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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HKAGE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Gifted

資優學苑簡介及識別資優生

Ms Shirley Kwok

Head of Advanced Learning Experiences Division 

郭滿玲

進階學習體驗部總監



Our Mission
我們的使命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Gifted Education (The HKAGE) aims to 
nurture gifted students, aged 10 to 18 years, with a wide range of 
challenging learning experiences. We pledge to offer our student 
members vibrant and enjoyabl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hat equip 
them for lifelong learning. Student members of the Academy can 
benefit from our comprehensive programmes and services so that they 
can realise their potential to better serve themselves and the 
community.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致力於透過多元化及具挑戰性的學習經歷，
培育十至十八歲的資優學生。我們承諾為學員提供生動及愉快
的學習機會，以致他們能為終身學習作好準備。我們期望學員
從全面的課程及服務中得益，讓他們發揮個人潛能，並盡心服
務社群。



The Three-tier Operation Mode and Target Students

三層架構及目標學生

Operation

Level Three: 

Off-site support

Level Two: School-
based pullout 
programmes

Level One: 

School-based whole-
class approach

Curriculum Content
Specialized 

(Subject/Domain)

General

Enrichment

All students

Students with special 

talents/

outstanding academic 

results

Student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specific domains

Students with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academic subjects

Exceptionally Gifted Students

The HKAGE

Student Category



Definition of Giftedness

何謂資優?



Myths about Giftedness

對資優的迷思

教育局資優教育短片 - 聽 說 資優心
(00:00 – 03:21)

Source: http://www.bibletimelines.org/puzzle-pieces2.jp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PusoKh9odY


Giftedness: A Changing Concept
資優是個改變中的概念

IN THE PAST 過往

•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high IQ 
只重視智商

• born with high intelligence –
only hereditary (Galton) 
假設資優生的高智能是天生的

• High grades and test scores; 
capable of excelling in all areas 
of school and of life
學生因成績學習表現出眾而被識
別

TODAY 現今

• Different ways of being gifted 
(Gardner, Renzulli, Sternberg) 

有多種資優定義

• Conventional IQ tests only 
measure logical-mathematical  & 
linguistic intelligence
傳統的智商測驗只測量數理邏輯
及語文智能

•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the 
gifted
不同類型的資優生及其特質



Definition of Giftedness in EC Report No.4

資優的定義:「第四號報告書」

4.3.2  Gifted children are those who show exceptional 
achievement or potential i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資優兒童是指那些在以下一方面或多方面有突出成就或潛能的
兒童：

• a high level of measured intelligence
智力經測定屬高水平；

• specific academic aptitude in a subject area
在某一學科有特強的資質；

• creative thinking
有獨創性思考，能夠提出很多創新的意見；

• superior talent in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在繪畫、戲劇、舞蹈、音樂等視覺及藝術方面特有天分；

• natural leadership of peers
有領導同輩的天賦才能，在推動他人完成共同目標方面有極高的能力；

• psychomotor ability –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r  ingenuity in 
athletics, mechanical skills or other areas requiring gross or fine motor 
coordination
在競技、機械技能或體能的協調有突出的天分。



Renzulli’s Three-Ring Conception of 

Giftedness 

任汝理「資優三環」概念 (1978, 2005)

創造力

學習的熱忱

中上程度
的能力

Source: http://www.gifted.uconn.edu/sem/semart13.html

http://www.gifted.uconn.edu/sem/semart13.html


Characteristics of 

Giftedness



(一) 認知能力

好處
• 知識豐富；多樣興趣

• 求知精神、因鑽研而成為專家

• 強於高層次思考

• 生活變得多趣味：多選擇，但也許會
多壓力

• 被受羨慕、讚賞、尊重

挑戰
• 抗拒反覆練習、容易感到課堂沉悶
• 對「慢的人」或「自以為掌握」的事

感到不耐煩
• 廢寢忘餐、欠時間管理
• 學習快但手腦速度不符：不準確、馬

虎、凌亂、不留心細節
• 豐富的知識影響交友

行為表現
• 早慧、學習速度快

• 記憶力強(快而準)

