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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您的申請和註冊

入學要求

在填寫接續本頁後面之申請前，請先行閱讀以下說明和要求。如果申請人
未於該日曆年內完成註冊，所提交的入學信息將不被保留。

申請就讀GIA課程必須年滿18歲，具有中學畢業文憑或同等學歷。
以下所列為必備文件，GIA接受副本，但必要時可能要求提供原始文件。

如何申請與截止日期
此申請只適用於報讀香港分校之中文授課課程。如要報讀以英語授課
之課程，請填寫英文申請表格。 如欲申請GIA其他分校課程，請瀏覽
GIA.edu/admissions了解更多訊息。
GIA提供全年課程。學生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入學, 沒有申請截止日期。因
課堂規模有限，請儘早申請。我們建議，特別是需要申請簽證的海外學
生，應最少在開課前的2到3個月前申請入學。
在GIA收到你所需的所有文件，並且在你收到GIA的正式書面確認之前，
你的錄取將不被確認。 GIA將通知你的申請是被接受或拒絕。

如何提交申請書
如欲申請，你可親身，或通過郵遞、傳真或電郵向GIA提交申請表格、
付款和所需的文件: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16-18號新世界大廈2期3樓
電郵: giahongkong@gia.edu
傳真: +852 2334 0567

不歧視政策
GIA的政策是不會對任何已註冊入學或尋求入學的學生作出歧視或騷
擾，包括種族、膚色、國籍或種族、血統、宗教、教義、性別、年齡、殘
疾、醫療狀況、懷孕狀況、婚姻狀況、性取向、退伍軍人身份、性別認
同、社會地位、工會會員、政治面貌、外貌、愛滋病病毒感染狀況，或其
他可適用的法律、命令和法規所保障的任何其他類別為基礎。這項關
於不歧視政策適用於被錄取、入學、獎學金、貸款計劃、就業，以及參
與所有GIA所辦的課程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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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文件 - 適用於所有申請人
❏ 填寫完整的報名表。 (p.2-7)
❏ 有效的香港身分證或護照副本，其上要標明申請人的全名、出生日
期、國籍及出生地點。
❏ 註明畢業日期的中學或以上學歷畢業文憑副本或正式的成績單。
如果您的法定姓名已更改，而你的所需文件是顯示更改前的姓名，請提
交合法的姓名更改文件，如結婚證書。

海外申請人的額外要求
除了所有申請人所需的文件外，海外申請人報讀全日制校園課程必須提
交補充表格並需要取得適當的簽證方可入讀。
學生就讀全日制的研究寶石學家文憑課程；鑽石文憑課程或有色寶石文
憑課程，均需要出示有效的學生簽證，其上註明GIA Hong Kong。申請人
如持有其他簽證，例如訪客簽證或工作簽證，均不可修讀GIA香港分校之
全日制課程。有關詳情，請參閱香港入境處網站: immd.gov.hk/eng
根據香港入境條例，學生必須有在港保證人，方可申請學生簽證。 GIA
香港分校並不為學生作在港保證人。 學生需要自行負責學生簽證
之申請。學生簽證不適用於某些國家，詳情請參閱香港入境處網站:
immd.gov.hk/eng/services/visas/study.html
當GIA收到所有必要的入學文件後，你將收到一封取錄通知書以作申請簽
證之用。 如果你的簽證申請不成功，收到的款項將全額退還。GIA香港分
校對學生簽證申請流程可能產生的任何問題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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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必須完成並提交
日期 (日/月/年)
請填妥第2-7頁並使用黑色或藍色墨水清晰打印
是否曾報讀GIA課程? ❏ 否 ❏ 是，學生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欄位均需填寫
特別支援服務?

