x 1024，以達至最佳瀏覽效果。 

- 建立提名前，請先備妥獲提名學生的姓名、STRN、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性別、電郵地址

及獲提名範疇等資料。 

- 確保電腦連接打印機，以便在必要時列印文件。 

- 如有需要，請參閱網上報名平台或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網站內的使用手冊及「常見問題」部份。 

 

重要資料 

請預留充足時間覆核資料及收集好所有相關資料與文件。逾期遞交或文件不全的提名，恕不接受。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membership/primary_no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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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用戶手冊  

1.1.1 目的 
本用戶手冊為提名人提供使用網上提名平台的指引。 

1.1.2基本功能鍵 
應用程式的功能由按鍵或連結啟動。不同類別的按鍵及連結代表不同類別的指令。 

1. 前進類指令 

帶領用戶到下一頁/畫面的功能會以綠色按鍵或連結顯示。 

 

例如  or  

 

2. 倒後類或正常指令 

帶領用戶到上一頁/畫面或停留在同一頁/畫面的功能以藍色的按鍵或連結顯示。 

 

例如  

 

3. 取消類指令 

刪除資料的功能會以紅色的按鍵或連結顯示。 

 

例如  

 

4. 其他 

尚有其他按鍵區別一個指令的不同階段。 

 

1.2 平台需求 
網上提名平台適用於所有具有通用瀏覽器的作業平台。要達至最佳用戶體驗，建議採用解像度為

1280x1024 之標準網頁瀏覽器  (如 : Internet Explorer 9 或以上、Firefox、Safari、Google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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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網上提名平台 

提名階段生效時，提名人可使用平台上所有功能。提名階段結束後，提名人只可查看提名。 

2.1 登入 
網上提名平台僅容許獲授權用戶登入。所有用戶須登入 http://nomination.hkage.org.hk，輸入正

確登入名稱和密碼組合，以使用平台功能(見圖 1)。登入後，用戶會被轉送到「主頁」標籤。提名

人可縱覽提名流程與使用平台須知(見圖 2)。 

登入資料載於致學校的學校提名邀請函。如忘記提名人的登入密碼，請聯絡香港資優教育學苑以

便重設密碼。 

 

 

圖 1-登入頁 

 

http://nomination.hkag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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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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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用戶帳戶 

2.2.1 用戶資料 
用戶可在「我的帳戶」頁(見圖 3)變更他/她的名字、電郵地址及密碼。按 「更新」鍵儲存變更。  

 

圖 3-用戶資料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2016 版權所有，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Page 8 of 14 

2.3 新增提名 

2.3.1 新增提名 
如要新增提名，按「新增提名」鍵後 輸入獲提名學生的資料（見圖 7）。 

填寫所有資料後，按頁下方的「新增提名」鍵遞交。請注意，「就讀學校名稱」已預先設定。 

 

圖 4-新增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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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分發登錄帳戶 

2.4.1 獲提名學生帳戶 
 

按「分發登錄帳戶」標籤展示提名相關用戶帳戶列表(見圖 5)。如提名人需列印或以電郵發送

PDF 格式的提名人帳戶資料，請點選「列印」或「發送電郵」框，再按「遞交」。如提名人輸入

一 位 用 戶 的 電 郵 地 址 向 該 用 戶 發 送 電 郵 ， 該 用 戶 電 郵 地 址 將 會 更 新 。 

 

 

圖 5-獲提名學生帳戶 

 

2.4.2 重設密碼 
提名人可為獲提名學生重設密碼。選擇相關帳戶並按「重設」(見圖 5)，再將帳戶登入名稱及新密

碼知會有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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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管理提名 
 

2.5.1 查看提名狀況 

提名人可按「提名個案總覽」標籤，查看所有提名個案的總覽。提名列表將會顯示(見圖 6)。 

 

圖 6-提名個案總覽 

 

顯示學生獲提名哪個範疇，以及哪些提名表格已經遞交。  

 

2.5.2填寫提名表格 
按「填表」標籤填寫提名表格。提名人可在任何時候編輯已填寫資料，但遞交提名表的按鍵，只

會在所有必需資料填妥後才會出現 (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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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 填寫提名表格 

 

2.5.3 遞交提名表格 
填妥表格後，提名人應細閱「個人資料收集聲明」。然後按頁下方「遞交前預覽」鍵，預覽提名

表格(見圖 8)。 

 

圖 8 – 預覽提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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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提名表格填寫正確，請在最後檢查後按「儲存」，否則按「返回」修改所填資料 (見圖 9)。 

 

圖 9 – 遞交提名表格 

 

表格儲存完畢後，畫面會顯示確認訊息以及提名資料(見圖 10)。請點擊連結列印並簽署聲明。載

有同樣資料的確認電郵會發送給提名人。 

 

圖 10 – 確認訊息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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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查看提名詳情 
 

如提名人要查看相關人士的提名表格，可在相關獲提名學生的「指令」欄下按「查看」(見圖 11)。 

 

圖 11 – 提名個案總覽-查看提名詳情 

 

 

2.5.5 排序 

 
網上提名平台在提名個案總覽頁提供排序功能。提名人可按劃了底線的標題，快捷地排列提名紀

錄(圖 12)。 

 

圖 12 – 有排序功能的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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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刪除提名 
 

如提名個案因任何理由需要被刪除，提名人可按「刪除」把該提名個案從平台移除(見圖 13)。請

留意，提名個案一經刪除，所有已遞交資料不能取回。 

 

圖 13 – 刪除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