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MA國際珠寶設計比賽 2018
主題：綻．放

大溪地交流及考察之旅
// 總值港幣$50,000 //

冠軍可獲得獎金

// 總值港幣$20,000 //

得獎作品將獲廣泛宣傳

於「香港國際珠寶廠商展覽會暨香港珠寶購物節2018」作公開展示

製作不少於4500份比賽特刊及月曆，於多個大型珠寶展中派發

刊登於香港珠寶快訊, 珠寶工商業指南 ,比賽網頁及JNA (Jewellery Media)雜誌

有機會於海外展出

2017精彩作品

大溪地珍珠特別大獎

定格
最佳工藝獎

陽光．大地

公開組I冠軍 - 羅金嬌小姐 
(必得利珠寶有限公司)

2017 得獎者分享

公司的設計團隊對設計都有很濃厚
興趣，經常交流心得，整個團隊都
很團結融洽，造就了很多新穎的設
計。此外，公司的領導對設計師亦
很支持和鼓勵，給我們很大的自由
度，令我們的設計更有生命力。

公開組II冠軍 - 樂珍小姐 
(大寶珠寶有限公司)

2017大溪地交流考察之旅分享

大溪地的自然美景加上藍綠色海水
漸變的色彩啟發了我很多創作靈感
。學習了大溪地珍珠的知識後, 讓
我更喜歡珍珠, 未來日子, 我將會融
入更多大溪地珍珠的元素在我的設
計內。

JMA国际珠宝设计比赛 2018

大溪地交流及考察之旅

// 总值港币$50,000 //

冠军可获得奖金

// 总值港币$20,000 //

得奖作品将获广泛宣传

于「香港国际珠宝厂商展览会暨香港珠宝购物节2018」作公开展示

制作不少于4500份比赛特刊及月历，于多个大型珠宝展中派发

刊登于香港珠宝快讯, 珠宝工商业指南 ,比赛网页及JNA (Jewellery Media)杂志

有机会于海外展出

2017精彩作品

大溪地珍珠特别大奖

定格
最佳工艺奖

阳光．大地

公开组I冠军 - 罗金娇小姐 
(必得利珠宝有限公司)

2017 得奖者分享

公司的设计团队对设计都有很浓厚
兴趣，经常交流心得，整个团队都
很团结融洽，造就了很多新颖的设
计。此外，公司的领导对设计师亦
很支持和鼓励，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度，令我们的设计更有生命力。

公开组II冠军 - 乐珍小姐 
(大宝珠宝有限公司)

2017大溪地交流考察之旅分享

大溪地的自然美景加上蓝绿色海水
渐变的色彩启发了我很多创作灵感
。学习了大溪地珍珠的知识后, 让
我更喜欢珍珠, 未来日子, 我将会融
入更多大溪地珍珠的元素在我的设
计内。

主题：绽．放 
「JMA國際珠寶設計比賽」現已接受報名　讓珠寶設計師向世界展示原創設計

“JMA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Opens for Entries 
Impress the World with Original Design

香港珠寶製造業廠商會(HKJMA)今年邁向30周年，多年來一直秉承宗旨，帶領香港珠寶業走向國際，並促進各地珠寶業的交流。HKJMA亦致
力推廣優質的珠寶設計，每年均會舉辦「JMA國際珠寶設計比賽」，讓原創珠寶設計在世界舞台上綻放魅力。

報名申請現已展開，歡迎全球珠寶設計師參加。

Hong Kong Jewelry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HKJMA) is celebrat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Over the years, HKJMA 
always strives to uplift Hong Kong jewelry’s global status and act as a bridge between global jewelry industries. HKJMA 
also exerts the brilliancy of jewelry design and brings excellent design to the global stage by organizing "JMA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every year. 

It is now open for application. All jewelry designers are welcomed to apply. Don't miss the exclusive platform to impress the 
world with magnificent jewelry design!

陽光・大地  Sun and Earth 
最佳工藝獎 Best Craftsmanship Award 

大溪地珍珠特別大獎
Tahitian Pearl Award

定格  Freeze

About “JMA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JMA International Design Competition” has been receiving 
continuous support from the jewelry industry for 18 years. This 
year’s theme is “Blossom”. Innovative and state-of-the-art 
design grants jewelry boundless vitality, which also symbolizes 
the blossoming of the jewelry industry. Fabulous cash and prizes 
will be given to winners while champions of 【Open Group I】and
【Open Group II】will be awarded “Tahiti Study Tour”. Winning 
pieces will be publicized in different channels, including jewelry 
fairs and various media.

關於「JMA國際珠寶設計比賽」

「JMA國際珠寶設計比賽」已舉辦超過18年，一直深受珠寶業界支持。今

年的比賽主題為「綻．放」－別具一格，大膽創新的珠寶設計，綻放亮麗

光彩，正好代表著珠寶業的無限活力。得獎者可獲豐富的獎金及獎品，【

公開組I】及【公開組II】冠軍更可獲「大溪地交流及考察之旅」，得獎作

品亦會被廣泛宣傳，包括於珠寶展及不同媒體曝光。

報名費用全免  NO admission fee 
截止日期  Deadline: 18/5/2018

查詢 Inquiry: 
Ms. Christy Lee 
               Tel: (852) 2122 5053 / Email: christylee@jewelry.org.hk   
Ms. Vivian Lai 
              Tel: (852) 2122 5058 / Email: vivianlai@jewelry.org.hk
www.jmadesigncompetition.org 

http://www.jmadesigncompetitio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