學生資料
法定英文姓名

此姓名將顯示在你的GIA證書上

名 (英文) 				

其他名字 (英文)				

❏是 ❏否

如有需要，您可要求合理的支援服務，以配合閣下學習的需要。GIA將協助
學員解決相關學習障礙。學生必須在每一個課程中完成與課程有關特定
的身體和智力行為的作業。根據閣下的要求，GIA 歡迎與您商討有關事宜，
以幫忙閣下評估學習的可行性及為閣下的報讀申請作出決定。有需要申
請特殊幫助的學生必須在不少於30天內以書面形式向GIA入學部門申請相
關學習幫助。有關文件必須有合資格的專業人士作出相關的評估和診斷。
請與本學院總監預約以商討有關事宜。
您曾否就重刑罪認罪或被定罪? ❏ 是 ❏ 否

姓氏 (英文)				

如果「是」的話，請將解釋信函和文件與入學申請一併提交。您的入學申
請將會由招生委員會進行審查。有關要求的完整列表可到HongKong.GIA.edu
參考最新版本的GIA教育概覽。

香港身份證/護照號碼				
性別: ❏ 男 ❏ 女
出生日期 (日/月/年)

電郵地址

教育背景

適用於所有分校之間的通訊				

中學或相等學歷之畢業日期：
(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動電話

(國家地區代碼)

(電話號碼)

教育程度:
❏ 中學 ❏ 中學或相等學歷 ❏ 職業/商科學校
❏ 學院或其他大專教育 ❏ 學院/大學

住宅電話

(國家地區代碼)

(電話號碼)

最高學歷：
❏ 副學士 ❏ 文學士 ❏ 理學士 ❏ 碩士 ❏ 博士

商用電話

(國家地區代碼)

(電話號碼)

首選聯絡電話號碼:
❏ 流動電話 ❏ 住宅電話 ❏ 商用電話

居留及簽證狀態
現時定居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永久地址：(只限英文地址)

你是香港公民嗎？ ❏ 是 ❏ 否
如否：

地址		

國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
郵編		

國家

❏是 ❏否

您目前在香港是否持有非移民簽證？

❏ 是 ❏ 否 ❏ 不適用
如是，性質：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只限英文地址)

與永久地址相同？ ❏ 是 ❏否
如否，請填寫有關資料
地址

郵編 		

國家

* 定居地意指通常居住的國家。 如果有要求，您應該能夠提供定居國家的居留證明
（例如，政府簽發的身份證，居留證，水電費單或GIA自行決定的其他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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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必須完成並提交

姓名

學生編號

請選擇報讀課程和科目

付款方式

請參閱在HongKong.GIA.edu2020課程時間表的開課日期。顯示的數額為
港幣。在香港分校課程、科目和課堂的總收費，有效期由2020年1月1日至
12月31日，並可能有所變動。

總費用必需在開課日或之前的30天內繳
付。必需以港幣支付款項。請選擇
以下付款方式。

全日制- 珠寶工藝製作 (中文授課)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日/月/年

總費用*

❑ JMA 370

珠寶設計

   /    /2020

38,500

❏ 以電匯支付: 了解詳情請聯絡我們 +852 3521 5500 或 giahongkong@gia.edu
學生需要承擔所有電匯收取的費用。
❏ 以支票: 我們接受所有香港銀行發出的支票或本票。抬頭請寫
GIA Hong Kong Ltd

