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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詢

基礎寶石學證書課程
Gemmology Foundation

寶石鑑證師文憑課程
Gemmology Diploma

國際認可F G A寶石鑑證師
Fellow of the Gemmological 
Association of Great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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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寶石學協會

基礎寶石學證書課程

Gemmology Foundation

〉 香港 Gem-A 認可教育中心課程統籌及導師李鎰財先生(Johnson Li)
 函授 (註冊編號: 709140) 

〉 適合任何程度，對寶石有興趣人士報讀

〉 採用 Gem-A 新課程教學，多元化學習讓學員更容易掌握

〉 自由選擇中文或英文教材

〉 由淺入深打好寶石學專業知識根基，邁向寶石鑑證專業資格

李鎰財先生
Johnson Li
FGA, FGAHK, 
HKCAAVQ Specialist

持續進修途徑

HKJMA www.jewelry.org.hk

認識四十多種寶石：鑽石、貴重寶石及半寶石

寶石的形成

認識寶石晶系

瞭解寶石的物理特性

寶石的鑑定特徵

分辨有機寶石及無機寶石

分辨各種天然寶石、模仿品、人工合成寶石

寶石優化處理方法及鑑別

寶石的琢磨及加工技術

單元一

理論課

了解各類鑑定儀器的原理、正確的使用方法及實習操作

利用實習準確測量寶石並編寫鑑定報告

單元二

實習課

歷屆試題分析

教授應試技巧

模擬試題 

單元三

公開考試預備課

2021年5月5日開課，現在公開接受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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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寶石學協會．基礎寶石學證書課程 2021

開課日期 ：

課程時數 ：

上課地點 ：

〉 2021年5月5日 (星期三)             〉 逢星期三  晚上7:30 - 10:00

〉 於大型珠寶展覽期間不設課堂

〉 上課日期可能因展期而需要作出調動

90小時 (共36堂)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

(九龍紅磡民裕街51號凱旋工商中心第二期2樓G室)

GEM-A Gemmology Foundation    學費包括兩個部份

第一部份學費 ：

(港幣)

第二部份學費 ：

(英鎊)

教學語言 ：

入學要求 ：

考試時間 ：

專業資歷 ：

頒授資歷機構 ：

報名須知 ：

查 詢 ： 

〉 HKJMA 會員 HK$9,900         〉非會員 HK$10,900

英文版教材及考試：英鎊 £1,270   /   中文教材及考試加上翻譯費用：英鎊 £1,370
(直接付款至Gem-A，費用包括由Gem-A提供之教材、實習寶石一套及考試費)

粵語輔以英文/中文講義 (Gem-A提供講義)

〉 具中五 / DSE 或以上英文程度

〉 適合本地珠寶從業員，包括寶石分級員、珠寶及寶石採購員、珠寶設計師、零售店員、市場推廣員、

 珠寶製造及行政管理的人士

〉 具一至兩年珠寶工作經驗者優先

〉 歡迎有意加入珠寶業工作的設計師、設計系畢業生或在職中學及專業技術學院的設計系人士及所有

 有興趣人士報讀

每年1月及年6月均進行公開考試 (視乎學生進度而定)

考試及格者可獲由 GEM-A 頒發之 FGA 基礎寶石學證書

英國寶石學協會 (Gem-A) http://www.gem-a.com/

〉 報讀人士須將報名表格，連同支票，抬頭寫上『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有限公司』或現金，

 於 2021年4月26日(星期一)前 親身遞交或郵寄到本會

〉 本會將發電郵通知獲取錄人士，未獲取錄者已繳付的學費將會全數退回

***註︰申請者一經取錄，除課程取消外，其繳交之學費概不退回。***

行政部 － 簡小姐 

電話：2122 5011

傳真：2362 3647
電郵:  hkjma@jewelry.org.hk

網址：http://www.jewelry.org.hk/tc/education/education.php

Gemmology Foundation



Gemmology Foundation 2021
英國寶石學協會．基礎寶石學證書課程報名表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 Hong Kong Jewel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5 1號凱旋工商中心第二期二字樓G室
Unit G, 2/F., Kaiser Estate Phase 2, 51 Man Yue Street, Hunghom, Kowloon, Hong Kong 

+852 2766 3002 +852 2362 3647 enquiry@jewelry.org.hk HKJMA www.jewelry.org.hk

1. 報讀人士之個人資料 (資料必須與香港身份證上的資料相同)     *請刪去不適用之選項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性別*：男 / 女

出生日期：                       (日) /                       (月) /                        (年)   香港身份證 / 護照號碼*：

主要通訊地址 (英文)：
(本會將以此地址作郵寄用途)

個人電郵： 手提電話：
(本會主要以此電郵與報讀人士聯絡) 

2.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英文)： ���HKJMA會員公司  ���非會員公司

公司地址 (英文)： 

報讀人士職位： 

公司電話： 公司傳真：

公司電郵： 

3. 學歷 / 專業資格 / 工作經驗 (如不敷應用，請用額外紙張填寫)

A) 學歷

 機構 / 學校名稱 考取資歷 頒發年份

1.   

2.   

B) 專業資格 / 其他進修

 機構 / 學校名稱 考取資歷 頒發年份

1.   

2.   

3.   

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4月26日

致：行政部簡小姐 傳真：2362 3647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 Hong Kong Jewel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香港九龍紅磡民裕街5 1號凱旋工商中心第二期二字樓G室
Unit G, 2/F., Kaiser Estate Phase 2, 51 Man Yue Street, Hunghom, Kowloon, Hong Kong 

+852 2766 3002 +852 2362 3647 enquiry@jewelry.org.hk HKJMA www.jewelry.org.hk

由本商會填寫

收取支票日期

支票號碼

���取錄            ���不取錄            ���候補名單

煩請於2021年4月26日之前，
將報名表格親自送交、寄交或傳真到本會

地址：九龍紅磡民裕街51號凱旋工商中心第2期2字樓G室

傳真︰2362 3647

 職位 機構名稱

1.   

2.   

於珠寶業任職的年資：共                 年                 月

4. 問卷調查

閣下是從哪種途徑得悉此課程？（可選擇多於一項）

���本會擺放的宣傳單張 ���本會傳真 ���僱主 / 公司推薦 ���朋友推介

���本會月刊 (The Industry News) ���本會電子郵件 ���會員公司收取的宣傳單張

���本會網頁 ���其他，請註明︰

任期 (年份及月份)

起              止

C) 工作經驗 (由最近列出)

5. 報讀課程

���報讀 Gemmology Foundation 2021課程，學費為港幣

6. 聲明

(i) 本人願意接受入學面試；

(ii) 本人謹此聲明，以上所填報的資料均屬實無訛；

(iii) 本人亦明白，所報資料如有不全或失實，可導致本人被取消報讀的資格；

(iv) 本會可能會保留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包括姓名、電郵及電話) 作推廣課程之用途，申請人必須選擇是否同意及簽署作實。

� ����本人同意，並知悉如日後不願收取到有關課程資訊，可傳真至 2362 3647 取消登記。

� ����本人不同意 貴會使用本人之個人資料作課程推廣用途。

(v) 申請人在提交表格後，如更改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行政部聯絡，電話 2766 3002。  

(vi) 本人同意『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就各有關事項所作的一切決定均為最終決定，並對該等事項具有約束力。

報讀人士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