• 理解能力強(明白、掌握、運用)

• 找出問題所在、解決問題方
法、採取行動

• 掌握抽象概念(例:時間、生
死、轉變等等)

• 善於理解邏輯關係

• 酷愛學習但不一定喜歡上學

• 愛挑戰性或複雜性的遊戲

• 「炫耀/賣弄」、「通天曉」

• 與年齡較大的朋友為伍



(二)語言能力

行為表現
• 幼兒階段很早說話而且準確

• 很快掌握大量字詞

• 說話中運用的字詞可能與年齡並不
配合(較深/複雜)

• 用複句/較複雜句子

• 能擴張故事內容

• 喜歡文字的書本

• 擅於背誦詩歌/故事

• 透過提問(這個字怎讀?這是甚麼
字?)/看電視/重複閱讀自我學習

• 給予複雜的答案(即使是簡單題目)

• 能用不常用的方法解釋自己的意念

好處
• 良好的語言能力有助學校或日

常生活中較易成功

• 家長容易與孩子溝通

挑戰
• 與同輩相處有困難

• 用說話控制他人/炫耀自己

• 利用辯駁作逃避

• 滔滔不絕

• 每事問、講解概念過於複雜、被
誤解為挑戰他人



(三)邏輯推理能力

行為表現

• 喜歡計算、量度、分類等等

• 喜歡地球、圖表、日曆、時鐘等

• 喜歡挑戰性的puzzles

• 喜歡井然有序的環境

• 能為事情提出邏輯及合理的解釋

• 期望公平、合理

• 明白因果關係

• 要知道規則背後的原因

• 具有強而有說服力的辯解能力

好處
• 自動執拾

• 良好的策略計畫者、解難高手

挑戰
• 容易墜入他似是而非的陷阱

• 想依自己的方式控制/安排他人，
而別人不想被控制

• 需要社交技巧訓練

• 讓孩子明白他的方法並不一定
是最佳方法(即使合乎邏輯)



(四)好奇心

行為表現
• 一個接一個的提問

• 認真地提問深入/棘手的問題，
例:為什麼有些地方有飢荒?為什
麼有些生物會絕種?這人為什麼
這麼胖?

• 想理解抽象的概念，例如:關係、
公平、時間、宇宙、感覺等等

• 認真聆聽及思考答案 (所以家長
不可輕率提問)

• 興趣廣泛而且不停轉變

• 愛嘗試新事物

好處
• 渴望學習

• 容易感到開心

挑戰
• 令家長透不過氣

• 會提出一些令家長尷尬的問題

• 不停轉變的興趣令家長筋疲力竭



(五)創意

行為表現
• 富幽默感

• 有原創性、獨創性的意念

• 敢於突破框框、傳統

• 有些「幻想」出來的朋友

• 愛玩「假裝」遊戲

• 閒時愛繪畫、寫作或其他藝術項目

• 細緻的作品

• 很多點子

• 發明新字詞

• 回答問題時提供多於一個答案

• 想出創意方法解決問題

• 自創遊戲

好處
• 少緊張

• 對有興趣的事精力無窮

• 最佳解難者

• 多數成為藝術家/表演藝術者/對世
界問題的解決方法提出遠見的人

挑戰
• 感生活沉悶而經常沉醉於幻想之中

• 有時候難分真實與虛幻

• 不被接受而被視為小丑

• 過於天馬行空、影響學習進度

• 不依別人指示完成工作

• 過份炫耀



Identification Tools available 
at EDB website

教育局提供的鑑別工具

http://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

edu/gifted/guidelines-on-school-based-gifted-development-

programmes/appendices.html

http://www.edb.gov.hk/en/curriculum-development/major-level-of-edu/gifted/guidelines-on-school-based-gifted-development-programmes/appendices.html