兼讀課程- 寶石學 (中文授課)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日/月/年

總費用*

❑ GEM 2200

鑽石文憑

   /    /2020

46,500

❑ GEM 2300

有色寶石文憑

   /    /2020

89,000

❏ 現金: 現金：只限到校親自付款；不接納郵寄現金。

第三方支付信息
除了您自己以外的其他人是否支付了學費和費用的任何部分？

實習班- 寶石學 (中文授課)
課程編號

課程名稱

開課日期
日/月/年

總費用*

❑ GEM 230L

鑽石分級實習班

   /    /2020

14,000

❑ GEM 240L

寶石鑑定實習班

   /    /2020

14,000

❑ GEM 220L

有色寶石分級實習班

   /    /2020

9,500

❑ GEM 149L

珍珠分級實習班

   /    /2020

3,000

遙距課程 (中文授課)
科目編號

科目名稱

開課日期
日/月/年

❑ GEM 120

有色寶石入門

   /    /2020

3,000

❑ GEM 130

鑽石入門

   /    /2020

3,000

❑ GEM 110

珠寶入門

   /    /2020

3,000

❑ GEM 230

鑽石與鑽石分級

   /    /2020

15,000

❑ GEM 220

有色寶石

   /    /2020

16,500

❑ GEM 240

寶石鑑定**

   /    /2020

17,500

❑ GEM 149

珍珠

   /    /2020

6,000

*

❏ 直接存款：請直接存款到GIA在滙豐銀行的銀行賬戶。
賬戶名稱：GIA Hong Kong Ltd.
賬戶號碼：848-125837-292(港幣)

總費用*

總費用包括學費、課本和教材; 請參閱HongKong.GIA.edu內香港分校之教育

		目錄以取得費用明細清單

❏是 ❏否
如是，請提供付款人的全名及定居地

付款人全名（個人）或法定商業名稱的全名（商務）

定居地

定居地是指個人通常居住的國家。對於企業而言，定居地是指其註冊、成
立、其總部或其主要營業地點的國家或地區。對於將來要繳付的費用，如
果是您本人以外的其他人(第三方)支付相關的學費和任何部分的費用，
您將需要在付款時提供其全名和定居地。

申請人簽名-必填
我已閱讀並理解所有入學要求，並在此證明本申請表所提供的資料是正
確和完整的。我確實已完成中學教育的最低學歷要求，若有需要，可以提
供證明文件作為審核。我理解偽造申請書和/或支持的文件，將是GIA立即
拒絕申請和/或退學的理由。我的註冊必須在我閱讀並簽署註冊合約後方
才完成。
我確認我已經在HongKong.GIA.edu的最新版GIA香港教育目錄中閱讀了教
室化學物品使用之學生通知，並了解我可能會GIA教室中接觸到化學物
品。如果我懷孕、特別的身體狀況或有過敏，應該聯繫我的醫生尋求指導。

** 要完成本科目，您必須能夠使用教材中不包括的寶石鑑定儀器。您可以在

store.GIA.edu或透過GIA香港分校購買，儀器用具預算總費用為2,500美元(不包
		括運費，手續費和稅項)。另外，您也可以到設備齊全的GIA 學生工作		
		室完成實習訓練作業。請在HongKong.GIA.edu內的最新版GIA教育目		
		錄中查找所需設備的清單，或透過GIAhongkong@gia.edu與我們聯絡。

姓名

簽署		

日期

由本學院填寫
Course Enro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rs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pt No. 				 Reciept Date 			
Course Enro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rs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pt No. 				 Reciept Date 			
Course Enro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rs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pt No. 				 Reciept Date 			
Course Enrol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urs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pt No. 				 Reciept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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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並完成第7頁

學生私隱聲明
最後更新日期：2019年12月20日
介紹
GIA很重視您的個人資料的私隱。本學生私隱聲明(「本聲明」)旨在說明
在涉及您以教育服務申請人、學生及校友身份與GIA建立的關係的情況下，
有關GIA收集、使用和處理您的個人資料的政策和實務。
如果您以教育服務申請人、學生或校友以外的身份使用GIA網站，您對該
等其他GIA網站的使用及您透過該等其他GIA網站向我們提交的任何資料，
將會受所刊載的GIA網站私隱聲明管限。
私隱辦公室及資料控制者
如果您對本聲明或我們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問題或關注，請與
GIA的私隱辦公室聯絡，地址為：
Privacy Office
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Inc.
The Robert Mouawad Campus
5345 Armada Drive
Carlsbad, California 92008 USA
電郵地址：privacy@gia.edu的：提供經濟援助和賬戶管理
擔任您就讀教育機構的實體，即屬您的個人資料的資料控制者。有關資
料控制者的完整名單，請瀏覽https://gia.secure.force.com/agreements/
affiliatedEntities。
詮釋及譯本
本聲明以英文制定、起草及擬備。為方便起見，英文版本其後被翻譯成不
同語文。本聲明的英文版本與本聲明翻譯成任何其他語文的任何譯本如
有任何歧異，除非法律另行禁止，否則應以英文版本為準。
個人資料收集、使用和處理
在涉及您與GIA的關係的情況下，GIA從下列來源(不論是在網上、用專人
或透過其他方式)收集關於您的個人資料：直接向您；向我們的附屬機構，
包括我們的子機構及分支機構辦事處；向服務提供者；向校友會分會；以
及在您瀏覽GIA網站時自動收集。
我們將您的個人資料用於以下進一步詳述的目的，包括便利您體驗GIA，
以及為您提供教育服務和相關產品。我們會與GIA附屬機構及本聲明內提
及的與其他人士共享您的個人資料。
提供您的個人資料是自願性的。但請注意，如果沒有您的個人資料，我們
可能無法為您提供您所要求的教育服務和相關產品。

