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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展示了一套推薦在香港地區使用的翡翠鑑定和測試的標準方法。香港寶石學
協會有限公司(The Gemmological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Limited)於2016年2月19日發佈和印製了這套標
準測試方法的英文版本。
這套標準測試方法的制定工作是由項目工作小組負責執行。在制定過程中，項目工作小組諮詢了內地和
海外有關領域的寶石學家和學術界權威的專家意見。我們在此謹向各位就標準制定工作作出貢獻的專
家，致以最誠懇的謝意。
為確保這套標準能成為香港地區翡翠行業接納的共用測試方法，項目工作小組向相關珠寶及翡翠行業協
會廣發這套標準的草案本，徵詢他們的意見，並將一些重要的行業觀點納入標準的定案版本。我們在此
真誠感謝所有同業的支持。
香港寶石學協會歡迎珠寶及翡翠業的同業繼續就這套標準測試方法提出意見，以便協會日後可以進一步
改善《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的內容、科學性、可使用性和同業接受程度。

簡介
6

翡翠 (FEI CUI)，是一個廣義的名稱，泛指由化學成分相關、且外觀相似的三個翡翠成員 — 硬玉質翡翠、
綠輝石質翡翠和鈉鉻輝石質翡翠。由於認可的翡翠測試報告或證書的需求量很大，在買賣活動中，令翡
翠行業和寶石鑑定所從中受益，從而提升本地寶石行業的公信力，本標準測試方法由香港寶石學協會制
定並發行，旨在規範以下內容：
[1] 翡翠（綠色、黑色、白色和無色）測試方法和實踐
[2] 簽發翡翠鑑定報告或證書時要按設定的技術參數，規格和內容
[3] 翡翠的定義和命名法

語言
正文中包含英文和中文，以英文版本為最終版本。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Fei Cui 翡翠
翡翠的定義—
硬玉質翡翠/綠輝石質翡翠/鈉鉻輝石質翡翠
翡翠是一種粒狀到纖維交織狀的多晶質集合體，可以由硬玉、綠輝石和鈉鉻輝石的其中一種礦物單獨組
成， 或者一種礦物為主，或以它們三種礦物的任意組合形式存在。
硬玉質翡翠是粒狀到纖維交織狀的多晶質集合體，其主要礦物成分是硬玉（NaAlSi 2O6），其他礦物如綠
輝石和鈉鉻輝石等也可存在。
綠輝石質翡翠是微粒狀到微纖維狀的多晶質集合體，其主要礦物組成是綠輝石[(Ca,Na)(Mg,Al)Si2O6]，其
他礦物如硬玉和鈉鉻輝石等也可存在。
鈉鉻輝石質翡翠是粒狀到纖維交織狀的多晶質集合體，其主要礦物成分是鈉鉻輝石（NaCrSi2O6），其他
礦物如硬玉和綠輝石等也可存在。
若要區分三個翡翠成員：硬玉質翡翠、綠輝石質翡翠和鈉鉻輝石質翡翠，建議採用 附錄3 (資料性補充)的
翡翠紅外光譜指紋區的鑑定特徵，作為判斷的證據。(詳見附錄3)
附錄1提供的翡翠樣本鑑定步驟的流程圖解，供鑑定所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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翡翠的主要物理性質—硬玉質翡翠 / 綠輝石質翡翠 /
鈉鉻輝石質翡翠
硬玉質翡翠
(Jadeite Jade)

鈉鉻輝石質翡翠
(Kosmochlor Jade)

結構：

多晶質，不均勻的，粒狀至
纖維交織結構

多晶質，不均勻的，纖維狀
至粒狀交織結構

多晶質，不均勻的，粒狀至纖
維交織結構

常見顏色：

無色，白色和綠色，黃色，橙
紅/ 橘紅色， 棕色， 灰色，
黑色，淺紫紅色，紫色，藍
色， 粉色等

綠到黑，反射光下呈藍綠色；
綠至暗綠， 透射光下呈藍綠
色，通常顏色均勻

濃鬱的亮綠色至暗綠色到黑
色，通常不均勻

透明度：

透明至不透明

透明至不透明

半透明至不透明

光澤：

玻璃光澤到油脂光澤；

玻璃光澤；

玻璃至暗玻璃光澤；

這種多晶質集合體可在表面呈
現翠性(由硬玉的兩個方向完全
解理所導致)

取決於內部細粒結構和平整光
滑的表面拋光

因為內部粗粒結構和粗糙的表
面拋光

6.5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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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6, 易碎

3.25-3.40

3.30-3.45
(通常稍高於硬玉質翡翠)

3.35-3.50
(通常稍高於硬玉質翡翠)

光學性質：

各向異性
(多晶質集合體)

各向異性
(多晶質集合體)

各向異性
(多晶質集合體)

折射率：

1.65 – 1.67 (± 0.01), 點測法
(遠視法)， 通常為1.66

1.67 - 1.68 (± 0.01), 點測法
(遠視法)，通常為1.67 (稍高於
硬玉質翡翠)

1.68 - 1.72 (± 0.01), 點測法
(遠視法)，通常為1.72 (高於硬
玉質翡翠和綠輝石質翡翠)

紫外熒光：

弱至無

惰性

惰性

吸收光譜：

可 見 437nm處 Fe 的 吸 收 帶 ，
以 及 630nm附 近 Cr的 吸 收
線，綠色 翡 翠 中 還 可 觀 察 到
660nm和690 nm的吸收帶

可見437nm處Fe的吸收帶，
Cr 的吸收線或會出現在紅區
630nm、660nm和690 nm處

Cr的吸收線出現在紅區630 nm、
660nm和690nm 處，或可見
437nm處Fe的吸收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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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輝石質翡翠
(Omphacite Jade )

摩氏硬度：

1

相對密度：

2,3

註釋：
1. 對光澤和硬度的測定不包含在《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的研究範圍內；
2. 標準測試方法中的相對密度測定不適用於鑲嵌翡翠；
3. 相對密度的測試結果可能存在變化，這取決於翡翠不同的結構和所含的伴生礦物。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天然翡翠與經處理的翡翠類型
類型

常稱作

定義

天然翡翠

A玉

沒有經過化學處理的天然翡翠1

經化學處理及注入樹脂翡翠

B玉

經化學處理及注入樹脂的翡翠

染色翡翠

C玉

經染色處理的翡翠

經化學處理注入樹脂及染色翡翠

B+C玉

經化學處理、注入樹脂及染色的翡翠

註釋：
1. 以無色蠟拋光，而沒有破壞天然翡翠的本身結晶結構，將不視為化學處理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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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1
翡翠形狀與琢型的鑑定