Identification Concerns 

識別注意事項

• 注意使用此定義來識別資優生的困難
－沒有一個一刀切的測試 （智商只是眾多
指標之一）

• 在實踐中識別合適某類課程的資優生

• (識別與課程提供的配合)



多元化
校本甄選/

識別的方法

多元化途徑

老師推薦

學生自薦

朋輩推薦

家長推薦

多元化準則

課堂活
動表現

校外活
動表現

課外活
動表現

課業表現

測考表現

多元化工具

行為量表
實作測試

面試

興趣問卷
學生作品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t the HKAGE

資優學苑的學習機會

Ms Stella Chu

Deputy Student Services Manager

朱巧姬

署理學生服務經理



Individualised + Personlised Challenging 
Provisions, Senior Student Club/Platform, 
Elit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ctivities 
個別化進階學習體驗、高中同學會/平
台、國際精英學生活動



Languages and Humanities
語文及人文學科

Languages 語文 Humanities 人文學科
思辯訓練入門 玩轉三國

中文小作家創作坊 電影‧倫理‧人生

文學散步 人樹共融–與樹交心

To be a Confident Speaker 小小記者訓練營

Harry Potter Reading Club 愛智慧的四個人生課題 (網上課程)

I’m a Poet but I Don’t Know it! 心理學初探 (講座)



Mathematics 數學

遊戲 X 數學

「摺」通數學

智破計數機

概率‧解密

趣味數學 - 玩桌遊，尋數理



Sciences 科學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學 Computing 電腦

破解案發現場 拔河機械人

同一海岸上 深潛機械人

天外世界 電腦輔助設計與生產 - LED 小電筒

細胞生物學 - 見微知著

力學 —力與牛頓定律

酸鹼化學，晶體世界



Overview of Primary School Nomination 
and other nomination arrangements 

學校提名及其他提名安排

Ms Stella Chu

Deputy Student Services Manager

朱巧姬

署理學生服務經理



Overview of Primary Nominations

小學提名簡介

• Nomination Timeline and Details

提名時間表及詳情

• Nomination Procedures

提名程序



Timeline for Primary Nomination

小學提名時間表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Self Nomination

自身提名

Invitation to all Primary

Schools in Hong Kong

致函全港小學

25 August 2017

2017年8月25日

Briefing Session

簡介會
28 September 2017

2017年9月28日

Online Nomination 

Platform Launch

提名平台開放

9:00 a.m., 28 September 2017

2017年9月28日上午9時
9:00 a.m., 1 November 2017

2017年11月1日上午9時

Online Nomination 

Platform Close

提名平台關閉

5:00 p.m., 31 October 2017 

2017年10月31日下午5時
5:00 p.m., 30 November 2017

2017年11月30日下午5時

Admission Results 

Announcement

取錄結果公佈

Late January 2018

2018年1月底

Student and Parent 

Orientation

學員及家長迎新

Late February 2018

2018年2月底



Details of Primary Nomination

小學提名詳情• Target 目標
Nominate the gifted students of appropriate age* who display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r great potential in the following 
domains

提名在下列範疇中具傑出表現或極高潛能的適齡*學生

*所有獲提名的小學學生需於2018年8月31日為止，年齡達10歲或以上

(即於2008年8月31日或之前出生)，並在2017/18學年就讀於香港的小學。

The age of the nominated primary students should be 10 or above as of 

31 August 2018 (i.e. born on or before 31 August 2008) and study at 

Hong Kong primary schools in the school year 2017/18.