•
•

核實/背景調查服務(我們向背景調查服務提供者收集個人資料，以核
實您的身份及可信性以及信用可靠程度)
其他資料(緊急聯絡資料，特別支援、核實身份的額外資料)

我們使用個人資料的目的
GIA可能為以下目的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 有助於質量保證、培訓、回應查詢及提供客戶服務
• 檢視並處理申請
• 為您提供教育課堂、課程和相關服務
• 發送刊物和訂閱品
• 將您的個人資料與我們從第三方獲得的其他資料結合
• 協助我們(包括在非GIA網站或透過其他渠道)宣傳我們的服務
• 確保符合適用法律，包括與執法機關及服務提供者共享您的資料
• 監督我們現有政策和程序的遵守情況
• 對有關非法活動、涉嫌欺詐、牽涉潛在對任何人士的安全構
成威脅，或違反我們的使用條款或本聲明的情況進行我們相
信為適當的調查、預防或採取行動
• 回應正式或非正式的政府要求
• 確保GIA場地和程序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 有助於我們了解您的需求和興趣
• 有助於我們了解及改善我們的產品和服務
• 直接促銷，例如在適用法律准許的情況下，按照我們的選擇接
收/選擇不接收措施，向您發送消息和期刊、特別優惠和推廣活
動，或通知您有關我們認為您可能感興趣的產品或訊息。我們可
能透過郵寄郵件、電子郵件、短訊(只限於在某些市場提供)或其
他可供使用的渠道發送此等通訊。
• 幫助我們決定要向您發送的廣告及其在網站上的位置，以及我們的
宣傳服務點
• 提供GIA校友會的資訊、產品和服務
根據您與我們的互動情況，在適用時，我們會在以下情況使用和共享您
的個人資料：

招生
目的：招聘和審核入學申請。
在招生過程期間所收集的個人資料可能與GIA附屬機構以及律政或監管
人員共享，以確保符合適用法律及規例，並用於學術評估、計劃、經濟援
助處理和學生賬單結算、獎學金授予、簽證處理和註冊報告/核實。

我們收集個人資料的種類
在涉及您與我們的關係的情況下，GIA會在適用法律准許
下，收集以下類別的的個人資料：
•

一般聯絡資料(稱謂、姓名、居住地址、通訊地址、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出生日期、居民身份)
• 商業資料(公司名稱、營業名稱(「DBA」)、地址、電話號碼、商業電
郵地址、網址、 負責人 及公司高級人員)（注意：商業信息僅在識
別個人的範圍內被視為個人數據)

•

政府識別代號(駕駛執照號碼、護照號碼、政府簽發帶有照片之身份
證明、稅務識別碼號、商業牌照號碼、商業牌照文件、附有代碼的貨
物及服務課稅識別號碼GSTIN(只限於印度)、選民登記卡、永久性居
民外國人卡、國民身份證、車牌號碼〔如適用〕)（注意：商業信息僅在
識別個人的範圍內被視為個人數據)