1.1 範圍

1.8 鑑定報告 / 鑑定證書

本標準描述翡翠形狀與琢型的鑑定方法。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1.2 適用對象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1.3 定義
用來形容被測試翡翠的形狀和琢型特徵的專業術語。

1.4 儀器

10

不適用

1.5 鑑定對象
形狀與琢型的鑑定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
許以抽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1.6 步驟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2. 細緻地肉眼觀察、檢視。
3. 鑑定並記錄翡翠樣本的形狀與琢型特徵。

1.7 結果表述
不適用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 的姓名及簽署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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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2
翡翠尺寸的量度

1.1 範圍

1.6 步驟

本標準描述翡翠尺寸的量度方法。

1. 電子量尺和卡尺使用前應調至零，並先調試。

1.2 適用對象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1.3 定義

2.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3. 翡翠樣本的尺寸包括長度、闊度、厚度和內外直
徑，應用卡尺或電子量尺量度並記錄結果，結果
精確至小數點後一位。
鋼尺只用於量度大於 150 mm的樣本，測量結果精
確至 1mm。

尺寸包括：翡翠樣本的長度、 闊度和厚度。

4. 對於鏤空的翡翠測試樣本，應分別量度並記錄樣
本的最大外直徑和內直徑。

1.4 儀器

注意：
1. 厚度的量度不適用於鑲嵌翡翠

需要如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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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尺：毫米級卡尺，分辨度為 0.01 mm， 精確度
至少為 0.1 mm。

1.7 結果表述

2. 電子量尺：毫米級電子量尺，
分辨度為 0.01 mm，精確度至少為 0.1 mm。

翡翠樣本尺寸的量度結果應記錄如下：長度(L)，闊度
(W)和厚度(T)。附錄2中列舉了一些翡翠樣本尺寸的量
度方法，以供參考。

3. 鋼尺：毫米級，分辨度為 0.5 mm，精確度至少為
1 mm。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1.5 鑑定對象
尺寸的量度應對各單一的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
抽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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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3
翡翠重量的量度

1.1 範圍

1.6 步驟

本標準描述翡翠重量的量度方法。

1. 調整及確認氣泡在電子秤水準指示器的中心位
置。

1.2 適用對象

2. 開啟電子秤，並應調至零。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3.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1.3 定義
重量：由於重力產生在垂直方向上的力。
鑲嵌翡翠：單獨或群鑲翡翠首飾。

1.4 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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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翡翠測試樣本應放在電子秤盤的中央。
5. 對於不超過 200克拉 的翡翠樣本，量度的重量應
使用1.4.1 中定義的電子秤， 並記錄至最近的0.01
克拉。
對於超過 200克拉的翡翠樣本，量度的重量應使用
1.4.2中定義的電子秤，並記錄至最近的 0.1克拉。
6. 對於鑲嵌的翡翠，應按照步驟1至4所述的相同步
驟量度和記錄整個樣本的總重量。

需要如下儀器：
1. 電子秤：以克拉為單位元的電子秤，分辨度為
0.001 克拉，精確度至少為 0.01克拉。

1.7 結果表述
不適用

2. 電子秤（對於重 200克拉和以上的樣本）：分辨度
為 0.01克拉，精確度至少為 0.1克拉。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1.5 鑑定對象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重量的量度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抽
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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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4
翡翠透明度的鑑定

1.1 範圍

1.6 步驟

本標準描述翡翠透明度的鑑定方法。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2. 應用明亮光源照透樣本主要部分。

1.2 適用對象
3. 鑑定和記錄翡翠測試樣本主要部分的透明度。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1.7 結果表述
1.3 定義
不適用
透明度：
透明

可讓光線透過，其背後物體影像不模糊或
稍微模糊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半透明

可讓光線和散射光線透過，但觀察測試翡
翠時，其後面物體的影像不能辨識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不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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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線不能透過

鑲嵌翡翠：單獨或群鑲翡翠首飾。

1.4 儀器
需要如下儀器：
明亮的光源。

1.5 鑑定對象
透明度的鑑定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
抽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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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5
翡翠顏色的鑑定

1.1 範圍

4. 表1描述翡翠的顏色字首與飽和度和明度的關係
表。

本標準描述翡翠顏色的鑑定方法。
5. 翡翠測試樣本的色相將被鑑定和記錄。必須從下
面所示的翡翠的色相表(表2)中選擇。
1.2 適用對象
6. 顏色的鑑定應記錄為"顏色字首" 加上"色相"。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1.3 定義
色

相：色相是顏色的基本屬性。

明

度：物件顏色的相對亮度或暗度。

7. 對於一個黑色、灰色、白色或無色為主的翡翠,
不需要鑑定和記錄“明度”、“飽和度”和“色
相”，只需要鑑定和記錄黑色、灰色、白色或無
色便可以。
8. 如果鑑定樣本是多種顏色，其中綠色 (或黑色、灰
色、白色或無色) 是主導顏色，應記錄"綠色 (或黑
色、灰色、白色或無色) "帶/和"其他顏色"。

飽和度：色相的強度、純度或濃度。
9. 綠色 (或黑色、灰色、白色或無色) 顏色的分佈應
描述為：

18

1.4 儀器
1.
2.
3.
4.
5.

需要如下儀器：
與日光等效的反射光源。

均勻
不均勻
塊
絲/脈
點

1.5 鑑定對象

註釋：

顏色的鑑定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抽
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顏色字首

飽和度

明度

淡

低

淺

淺

中

淺

不適用

中

中

鮮

強

淺至中等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濃

強

中等至暗

深

中

暗

2. 翡翠的測試樣本應置於白色背景下，並以日光等
效反射光照明。

暗

低

暗

1.6 步驟

3. 對於一個全部為綠色的翡翠樣本，應首先鑑定和
記錄 "明度" 和 "飽和度"。按明度及飽和度的組合
從表1中表述出來。例如，一個飽和度為"低” 和
明度為"淺"的翡翠樣本，應被描述為"淡"。

表 1- 翡翠的顏色字首與飽和度和明度關係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色相
黃綠色
綠色
藍綠色
表2 – 翡翠的色相表
黑色、灰色、白色和無色是沒有色相和飽和度
的。

1.7 結果表述
不適用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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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標準測試方法 6
翡翠的偏光儀測試