Domains 範疇

Languages and Humanities 語文及人文學科

Mathematics and Sciences  數學及科學



•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 最多六名資優學生(建議每一範疇提名三位學生)

– 每位學生只可獲提名一個範疇

– 而已成為正式或初步學員的學生，不可再度獲得提名

• Self Nomination 自身提名

– 提供公開提名途徑給資優生及其家長

– 學校提名名額已滿

– 學校未有參加是次提名

– 每位學生只可獲提名一個範疇

– 而已成為正式或初步學員的學生，不可再度獲得提名

Details of Primary Nomination

小學提名詳情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 – School login

學生學習紀錄 – 學校帳戶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update-of-personal-particulars-and-

learning-records/update-of-learning-records

• 獲取錄學員的學員資格詳情
• 學員在資優學苑曾報讀的課程
• 學員學習紀錄 (同意資優學苑向其學校公開學生學習概覽的學員)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update-of-personal-particulars-and-learning-records/update-of-learning-records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Who will be the Nominating Officer?

誰擔任提名人角色？

(GE Manager, GE Coordinator, 

teachers …資優教育行政主管、資優教育

統籌主任、老師 ……)

Identify the gifted students 
through teachers, SSW, EP …

透過老師、學校社工、教育心理學
家…… 識別資優生

Submit nominations via the Online Nomination Platform

透過網上提名平台遞交提名

Identify the 
gifted students

識別資優生

Parent

家長



Nomination Procedures 提名程序

１
建立提名

２

填寫網上

提名表格

３
最後核對

4
遞交文件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Self Nomination

自身提名

參閱提名邀請信上的專屬
學校提名人帳號及密碼

於資優學苑網頁申請

登入帳號及密碼

• 學校提名人表格

• 獲提名學生及其家長表格
獲提名學生及其家長表格

• 學校提名人

• 獲提名學生及其家長
獲提名學生及其家長

學校提名人 獲提名學生之家長



Documents to submit 

所需提交的文件

School

Nomination

學校提名

Self

Nomination

自身提名

Submission Checklist

提交資料檢表 ✓ N/A

Declaration Statement - Nominating Officer
提名人聲明 ✓ N/A

Declaration Statement - Student Nominee and Parents / Legal Guardians
獲提名學生及家長/合法監護人聲明 ✓ ✓

Copy of the school reports in the past 2 academic years (2015-16 and 
2016-17)

過去兩個學年（2015至16年度及2016至17年度）的學校成績表副本
✓ ✓

Copy of ALL reported activities, posts, related honours, awards or other 
recognitions

所有已申報之活動、職務、相關榮譽、獎項或其他認可資格之副本
✓ ✓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port (in a sealed envelope)
心理評估報告(放於密封信封內) 

Optional Optional

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products that could demonstrate the 

giftedness of the student nominees 

其他能夠展現獲提名學生資優特質的文件/ 作品
Optional Optional



Student Nominee and Parents/ Legal 

Guardian Declaration Statements

獲提名學生及家長/合法監護人聲明



Nominating Officer

Declaration Statements

提名人聲明



Submission Checklist 提交資料檢表



Preliminary to Full Membership
初步及正式學員資格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membership/requirements-of-

student-membership-for-primary-students

Preliminary 
Membership

初步學員資格

由2018年1月底取錄日期至2019年8月31日，

完成獲取錄範疇內一個指定網上課程*

及

任何範疇的一個面授課程

(講座、分享環節、網上課程（及相關增潤工

作坊）除外)

Full 
Membership

正式學員資格

* 學員須完成一個指定網上課程，方能報讀面授課程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membership/requirements-of-student-membership-for-primary-students


Renewal of Student Membership
延續學員資格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

membership/requirements-of-student-membership-for-primary-students

成為正式學員後，學生須於每年達到以下要求，以延續其學員
資格：

每年完成最少一個課程 /活動

➢ 除上述年度要求外，2015年9月1日後獲取錄之小學學員，須
於就讀小學期間完成個人成長及社交發展類別內的小學共同
核心課程「Let us shine!」，其中學學員資格方會獲得確認。