•

財務資料(賬單資料、付款資料、銀行賬號、銀行機構、支付卡資料、
第三方付款人資料、為確定學生經濟援助資格所需的財務和退伍軍
人資料)
• 申請資料(出生日期、居民身份及簽證狀態、種族(只限於美國公民及
美國永久居民)、犯罪紀錄(在校就讀課程及實驗室(如適用))
• 教育/培訓(有關您註冊之詳細資料，如學習範疇、註冊日期、學位、文
憑、頒發的證書、授予日期、獲得的學術榮譽和獎項)
• 圖像和錄音(通話錄音、電子視頻和音頻監控、影片、照片)

2020 Application and Registration (中文授課)

校監辦公室
目的：代表GIA支持在校學生和畢業生的學術活動和記錄。
校監辦公室收集的個人資料可能會與相關的GIA部門(例如學術部門、諮
詢部門、招生部門、經濟援助部門等)共享，以及根據法律或法規的要求
與其他第三方共享。

學生經濟援助服務
目的：提供經濟援助和您的賬戶管理
學生經濟援助服務部收集個人資料，用以處理付款、退款、信貸/存款，
並且可能與非附屬收債公司共享。
有助管理獎學金的取錄和完整取錄的標準
有助美國教育部監督聯邦經濟援助計劃資格的授予和確定

就業服務
目的：為學生和校友提供網上查閱僱主、職位發佈、活動、資源，以及保
持高效率的職位任命和參與活動，並遵守聯邦或州的報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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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私隱聲明(續)
GIA校友會
目的：提供您要求的GIA校友會信息，產品和服務，並與您的全球校
友網絡建立聯繫。
當你成功完成GIA全日制或遙距課程，你將自動成為GIA校友會的成員。你
還將會收到與GIA校友相關的通訊、電子刊物、並可以連接全球GIA的
校友網絡。本地的GIA校友會可能由第三方營運，他們擁有自己的私隱
政策，這是GIA沒有參與其中的。在某些情況下，你可能被要求同意接收
與校友有關的營銷信息， 這些信息你是可以自由選擇撤銷的。通過校
友和捐助者關係管理獎學金和獎勵

安全
目的：確保GIA其場地的安全性和完整性，並確保我們的員工、客戶、學生、
訪客和其他人的安全，以備緊急情況之需。

視頻和音頻監控
目的：確保GIA其場地和程序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GIA在公眾和工作場所均使用視頻和音頻監控。在有使用視頻和音頻監
控的所有區域均會顯示適當的標誌。

電話通話錄音
目的：作為質量保證、培訓、回應查詢及提供客戶服務之用。
GIA或會記錄撥入及撥出電話內容。在適用法律准許的情況下，開始前
會有一段已錄製的語音，告知致電者即將開始錄音，若致電者同意，即
可繼續通話。我們收集的資料種類包括但不限於：您的姓名及在電話通
話期間您所提供的其他個人資料。

務的資訊將會被傳送予Google，並儲存於Google在美國的伺服器。如果您
透過不同的裝置登入GIA學生網站，Google或會將您的裝置相互關聯。
Google已就Google Analytics JavaScript (ga.js,analytics.js,dc.js)開發了
Google Analytics不透露資訊瀏覽器外掛程式。您可透過下載並安裝此
瀏覽器插件(https://tools.google.com/dlpage/gaoptout?hl=en-GB)以阻
止Google收集及使用其所收集的資料數據(按在其政策中所界定)。有關
Google Analytics cookies的更多資訊，請參閱「Google用戶中心」(Google
Help)頁面(https://support.google.com/analytics/answer/6004245)及私隱
政策(https://www.google.com/intl/en/policies/privacy/)。
不要追蹤：我們的系統目前無法識別瀏覽器「不要追蹤」的要求。但您可
按照我們的Cookie政策中的說明禁用某些追蹤。
選擇接收或不接收電郵及短訊促銷通訊
在某些情況下，當我們取得您的合約資料時，我們可能會透過直銷函件、
電郵或短訊(只限於在選定市場提供)或其他可供使用的渠道向您發送GIA
及GIA附屬機構的促銷通訊，涉及GIA的各種產品、服務、期刊或一般更新
消息。如果您不欲再收到我們的促銷及推廣通訊，您可選擇不接收該等
通訊，請發電郵予我們的私隱辦公室，或按下列方式選擇不接收：適用於
電郵：點擊「取消訂閱」選項；適用於短訊：發送「停止」訊息以回應所接
獲的訊息。如果您選擇不接收我們的促銷通訊，請注意，為了與您持續保
持與我們的關係及客戶服務相關理由，我們仍會繼續聯絡您。
保留個人資料
一般而言，我們保留個人資料的時間是不會超過所需或收集目的所適
合的時限，除非因為我們的法律義務，或業界慣例，或須對某法律申索
作出抗辯，或為符合法律、會計、監管或申報規定而需保留較長或較
短期間，並與適用法律規定一致。
個人資料的安全性