1.1 範圍

3. 將翡翠測試樣本放在偏光鏡上。

本標準描述如何使用偏光儀來確定測試樣本是各向同
性的材料，各向異性的材料或各向異性和多晶質的材
料。

4. 翡翠測試樣本應360°旋轉。
5. 觀察者應通過上部的偏光鏡觀察偏光效果。
註釋：

1.2 適用對象
1. 偏光測試不適用於不透明或太厚的翡翠測試樣本。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2. 偏光測試不適用於密封鑲嵌的翡翠測試樣本。
偏光儀結果對翡翠鑑定提供參考作用。
1.7 結果表述
1.3 定義
現象

結論

各向同性：各向同性材料表現為材料在各個方向表現
出相同的光學特性。立方晶系和非晶質材料的晶體是
光學各向同性的。

樣本在360°旋轉過程中 光學各向同性 – 非晶質或
持續黑暗
立方晶系的晶體

各向異性：光學各向異性材料表現出不同方向性的光
學特性(光軸方向除外)。所有立方晶系以外的晶體結
構都是光學各向異性的。

樣本在360°旋轉過程中 光學各向異性和多晶質材
持續明亮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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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質材料：由許多聚合晶體組成的物質。多晶質材
料沒有整體的外部晶體形態。

樣本在360°旋轉過程中4 光學各向異性–一軸晶或
次變亮和變暗
二軸晶

樣本顯示出異常消光效應

應變各向異性–通常在其
他各向同性材料中

因為樣本不透明或太厚而不能量度。
因為樣本密封鑲嵌而不能量度。

1.4 儀器
需要如下儀器：
偏光儀

1.5 鑑定對象
偏光儀鑑定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抽
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1.6 步驟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2. 鑑定前將分析鏡和偏光鏡設置在消光位置。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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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7
翡翠折射率的測定

1.1 範圍

1.6 步驟

本標準描述翡翠折射率的測定方法。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1.2 適用對象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2. 應使用翡翠樣本的最佳拋光面。
3. 滴一小滴折射液在半圓柱測臺(或稱高折射率棱鏡)
上，將翡翠測試樣本放置在其上，樣本與折射液
進行光學接觸。

折射率可用於翡翠的鑑定。
4. 如果圓點是拉長的，長的方向應對齊半圓柱測臺
的長邊方向。
1.3 定義
折射率 (Refractive Index)：是電磁波在真空中傳播速
度與其在介質中的傳播速度的比值。

5. 如果被鑑定翡翠測試樣本的圖像延伸超過三至四
個刻度分界線。
i.

應直接拿起翡翠樣本，擦淨半圓柱測臺。

給定介質的絕對折射率定義為：n = c/v;

22

其中 c 是光在真空中的速度，而 v 是光在媒介中的速
度。

ii. 通過接觸金屬檯面以減少測試樣本上有過多的折
射液。
iii. 測試的翡翠樣本應輕輕地重新放置到半圓柱測臺
上。

1.4 儀器
需要如下儀器：

iv. 重複以上步驟，直至圓點只覆蓋三至四個刻度分
界線。

1. 折射儀：內部或外部刻有由1.40到1.80的折射率值
的全內反射折射儀。

1.7 結果表述

2. 折射液：折射液的折射率在1.79和1.81之間，其化
學成分為含硫和碳碘的亞甲基碘飽和溶液(或名為
二碘甲烷)。

數值可由下列其中一項觀察得出：

1.5 鑑定對象



折射率測定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抽
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50/50法 – 當樣本表面拋光良好時，數值結果最
準確。該讀數取自點狀影像半明半暗的分界位
置。
明暗法(閃動法) – 這是較次準確的讀數點測法。該
讀數取自從明到暗閃爍瞬間的位置點。
均值法(平均法) – 這是最不準確的點測法，通常是
由於拋光效果差，表面稍微不規則，或使用的折
射液過多。圓點在折射刻度的範圍內逐漸變亮。
該讀數取自最後一個完全黑暗的圓點和第一個完
全光亮的圓點的平均讀數。
翡翠的折射率：1.65 – 1.72 (±0.01)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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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8
翡翠比重的測定

1.1 範圍

3. 靜水法的配件：可以懸掛翡翠測試樣本的配件。

本標準描述翡翠比重的測定方法。

4. 水容器：用玻璃或塑膠製成的盛有足夠蒸餾水的
容器。

1.2 適用對象

1.5 鑑定對象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比重可用於翡翠的鑑定。

比重測定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
抽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1.3 定義

1.6 步驟

比重 (Specific Gravity)：同一體積的翡翠與水的質量
比值，同一體積的翡翠在測試中表示沒有任何維度單
位。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測試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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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 =

ma
m a − ml

其中

ma 是測試樣本在空氣中的重量（克拉）
ml 是測試樣本在水中的平均重量（克拉）

2. 樣本應使用電子秤稱重量。量度的重量應取0.01克
拉，並記錄為"在空氣中的重量, ma "。
3. 應在電子秤的秤盤附近裝置盛載足夠蒸餾水的靜
水法配件。
4. 隨後將樣本放在鋼絲籃中，並完全浸入水中。籃
子不得觸及容器的任何部分，必須防止氣泡在樣
本或籃子的表面形成。完全浸入的樣本應按0.01
克拉計重，其重量記錄為 "在水中的重量"。
5. 應重複步驟4三次，計算水中平均重量 ml 。

鑲嵌翡翠：單獨或群鑲翡翠首飾
註釋：
1.4 儀器

比重測定方法不適用於鑲嵌翡翠樣本。

需要如下儀器：

對於重量等於或超過 200克拉的樣本，所有記錄數值
均應使用1.4.2中定義的電子秤，精確度至小數點後第
一個位數。

1. 電子秤：克拉為單位元的電子秤，分辨度為0.001
克拉，精確度為 0.01克拉。
2. 電子秤 (對於重量等於或超過 200克拉 的物品)：
分辨度為 0.01克拉，精確度為 0.1克拉。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1.7 結果表述
樣本的比重應使用空氣中的重量 (ma) 和水中的平均重
量 (m1) 和以下程式計算出：

比重=

ma
m a − ml

翡翠的比重：3.25 – 3.50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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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9
翡翠的熒光測試

1.1 範圍

4. 翡翠測試樣本應盡可能靠近紫外輻射光源。

本標準描述翡翠樣本的熒光測試方法。

5. 打開長波紫外輻射光源，觀察和記錄熒光強度。

1.2 適用對象

6. 熒光強度若為中等或強烈，也應記錄所觀察到的
顏色。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7. 當熒光強度介乎於兩個比對石之間時，應將其歸
類為較弱的級別。

1.3 定義

8. 打開短波紫外輻射光源，重複步驟4至步驟7。

熒光：熒光是一般術語用來描述物質受較短波長和高
能量輻射所激發時，同步激發出的可見光現象。

1.7 結果表述
熒光強度應分為4級：

1.4 儀器
需要如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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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輻射燈：波長約在 365nm (長波) 和 254nm (短波)
的紫外輻射燈。

1.
2.
3.
4.