➢ 於獲取錄時為小四及小五之學員，須於升讀中一前完成共同
核心課程「Let us shine!」。而於獲取錄時為小六之學員，則
須於升讀中二前完成共同核心課程「Let us shine!」。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membership/requirements-of-student-membership-for-primary-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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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urturing the Gifted Scheme
尖子培育計劃

• Self-nomination programmes
自身提名課程
– Selected Face-to-Face programmes

指定面授課程

– Web-based Learning courses (offered by EDB & 
HKAGE)
網上資優課程 (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供)

Other Nomination Channels
其他提名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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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子培育計劃 (學校提名)

• 資優學苑會邀請在以下比賽中表現出色的學生成
為相應範疇的學員:

1. 香港物理奧林匹克

2. 國際數學奧林匹克香港選拔賽

3. 國際初中科學奧林匹克 - 香港選拔賽

4. 香港傑出學生詩人 (英文) 獎

• 須由學校提名

• 詳情請透過 http://www.hkage.org.hk/b5/competitions

進入各項比賽的網頁並瀏覽比賽詳情及規則

http://www.hkage.org.hk/b5/competitions


指定面授課程 (自身提名)

•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供少量深造課程名額予資優
學苑外積極學習及表現出色的中學生。

• 學生須參加評核試。在評核試中表現出色的學生
可與資優學苑學員一同參與課程。

• 完成本課程後，表現滿意的學生會獲考慮取錄為
相關範疇的學員。

• 有關課程資料請參閱資優學苑網頁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face-to-face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programme/face-to-face


由教育局及資優學苑提供的網上資優課程(自身提名) 

• 由2016/17學年起，資優學苑及教育局提供五個不同的網
上資優課程，課程包括地球科學、古生物學、天文學、數
學及轉變中的香港經濟

• 歡迎全港小四至中六的資優及高能力學生參加。學生可透
過資優學苑之網上平台報名 。

• 適齡學生如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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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獲邀請參加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學員
的甄選。

• 教育局將於10月派發本課程之宣傳海報予各中、小學

• 2017/18課程簡介會將於2017年10月舉辦

• 詳情請登入資優學苑網頁: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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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nstration of

Online Nomination Platform

網上提名平台示範

Ms Janet Lam
林宛嬋

Student Services Officer 
學生服務主任



Online Nomination Platform 
網上提名平台

網上提名平台使用手冊

• 提名人 (文字版本 / 短片版本)

• 學生及家長/合法監護人 (文字版本 / 短片版本)

Online Nomination Platform User Manual

• Nominating Officer (Text Format / Video Format)

• Student Nominee and Parent/Legal Guardian 
(Text Format / Video Format)

http://www.hkage.org.hk/file/page/3218/6 User Manual for Nominating Officer_chi.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jiKSmZzy8c&feature=youtu.be
http://www.hkage.org.hk/file/page/3218/6 User Manual for Student Nominee and ParentLegal Guardian_chi.pdf
http://youtu.be/_WvKAizGCAo
http://www.hkage.org.hk/file/page/3218/6 User Manual for Nominating Officer_en.pd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tX7SRzqs4Q&feature=youtu.be
http://www.hkage.org.hk/file/page/3218/6 User Manual for Student Nominee and ParentLegal Guardian_en.pdf
http://youtu.be/3pITrUX5-MA


Teacher Sharing

老師分享

Ms Kwan Sin Fan
關倩芬老師

Tai Po Old Market Public School
大埔舊墟公立學校

Mr Tsang Kin Fun
曾建勳老師

Munsang College Primary School
民生書院小學



查詢 : 3940 0130

電郵 : ss@hkage.org.hk

網址 : www.hkage.org.hk

2017/18 小學學校提名網址: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

membership/primary_nomination/1718

2017/18 小學學生自身提名網址: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membership/open-

nomination-for-primary-students/2017-18

mailto:ss@hkage.org.hk
http://www.hkage.org.hk/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membership/primary_nomination/1718
http://www.hkage.org.hk/b5/students/student-membership/open-nomination-for-primary-students/201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