未滿成年歲數人士
如果在您所在國家/地區，您未滿成年歲數(「未成年人士」)，請勿試圖向
我們發送有關您的任何資料。若我們得知在未經父母同意的核實下，我
們不慎收集了來自未成年人士的個人資料，我們將從速刪除該等資料。

我們採用技術性、實體性和組織性的合理措施來保護您的個人資料，這
些措施的設計旨在防止未經授權或非法使用、改動、未經授權的存取或
發佈、意外或非法破壞以及遺失。
我們採取措施將您個人資料存取得的權限僅限於本聲明中提及需要使用
此資料的人員。

自動收集的資料
GIA所控制的學生網站(「GIA學生網站」)會自動收集某些資料並將其存儲
在記錄檔案中。該資料包括互聯網規約(「IP」)地址、您的電腦或設備進入
互聯網時所在的地區或大致位置、瀏覽器類型、操作系統和有關您使用
GIA學生網站的其他使用訊息。我們利用此資料來幫助我們設計我們的
服務以更切合我們用戶的需要。我們亦可能利用您的IP地址以協助診斷
我們的伺服器問題並管理GIA學生網站、分析趨勢，追蹤訪客動向，並收
集有助於我們識別訪客偏好的廣泛人口統計資料。

關於我們使用Cookies的資訊
GIA學生網站使用cookies來區分您與此等網站的其他用戶。這有助於當我
們在您到訪GIA學生網站時為您提供良好的體驗，並容許我們改進此等網
站。我們在https://www.gia.edu/cookie-policy的Cookie政策為您提供我們使
用的cookies和類似技術的資訊，以及我們的使用目的。
關於我們使用其他技術(網絡信標、像素標籤和其他技術)的資料：Clear
GIFs是具有唯一識別碼的微小圖形，功能類似cookies。Clear GIFs是在網頁
上隱藏的小塊代碼，不會存儲在您的硬碟上，通常與cookies結合使用。我
們可能會使用clear GIFs來聯繫GIA學生網站來其中包括追蹤用戶的活動、
幫助我們管理內容和編制有關使用此等網站的統計資料。我們和我們的服
務供應商也會使用發給您的HTML電子郵件中的網絡信標來幫助我們追蹤
電子郵件回覆率、評估我們促銷活動的成功率、確定我們的電子郵件何時
被查看，並追蹤我們的電子郵件是否被轉發。
分析：與我們合作的服務供應商(包括Google Analytics和Flurry)會進行分
析，以幫助我們追蹤和了解訪客如何使用GIA學生網站。如果您不想參與
Flurry進行的分析，請按照在http://www.flurry.com上提供的指示選擇退
出。Google Analytics是由Google提供的網絡分析服務，使用cookies來幫
助我們分析用戶如何使用GIA學生網站。由cookies所產生，關於您使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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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轉移和儲存個人資料
我們為下列目的而與其他GIA附屬機構分享及共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有關我們共同使用的個人資料種類，請參閱「我們收集的個人資料種
類」): 協助我們履行您所要求的服務；發出賬單及收取款項；託管您的
資料；協助我們進行我們的促銷活動；協助我們履行我們的符合法規
義務；保障我們的權利及財產和他人的權利及財產；以及在本聲明內
所列出的及適用法律所准許的任何其他目的。資料控制者將會就與其
他GIA附屬機構共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負上責任。我們將會援引以標
準合約條款為基礎的協議或其他在法律上有效的機制，將您的個人資
料有效地轉移至歐洲經濟區境外。