強烈
中等
輕微
無 / 隋性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1.5 鑑定對象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熒光測試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抽樣
代表的形式進行。

1.6 步驟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2. 翡翠的測試樣本應放在無反光黑色背景的黑盒子
中。
3. 鑑定師應等待幾秒鐘, 讓眼睛在觀察前適應黑盒子
的黑暗環境。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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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10
翡翠的查爾斯濾色鏡測試

1.1 範圍
本標準描述使用查爾斯濾色鏡測試翡翠樣本是否有染
色跡象的方法。

1.2 適用對象

4. 查爾斯濾色鏡應放置在鑑定師和測試的翡翠樣本
之間。
5. 如果通過查爾斯濾色鏡測試的翡翠樣本出現顏色
變化，應記錄在案。
6. 如果通過查爾斯濾色鏡觀察到樣本的顏色無變
化， 則應記錄為顏色不變。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查爾斯濾色鏡測試只能作為鑑定翡翠樣本是否天然或
染色的指標之一。

1.3 定義

註釋：
觀察到的任何顏色變化都可能受翡翠測試樣本大小、
形狀和透明度的影響，因為小的或不透明的樣本會顯
示出較弱的反應。

不適用

測試翡翠中是否含有一個以上的致色元素，結果也將
取決於這些元素的相對含量。

1.4 儀器

根據測試樣本包含的致色劑的種類和數量不同，測試
樣本的反應會有所不同。

需要如下儀器：
1. 查爾斯濾色鏡

1.7 結果表述

2. 強光源：鎢絲光或等效光源

不適用

1.5 鑑定對象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查爾斯濾色鏡測試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檢測，不允
許以抽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1.6 步驟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2. 翡翠樣本應放置在白色背景下， 用白色強光照
射。
3. 光的強度應根據翡翠測試樣本的色彩深度進行調
整。較深色的翡翠須用高強度光源照射。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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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11
翡翠的光譜測試

1.1 範圍
本標準描述使用分光鏡以測試翡翠樣本顏色是否天然
或被染色的方法。

3. 光源的強度應根據翡翠測試樣本的透明度和顏色
強度進行調整。對於淺色或透明的翡翠測試樣
本，應使用較低強度的光源，而對於深色或半透
明的翡翠測試樣本，則應使用較高強度的光源。

1.2 適用對象

4. 必要時應調整分光鏡的高度，將翡翠測試樣本的
位置定位在距離分光鏡 1至5cm 處。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5. 對於帶狹縫的分光鏡，應將狹縫完全關閉，然後
再打開，使其全光譜可見，將可消除灰塵造成干
擾的橫線。

1.3 定義
6. 滑動管應用於調節光譜的對焦。
不適用
7. 觀察翡翠測試樣本的不同位置的光譜，直至發現
最明顯的吸收。
1.4 儀器
8. 在工作表上畫出或描述所觀察到的光譜。
需要如下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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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範圍為 400nm-700nm 的衍射光柵分光鏡或棱鏡分
光鏡

反射法：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1.5 鑑定對象

2. 光源應照在測試樣本的表面成反射角度的位置。

光譜測試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抽樣
代表的形式進行。

3. 調整分光鏡的位置，使反射光線能進入分光鏡。

1.6 步驟

4. 對於帶狹縫的分光鏡，首先應將狹縫完全關閉，
然後再打開，使全光譜可見，將可消除了灰塵造
成的干擾的橫線。

透射法：

5. 滑動管應用於調節光譜的對焦。

1. 鑑定前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樣本。

6. 觀察翡翠測試樣本的不同位置的光譜，直至發現
最明顯的吸收。

2. 應固定好翡翠測試樣本的位置，使光束能夠通過
樣本和進入分光鏡。

7. 在工作表上畫出或描述所觀察到的光譜。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注意：
光譜的品質可能受到翡翠測試樣本琢型、形狀、尺寸
和透明度，使用的光源以及分光鏡縫隙中的灰塵或污
垢的影響。
注入樹脂及染綠色翡翠光譜
1.7 結果表述
以下的光譜顯示了天然綠色翡翠的吸收光譜、染綠色
翡翠、注入樹脂和染綠色翡翠的例子。
在可見光譜的藍區可以看到吸收帶。光譜的紅區觀察
到吸收線。光譜的綠至橙紅區可以看到吸收帶。

天然顏色的翡翠光譜

天然綠色翡翠光譜

染綠色翡翠光譜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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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12
翡翠的放大測試

1.1 範圍

1.5 鑑定對象

本標準描述翡翠放大測試的方法，即翡翠樣本的表面
特徵和內部特徵觀察。

放大測試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抽樣
代表的形式進行。

1.2 適用對象

1.6 步驟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1. 鑑定前應用無絨布仔細清潔樣本。
2. 翡翠樣本置於顯微鏡鏡頭下。

1.3 定義
3. 測試翡翠樣本應用側光源照明。
內部和外部特徵：
4. 應在低倍放大下從所有角度觀察測試翡翠樣本。
1.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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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結構

描述

5. 在高倍放大下尋找翡翠樣本的表面斷口及內部裂
紋、解理等痕跡。

極細粒

交織微粒狀和微
纖維狀結構

10倍的放大鏡和顯微鏡
下很難看見顆粒

6. 記錄翡翠樣本表面和內部特徵以作進一步分析。

細粒

交織粒狀和纖維
狀結構

肉眼很難看到顆粒，
10倍放大下可見顆粒

中粒

交織粒狀和纖維
狀結構

在樣本的大部分可用肉
眼看到顆粒

粗粒

交織粒狀結構

肉眼可以明顯看到顆粒

2. 表面：
- 鐵染
- 翠性
- 小坑洞
- 橙皮紋(橘皮效應)
- 微小裂紋
- 溝槽

1.4 儀器
需要如下儀器：
至少十倍放大的雙目顯微鏡。

1.7 結果表述
不適用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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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測試方法 13
翡翠的紅外光譜測試：注入樹脂的翡翠鑑定

