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RANCIS XAVIER’S COLLEGE
45, Sycamore Street, Taikoktsui,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2393-2271 Fax.: (852)2391-6101
http://www.sfxc.edu.hk

本校檔號：20190411b
敬啟者：
貴子弟已完成由教育局及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提供之網上資優甄選課程，並取得合格成績，可獲
提名報讀相關課程。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將向 貴子弟發送確認電郵，請 台端在子弟收取電郵後，於 4 月 25 日或之
前填寫及上載相關文件，以便本校跟進提名工作。所有學生資料及文件必須透過網上提名平台遞交。
提名若並非以指定網上平台提交、逾期提交、資料不完整、不準確或沒有提交相關文件，將不獲
處理。隨函附上「提名計劃時間表及程序（A1）」及「意見調查收集方法（A2）」以供參閱。如有
疑問，可聯絡凌子陽老師查詢 (電話號碼：23933111，電郵：lcy@sfxc.edu.hk )。
前述各項，敬希 垂注。

貴

此 致
家
長
聖芳濟書院校長
姚廣智啟

2019 年 4 月 11 日

A1
2018/19 全新提名計劃 (新增提名安排)
New Nomination Scheme 2018/19 (Additional Nomination)
時間表及程序 Timeline and Procedures

Sch nom_PRI/SEC

適用於跟進以合格成績完成網上甄選課程的學生的提名。
重要日期
即日

至

學校代表網上登記參加提名簡介會（可選擇是否出席；坐位先到先得）

2019 年 4 月 1 日
(下午 5:00)

> 學校代表提名簡介會(粵語)：2019 年 4 月 4 日(15:00 – 16:30) ／ 網上登記表格：
https://hkage.org.hk/b5/student/Registration/nomination/SSTNOMSCH1810003.php

即日

至

家長及學生網上登記參加提名簡介會（可選擇是否出席；坐位先到先得）

2019 年 4 月 1 日
(下午 5:00)

> 家長及學生提名簡介會(粵語)：2019 年 4 月 4 日(19:00 – 20:30) ／ 網上登記表格：
https://hkage.org.hk/b5/student/Registration/nomination/SSTSCHSELF_PS1810004.php

2019 年 4 月 1 日

登入網上提名平台遞交資料進行甄選

(上午 9:00) 至

> 於報讀網上甄選課程時，收集的部分個人資料，己預先填妥於提名表格，請查閱資料是

2019 年 4 月 30 日

否正確，並完成其他剩餘部分。

(下午 5:00)
2019 年 6 月 6 日

登入網上提名平台查閱提名結果

(上午 9:00) 至
2019 年 6 月 20 日

獲取錄學生透過網上提名平台註冊，以確認學員資格（學員資格將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生

(下午 5:00)

效*）

2019 年 6 月 28 日

登入網上提名平台查閱

(上午 9:00) 至

> 資優學苑學員、家長及學校帳戶

2019 年 7 月 31 日

> 學員資格要求及迎新資訊

(下午 5:00)
*於 2019 年 6 月 28 日前，年齡在 10 歲以下的學生也可獲提名。 然而，已通過提名甄選的 10 歲以下學生，只能獲資優

學苑「暫取學員資格」。他們的「正式學員資格」只可在年滿 10 歲後的一個月生效。

A1
2018/19 全新提名計劃 (新增提名安排)
New Nomination Scheme 2018/19 (Additional Nomination)
時間表及程序 Timeline and Procedures

Sch nom_PRI/SEC

適用於跟進以合格成績完成網上甄選課程的學生的提名。

完成提名程序的步驟
請留意：只可透過網上提名平台作網上提名及遞交相關文件，提名若並非以指定的網上平台提交、逾期提交、
資料不完整、不準確或沒有提交相關文件，將不獲處理。
網上提名平台: https://nomination.hkage.org.hk/
學校統籌人須
1.

為學校提名人建立網上提名平台戶口作提名學生之用。學校提名人可以是教師、學校社工或學校心理學家。
學校統籌人本人亦可擔任學校提名人

2.

核對及確認學生名單 及 為學校提名人建立網上提名平台戶口作提名學生之用（於分配學校提名人後，登
入資料將由網上提名平台以電郵形式分發給有關的學校提名人及學生的合法監護人）

3.

監督提名程序，確保各提名相關人士經網上提名平台遞交所有資料

4.

填寫學校統籌人聲明

學校提名人須
1.

為每位獲提名學生填寫提名理由

2.

填寫學校提名人聲明

學生的合法監護人須填寫，及上載以下相關文件
1.

學生的合法監護人對獲提名學生之觀察#

2.

電子版學校成績表（最近的兩個學年）#

3.

最多三項學生最具代表性成就的電子版證明文件

4.

電子版智力評估報告

5.

一項創意產品，形式例如: 音頻、視頻、文字、圖片等

6.

最多三項電子版補充資料

7.

獲提名學生及合法監護人聲明#
# 必須填寫／上載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3940 0101 [選擇語言後，按「2」字，再按「0」字] 或電郵至 ss@hkage.org.hk 與學生服
務組聯絡。

附錄二: 意見調查收集方法 (A2)
Appendix II: Means of Feedback Collection (A2)
家長意見調查表 Parent Feedback Form
此範本上部分訊息適用於以合格成績完成網上甄選課程的學生。The message in the upper part of this template is for
student(s) who completed the Online Screening Programme with a pass.

為了提名計劃更臻完善，資優學苑誠邀 閣下於 2019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或之前完成一份家 長 意 見
調 查 表 。請以以下任何一種方法遞交。謝謝！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nomination scheme, please find below means to give the HKAGE your
feedback. You are invited to complete the Parent Feedback Form on or before 18 April 2019 (Thursday)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means. Thank you!
意見表代碼
(Access
網上意見表 URL
Code)
7376

二維碼 QR Code

資優學苑手機應用程式 HKAGE Mobile Apps
(請到 Google Play 或 The App Store 下載)
(Please download via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http://hkage.org.hk/survey/

前往研究園地調查報告

2018/19 小學及

Nom201819addParent

中學學校/學生自身提名 (新增提名安排) (家長意
見調查表)
Under Research Zone  Survey 

2018/19

School/ Self Nomination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tudents (Additional
Nomination)(Parent Feedback For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統籌人／學校提名人意見調查表
School Coordinators/ Nominating Officers Feedback Form
為了提名計劃更臻完善，資優學苑誠邀 閣下於 2019 年 4 月 18 日（星期四）或之前完成一份學 校 統 籌
人 ／ 學 校 提 名 人 意 見 調 查 表 。請以以下任何一種方法遞交。謝謝！
For the enhancement of the nomination scheme, please find below means to give the HKAGE your
feedback. You are invited to complete the School Coordinators/ Nominating Officers Feedback Form on or
before 18 April 2019 (Thursday) in one of the following means. Thank you!
意見表代碼
(Access
網上意見表 URL
Code)
2706

二維碼 QR Code

資優學苑手機應用程式 HKAGE Mobile Apps
(請到 Google Play 或 The App Store 下載)
(Please download via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http://hkage.org.hk/survey/

Under Research Zone  Survey 

SchNom201819add

Primary/ Secondary School Nomination

2018/19

(Additional Nomination) (School Coordinator/
Nominating Officer Feedback Form)
前往研究園地調查報告

2018/19小學／中

學學校提名 (新增提名安排)

(學校統籌人/提名

人 意見調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