1.1 範圍

1.6 步驟

本標準方法描述利用紅外線分光儀鑑別注入樹脂的翡
翠樣本。

測試樹脂注入
1. 測試前應空置樣本台，測試樣本應從樣本台移
走， 以保持光束清晰。

1.2 適用對象
適用於鑑定所收取的翡翠測試樣本。

2. 在沒有放置任何樣本的情況下，應首先測試光譜
儀顯示的背景光譜。

紅外光譜測試適合於翡翠的鑑定測試。

3. 鑑定前應用無絨布仔細清潔翡翠測試樣本後，才
放進紅外線分光儀。

1.3 定義

4. 對於相對較厚的翡翠、透明度較差的翡翠、鑲嵌
翡翠或者透射法無法使用的情況，可以使用紅外
反射法進行測試。翡翠測試樣本應使用傅立葉變
換紅外線光譜儀的探針進行反射法測試。

注入樹脂：通常稱為樹脂的碳氫鍵合的有機固體物
質， 以液體形式注入到寶石中，並固化在其內部，以
提高 寶石的透明度、淨度、顏色分佈和飽和度; 但是
寶石的光澤卻會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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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儀器

5. 對於相對很薄的翡翠測試樣本，紅外透射法和反
射法都可以使用。

需要如下儀器：

6. 將翡翠測試樣本放置在合適的位置，並調整好方
向後， 隨機選取至少三個點進行測試，然後收集
譜圖。

傅立葉變換紅外光譜儀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er, FTIR)

註釋：

1.5 鑑定對象

對於表面尺寸小於25mm的翡翠測試樣本，隨機測試
一點已足夠。

紅外光譜測試應對各單一翡翠樣本的測試，不允許以
抽樣代表的形式進行。

背景光譜用於消除儀器條件和環境狀況帶來的影響，
所以最終光譜中的波峰和波谷僅由樣本除以樣本的光
譜曲線。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1.7 結果計算和表述
注入樹脂測試
光譜分析：
透射法：
注入樹脂翡翠的證據指在 2850 cm-1 至 3100 cm-1 之間
一組強吸收譜峰， 明顯的強吸收峰出現在大約2869
cm-1, 2924 cm-1, 2962 cm-1, 3036 cm-1 和 3053 cm-1等位
置 (見圖A) 。
圖B: 典型注入樹脂翡翠的鏡面反射紅外光譜，顯示
5900 cm-1 和/或 4680 cm-1附近的紅外譜峰
只有在紅外光譜譜圖中未顯示注入樹脂的特徵紅外譜
峰，才可認定被測翡翠測試樣本未經注入樹脂處理。
注意：

圖A: 典型注入樹脂翡翠的紅外透射光譜

對於三個翡翠成員，即硬玉質翡翠、綠輝石質翡翠和
鈉鉻輝石質翡翠的鑑定，推薦一種可選的附加鑑定方
法，使用紅外光譜指紋區鏡面反射法技術，這是可行
的技術之一。在附錄3中有詳細說明。

鏡面反射法：

1.8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

注入樹脂翡翠的證據指在5900 cm-1 附近和/或4680 cm-1
附近，以大約5985 cm-1, 5918 cm-1 和/或4681 cm-1 和/或
4618 cm-1 等處有明顯的譜峰 (見圖 B) 。

鑑定報告/鑑定證書應包含以下資料：
a) 翡翠測試樣本形狀與琢型的描述，樣本尺寸和重
量
b) 顏色和透明度
c) 樣本的照片
d) 證書/報告編號
e) 鑑定方法
f) 鑑定日期
g) 簽發日期
h) 鑑定結果
i) 核准簽署人的姓名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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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彙編
Anisotropic 各向異性
Anomalous Extinction 異常消光
Bright 鮮
Dark 暗
Deep 深
Even 均勻
Fibrous (texture) 纖維狀 (結構)
Granular (texture) 粒狀 (結構)
Glistening 翠性
Groove 溝槽
Isotropic 各向同性
Iron-Staining 鐵染
Intense 濃
Light 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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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 Crack 微小裂紋
Mounted 鑲嵌
Opaque 不透明
“Orange Peel”橙皮紋
Pale 淡
Patches 塊狀
Polycrystalline 多晶質
Pit 小坑洞
Spots 點狀
Transparent 透明
Transparency 透明度
Translucent 半透明
Uneven 不均勻
Vein 脈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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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翡翠樣本鑑定步驟的流程圖解

收取的樣本

合約審查程序

進行測試1 ，記錄測
試樣本的形狀和琢型
進行測試2 和3 ，記錄
測試樣本的尺寸和重量
描述性結果

進行測試4 和測試5 ，記錄測試
樣本的透明度和顏色
進行測試12 ，記錄測試樣本的內
外部特徵（顯微鏡）和目測分析

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1. 翡翠形狀與琢型的鑑定
2. 翡翠尺寸的量度
3. 翡翠重量的量度
4. 翡翠透明度的鑑定
5. 翡翠顏色的鑑定
6. 翡翠的偏光儀測試
7. 翡翠折射率的測定
8. 翡翠比重的測定
9. 翡翠的熒光測試
10. 翡翠的查爾斯濾色鏡測試
11. 翡翠的光譜測試
12. 翡翠的放大測試
13. 翡翠的紅外光譜測試：注入樹脂翡翠的鑑定
附錄 3:
翡翠的三個成員的紅外光譜指紋區的鑑定特徵

對於透明和半透明樣本，進行
測試6 ，記錄待測樣本是各向同
性、各向異性或為多晶集合體

進行測試7 ，記錄測試樣本
的折射率
不是翡翠

鑑定測試樣本
是否為翡翠

對於裸石
進行測試8 ，記錄測試
樣本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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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測試9 ，記錄測試樣本的
熒光顏色和強度

進行測試10 、11 和13 ，記錄測試樣
本在查爾斯濾色鏡下觀察的顏色，
可見光吸收光譜和紅外光譜特徵

鑑定測試樣本為
天然翡翠或者
人工處理翡翠
是否
染色？

天然
翡翠
（A玉）

染色
翡翠
（C玉）

是否經過注入
樹脂？

是否
染色？

經化學處理及
注入樹脂翡翠
（B玉）

經化學處理注入
樹脂及染色翡翠
（B+C玉）

註釋：對於翡翠的三個成員的鑑定（硬玉質翡翠、綠輝石質翡翠和鈉鉻輝石質翡翠）
推薦使用紅外光譜指紋區鏡面反射法測試
進行附錄3 中的測試
記錄樣本的紅外光譜指紋區特徵

附錄 2
不同形狀及琢型測試樣本的尺寸量度方法指南

翡翠尺寸的量度

Shape & Cut
形狀及琢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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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English
Name
中文/英文名稱

Measurement
尺寸

Oval Shape Cabochon

Length x Width x Thickness

旦形(橢圓)卜面(弧面)

長度 x 闊度 x 厚度

Saddle Top

Length x Width x Thickness

馬鞍面

長度 x 闊度 x 厚度

Round Disc

The Longest Outer Diameter x
Thickness

圓扣

最長直徑 x 厚度

Marquise Shape
Cabochon
欖尖形卜面 (弧面)

Length x Width x Thickness
長度 x 闊度 x 厚度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翡翠尺寸的量度

Shape & Cut
形狀及琢型

Chinese/English
Name
中文/英文名稱

Rectangular Shape
Plaque
長方形平面塊

Round Bangle
圓手鐲

Measurements
尺寸

Length x Width x Thickness
長度 x 闊度 x 厚度

The Longest Outer Diameter x
The Longest Inner Diameter x
Width
最大外圈 x 最大內圈 x 闊度

Bead

The Longest Diameter

圓珠

最長直徑

Buddha

Length x Width x Thickness

佛公

長度 x 闊度 x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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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資料性補充)
三個翡翠成員（硬玉質翡翠、綠輝石質翡翠、鈉鉻輝石質翡翠）的紅外光譜指紋區特徵

1.1 定義
紅外光譜指紋區鑑定：在紅外區，所有的分子都有其
獨特的振動光譜，這就是所謂的“指紋”。用於鑑定
樣本分子結構的振動峰通常位於紅外光譜中1600 cm-1
以下。記錄400-1600 cm-1之間的紅外光譜是直接鑑定
翡翠成員的方法。

1.2 步驟
1. 翡翠測試樣本指紋區圖譜可用紅外光譜反射法來
鑑定，鑑定時應使用光譜儀的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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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超過一半的紅外光譜指紋測試點確定為某一個翡翠
成員時，應記錄這一總結性結果。
如果一個測試點顯示硬玉質翡翠而另外一個測試點顯
示為其他翡翠成員(可以是綠輝石或者鈉鉻輝石)，總
結性結果應記錄為翡翠(硬玉質翡翠和綠輝石質翡翠)
或者翡翠(硬玉質翡翠和鈉鉻輝石質翡翠)1，為了確定
各翡翠成員的存在，還需進一步測試樣本的其他位
置。
註釋：

2. 紅外光譜指紋區鑑定只有在確定被測樣本中礦物
集合體的均勻性後才能進行(是否平均)。 均勻性
可以通過折射率測試和顯微鏡檢查顏色分佈和紋
理的變化來確定。

1

3. 將樣本放置在合適的位置並調整好方向後，選擇
以下一種測試方法：

三個翡翠成員的紅外指紋區反射光譜

i

1. 硬玉質翡翠

ii

鑑定顏色、折射率和/或結構平均的測試樣本時，
隨機選擇兩個測試點就足夠。
鑑定顏色、折射率和/或結構不平均的測試樣本
時，至少要在主要的礦物組成區域選擇兩個測試
點，主要的礦物組成區域由折射率測試和顯微放
大觀察確定。

三個翡翠成員名稱沒有特定的順序

1.3 結果的計算和表述

硬玉質翡翠分子結構的振動峰位於400 cm -1 至1200
cm-1之間，大約在1168, 1082, 1050, 961, 850, 744, 665,
587,530, 474和432 cm-1 等位置，為硬玉質翡翠指紋區
鏡面反射紅外光譜的特徵振動峰 (見圖A) 。

當主要礦物組成區域的紅外光譜指紋鑑定結果為
某一個翡翠成員時，應記錄這一總結性結果。
iii 鑑定顏色、折射率和/或結構不平均，以及由兩種
性質相似的礦物組成的樣本時，應在不同的區域
選擇兩個測試點，區域的選取以折射率測試和顯
微放大觀察確定。
圖A: 典型的硬玉質翡翠指紋區鏡面反射紅外光譜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2. 綠輝石質翡翠

3. 鈉鉻輝石質翡翠

綠輝石質翡翠分子結構的振動峰位於400 cm -1至1200
cm -1之間，大約位於1102, 1064, 957, 887, 710, 648,
563,521,442和411 cm-1 等位置，為綠輝石質翡翠指紋
區鏡面反射紅外光譜的特徵振動峰 (見圖B) 。

鈉鉻輝石質翡翠分子結構的振動峰位於400 cm -1 至
1200 cm-1之間，大約位於1153, 1063, 1035, 926, 855,
737,651,579, 512和419 cm-1 等位置，為鈉鉻輝石質翡
翠指紋區鏡面反射紅外光譜的特徵振動峰 (見圖C) 。

圖 B: 典型綠輝石質翡翠指紋區鏡面反射紅外光譜

圖 C: 典型鈉鉻輝石質翡翠指紋區鏡面反射紅外光譜

39

重要聲明

cover page part 3

IMPORTANT NOTES

40
Refers to Fei Cui which
has been chemically
treated, resin
impregnated and dyed.

常稱作
A玉

C玉

經化學處理、注入樹
脂及染色的翡翠

經染色處理的翡翠

經化學處理及注入樹
脂的翡翠

定義
沒有經過化學處理的
天然翡翠

cover page part 2

註釋：以無色蠟拋光，而沒有破壞天然翡翠的本身結晶結
構，將不視為化學處理的一種。

經化學處理注入樹 B+C玉
脂及染色翡翠

染色翡翠

經化學處理及注入 B玉
樹脂翡翠

類型
天然翡翠

天然翡翠與經處理的翡翠類型

Notes: To polish natural Fei Cui with colourless wax, which
does not cause any damage to the crystalline structure of
the Fei Cui, shall not be classified as a chemical treatment.

Chemically
Type B+C
Treated, Resin
Impregnated and
Dyed Fei Cui

Known as Definition
Refers to natural Fei Cui which
Type A
has not been subjected to any
form of chemical treatment.
Chemically
Type B
Refers to Fei Cui which
Treated and Resin
has been chemically
Impregnated Fei
treated and resin
Cui
impregnated.
Dyed Fei Cui
Type C
Refers to Fei Cui which has been
treated with dye

Type
Natural Fei Cui

Natural Fei Cui & Treatment Types

翡翠鑑定證書樣本
;ŽǀĞƌWĂŐĞ>ĂǇŽƵƚͿ

cover page part 1

翡翠鑑定證書
FEI CUI TESTING
REPORT

LAB NAME & LOGO

附錄 4

翡翠鑑定證書樣本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侉侈揹⭂嫱㚠㧋㛔
(BACK PAGE LAYOUT)

亟亞挏⩘娇㖶
FEI CUI TESTING REPORT

Address
⛘⛨

Tel 暣娙:
Fax ⁛䛇:

嫱㚠嘇䡤 Report No.烉
㷔娎㖍㛇 Date of test 烉DD/MM/YYYY

㷔娎㧁㸾 Test Standard : HKSM/FCT-2016
㷔娎䳸㝄

Test Results

䯥䘤㖍㛇 Date of issue 烉DD/MM/YYYY

⼊ 灈 ⍲ 䏊 ✳ Shape & Cut

烉⚻ ⼊ ㇳ 揚 Round bangle

⯢ ⮠ (㮓 䰛) Dimensions (mm)

烉

慵 濌 ( 潳) Weight (Carat)

烉

德
柷

㖶

灏 Transparency
刚 Colour

烉⋲德㖶
烉澋刚

Translucent
Green

ῷ



₨ Polariscope

烉⣂㘞岒 Polycrystalline

㉀

⮬

澯 Refractive Index

烉1.66

㭼
慵 Specific Gravity
烉3.33
䲭⢾䶂嬄 Infrared Spectrum烉㰺㚱㧡傪 Do not show any indication of resin
impregnation

㷔娎䈑⑩㍷徘 :
侉侈䘬⭂佑—䓙ㆾᷣ天䓙ᶳ↿ảỽᶨ䧖䈑岒ㆾᶳ↿
䈑岒䘬ảỽ 䳬⎰㥳ㆸ䘬䰺䉨军举䵕䉨䘬⣂㘞普⎰
橼 —(a) 䠔䌱烊 (b) 䵈廅䞛烊 (c) 憱戣廅䞛ˤ

ἧ䓐䘬₨☐ Instruments used

Electronic Balance Ultra-violet Lamp
Polariscope
Chelsea Colour Filter

Spectroscope

Gemmological Microscope

Refractometer
Electronic Caliper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meter

䄺 Fluorescence
䳓⢾䶂攟㲊 UV-LW 烉㰺 㚱 ⍵ ㅱ Inert
䳓⢾䶂䞕㲊 UV-SW 烉㰺 㚱 ⍵ ㅱ Inert
濒 刚 掉 Chelsea Colour Filter 烉柷刚ᶵ嬲 Colour remains unchanged
⎗ 灘  嬄 Visible Spectrum 烉⣑䃞侉侈嬄 Natural Fei Cui spectrum
㓦⣏奨⮇ Magnification : ᷕ⹎柮䰺 Medium grain

䳸澏

Conclusion

烉⣑䃞侉侈 - A 䌱

烉 The test item is classified as NATURAL FEI CUI - TYPE A

Signatory
㟠Ⅾ䯥会Ṣ

⥻⎵
婴⏖⯝䟚搸嬰⸒(侉俇)

Name
CG(Fei Cui), FGAHK
⼑刚䄏䇯⎒栗䣢㷔娎ẞ䘬⼊灈
Colour photo shows the shape of test item only.

Form No.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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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寶石學協會《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項目的發展歷程及大事年表
November

2001

2002-2004

二零零一年香港珠寶科技會議 (項
目撥款機構：創新及科技基金)
2001 Hong Kong Gem-Related
Technology Conference

「透過為翡翠及鑽石建
立認可寶石認證及標識
制度，加強香港作為亞
洲寶石貿易及服務中心
的地位」 (項目撥款機
構：工業貿易署中小型
企業支援發展基金)

July

2003

2005-2008

建立寶石鑑定所認證系統及參考
手冊，包括：品質手冊(Quality
Manual)、運作程序(Operation
Procedures)、工作指示(Working
Instructions)

「通過建立符合國際標準ISO/
IEC 17025認可的寶石測試實驗
室、鑽石及翡翠鑑證師的認可系
統，把香港打造成“信任標誌品
牌”的國際翡翠鑽石珠寶貿易中
心」 (項目撥款機構：工業貿易
署中小型企業支援發展基金)

March

2011-2013

2013

「翡翠 - 香港檢測、
香港認證」: 翡翠標
準測試方法及認證最
新發展研討會

【開發一套綜合的翡翠標
準測試方法，進一步鞏固
“翡翠- 香港檢測·香港認
證“的品牌形象】(項目撥
款機構：香港檢測和認證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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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 中國地質大學（

September

March

2014

2015

2014年9月香港寶
石學協會研討會：
翡翠傳承-科學研
究和專業教育

June

2017

2017年6月《香港
翡翠標準測試方
法》和採用“天然
翡翠”為鑒定證書
結論新聞發佈會

2015年3月香港寶
石學協會研討會 :
珠寶估值與寶石標
準的根本基礎：誠
信丶原真性和消費
者信心
講者：國土資源部珠寶玉石首飾管理中
心北京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陸太進博士

講者：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珠寶學院盧靭教授丶香港寶石學協會司庫周家強
先生

March

2018

2018年3月
香港翡翠鑑定標準
及珠寶零售業服務
標準的最新發展研
討會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香港寶石學協會翡翠及
鑽石認證及標識制度計劃
參加此計劃的寶石鑑定所從翡翠及鑽石認證及
標識制度參考手冊，建立自己的運作程序和質
量管理系統。鑑定所的鑑證師需要通過ISO知
識的培訓課程及嚴格的審核，測試其對ISO/IEC
17025系統的了解及掌握，培訓課程的內容包
括：ISO制度的認知、內部審核、寶石鑑證所
認可制度ISO文件編寫、儀器校正及實習。

一套規範實驗室運作的標準系統，確保
每一張鑑定證書的每項測試過程、所使
用的儀器、負責測試的人員、寶石鑑定
所的環境及測試方法都符合國際標準要
求，每項產品測試的程序、使用的設備
的能力及精準度要求、環境控制的要求
標準化，統一校正及檢測儀器的標準物
料，統一測試證書所用的標準詞彙，確
保測試結果的質素。

2006
香港寶石學協會
推行寶石鑒鑑定
師專業持續進修
計劃和認可寶石
鑑定師(Certified
Gemmologist)的
每年更新登記的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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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珠寶學院袁心強教授

講者：國土資源部珠寶玉石首飾管理中心副主任/國家珠寶玉石質量監督檢驗中心主任柯捷女士

September

2016

2016年9月「翡翠
珠寶產業的檢測認
証、專業化和國際
化的商業實務」研
討會

March

2017

2017年3月《香港
翡翠標準測試方
法》新聞發佈會

講者：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珠寶學院院長 楊明星教授丶國際珠寶業聯盟(CIBJO)
主席Gaetano Cavalieri博士

講者：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理事長黃紹基先生丶九
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理事長 劉克斌先生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November - December

2019

香港寶石學協會《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的國際化最新發展：

2019年11月18日至20日 國際珠寶業聯盟大會 (CIBJO Congress) 在中東巴林舉行，大會主席Caetano Cavalieri博士安
排一個焦點會議討論怎樣建立翡翠的國際標準。廖尚宜博士和黃紹基先生(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理事長，
周大福珠寶集團董事總經理)代表香港寶石學協會作了詳細的報告，表達了香港珠寶及翡翠業界的聲音和訴求。
CIBJO主席及參與大會人仕對報告內容給予高度的評價與肯定，並接納香港寶石學協會的提案，考慮將 "Fei Cui"
(翡翠) 加入CIBJO Blue Books中。CIBJO Blue Books是一套廣泛為全球珠寶行業接受的寶石分級標準和術語的重要
刊物。這 是翡翠進入國際珠寶及寶石業界舞臺的里程碑。

CIBJO Congress 2019 conducts a Fei Cui special session,
looking to creat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trade in jade
products.

香港寶石學協會代表團的四位成員。
廖尚宜博士代表歐陽秋眉教授(香港寶石學協會榮譽主席)發言，報告翡翠命
名的緣起，提供了詳盡的解釋，及報告了最新研究和翡翠測試標準的發展及
其科學研究成果 。

44

廖尚宜博士，CIBJO主席Caetano Cavalieri博士
和黃紹基先生

黃紹基先生的發言以市場及消費者對翡翠珠寶的需求為視點，題為"珠寶市場的新動力--翡翠
珠寶如何配搭鑽石和彩色寶石" 。

2019年11月至12月香港寶石學協會向海關提供
量身定制的翡翠和鑽石基礎寶石學培訓課程。
GAHK provides a Tailor-made Basic Gemmology
Training Course of Fei Cui and Diamond to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的發展及ISO/IEC 17025認可翡翠鑑定所的
品質管理體制為珠寶零售業帶來的意義和價值

邵為忠博士，香港寶石學協會認證及標籤計劃理事
廖尚宜博士，香港寶石學協會秘書長
背景
2017年7月，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和九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推出與消委會合作制訂
的《珠寶零售業營商實務守則》，為業界訂定一套全面清晰的良好營商標準及運作的指引，希望提
升行業服務的水平之餘，也提升行業形象及加強公眾對香港珠寶零售業的信心。《珠寶零售業營
商實務守則》配合現今營商環境需要，涵蓋珠寶零售業營運的6大範疇，包括品質認證，並鼓勵承
諾採用《守則》的公司訂定處理消費者投訴的機制，以上的服務指引和措施和香港寶石學協會推行
的ISO/IEC 17025認可翡翠鑑定所的品質管理體制的目標方向和願景吻合。此文章以《香港翡翠標
準測試方法》的發展過程，來詳細解釋以技術為本的翡翠標準和認可翡翠鑑定所的證書怎樣在過去
十多年的發展歷程中，為珠寶零售業的品質認證範疇帶來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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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月7月，珠寶商會推出與消委會合作制訂的《珠寶零售業營商實務守則》。

緣起：《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的第一階段的發展歷程、里程碑和成果
由2002年到2011年，香港寶石學協會整合多方持分者之間的意見，理性協商，形成產學研的跨域
共識；引入ISO/IEC 17025鑑定所的品質管理體系的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內容，擴展了寶石鑑定師的
知識和技能的領域；開發了一套依據ISO/IEC 17025品質管理體系的實驗室運作的標準系統；促成
《香港海關商品說明條例》內的天然翡翠定義是引入《香港硬玉質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的內容及定
義為主要依據。

2006月，香港寶石學協會推行首個寶石鑑定師專業持續進修計劃和認
可寶石鑑定師(Certiﬁed Gemmologist)的每年更新登記的制度。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的第二階段的發展歷程、里程碑和成果
由2011年到2017年，香港寶石學協會提升了許多測試技術的考慮，包括翡翠標準樣本的搜集及研究
和紅外線指紋譜定性分析等，完整地配合香港海關執行《香港海關商品說明條例》的內容；《香港
翡翠標準測試方法》項目專家小組在國際寶石學及鑑定所會議上提出諮詢方案，經過交流意見及討
論，最後達至共識，《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符合國家標準的翡翠定義方向，並獲得國際專家的
認同及確認，邁向國際化。

2017年3月，香港寶石學協會出版的《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項目的專案工作小組成員和國際專家顧問和教授的名單。

47

2017年3月，香港寶石學協會感謝國家珠寶玉石品質監督檢驗中心(NGTC)柯捷主任多年來支持協會開發及編寫《香港翡翠標準測試
方法》，為翡翠證書所用的詞彙確立一套統一的內容格式及標準用字，以至建立制訂一套寶石鑑定所專用的ISO/IEC 17025品質管理
操作守則。

結語：
現今消費品產業的創新和持續發展，其背後需要依靠扎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石及協助產業的持分者應
用創新技術，以提升其整體性的競爭力。《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的發展過程結合產學研合作模
式，以三方合作為基本原則，以理性協商解決多方持分者的利益衝突，形成業界的跨域共識，發揮
機制治理，達到資源互補和合作共贏的效果，新機制體系有效運行。

此文章曾經刊登於九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2017-2019年度理監事就職典禮書刊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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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寶石學協會委託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珠寶學院執行翻譯《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
為中文版，翻譯工作由楊明星教授院長帶領。香港的校對小組成員為廖尚宜博士、
邵為忠博士、陳惠貞女士、徐建華先生和范肇錦先生。

特別感謝以下機構支持香港寶石學協會《香港翡翠標準測試方法》中文版本的翻譯和印刷費用：
香港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九龍珠石玉器金銀首飾業商會、香港珠寶玉石廠商會、
香港玉器商會、香港玉器批發零售商協會，以及香港檢測和認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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