在法律准許的範圍內，我們會與可能由第三方營運的當地GIA校友會分會
共享您的個人資料。
我們亦會與向GIA或其附屬機構提供產品和服務的非附屬銷售商和供應
商共享您的個人資料(例如：付款處理、營銷電子郵件傳送、網站寄存、快
遞)。此等機構不會為其本身的目的(包括促銷目的)使用您的資料，反
之，它們會按GIA的指示行事。作為我們與第三方服務供應商共享資料
的例子，我們或會將某些資料(例如您的電郵地址)披露予非附屬方，例
如Facebook (更多資訊關於Facebook自訂廣告受眾，請瀏覽https://www.
facebook.com/about/privacy/ 或可參閱上文)的更多資訊，亦可參閱上文)
，以便我們能更好地將廣告及內容定位到以您及對此等非附屬方平台或網
絡有類似興趣的其他人士(「自訂廣告受眾」)為目標對象。我們亦可能與
廣告網絡及促銷平台合作，使我們及其他參與者能夠將廣告定位到以我
們及他人所提交的自訂廣告受眾為目標對象。日後您若選擇不被納入為
我們的自訂廣告受眾，請向我們發送電郵(地址：privacy@gia.edu)。
當涉及以下情況時，我們亦可能會向另一個相關實體披露您的個人資
料，包括在下列事件的談判過程中：在收購或合併、商業單位或資產的轉
移、破產申請、或涉及任何其他類似的商業轉移。當我們認為有必要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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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私隱聲明(續)
法活動、涉嫌欺詐、涉及對任何人安全的潛在威脅或違反本聲明的情況
而進行調查、預防或採取行動時，我們也可能會披露您的個人資料。GIA
也可以在其他方如法律和監管機構以及執法部門等要求和/或在我們認
為適當的情況下向他們提供您的個人資料。在將個人資料轉移給GIA附
屬機構和非附屬機構(可能將您所在國所收集的個人資料轉移到海外，並
且可能無法對您的資料作出同一水平級別的保護)時，我們已與您的資料
接收者簽訂了法律上必要的合約。
對本聲明的更新 隨着法律變更，以及我們在組織、產品及服務上的轉
變，GIA可能不時修訂本聲明。有關修訂將自經修訂聲明所載的刊發日期
起生效，並取代先前關於我們的私隱實務慣例的所有聲明。
除在本網站內刊載經修訂聲明外，除非適用法律禁止，否則我們保留權利，
在無須通知您的情況下，隨時基於任何理由修訂本聲明。
根據《家庭教育權利及私隱法「FERPA」》的權利通知
《家庭教育權利及私隱法「FERPA」》賦予合資格的學生(「學生」或「您」)
有關其教育紀錄的某些權利。(根據FERPA，「合資格的學生」是指18歲或
以上的學生或者任何年齡就讀專上學院的學生。)有關GIA的FERPA政策
可瀏覽https://www.gia.edu/UK-EN/ferpa
加州居民的權利
根據《加州民法》第1798.83條，加州居民有權要求與該加州居民有既定
業務關係的企業，就該企業分享給第三方用作其直接促銷的個人資料類
別提供某些資料，以及提供接受該企業於緊接作出要求之前的公曆年分
享上述資料的第三方的身份。如欲查看GIA根據《加州民法》第1798.83條
所提供的資料的副本，請以本聲明所提及的其中一個聯絡方法聯絡GIA。

在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所依據的法律基礎
若歐盟資料保障法律適用，以及根據其他適用資料保障法律在適用情況
下，我們會根據下列法律基礎處理您的個人資料：
•

我們與您的合約。我們有必要進行處理，以履行我們在與您的合
約下的責任，或者以執行在與您訂立合約之前您所要求的措施(例
如：核實您向我們所提供的資料)。
• 我們的合法利益。我們有必要進行處理以追尋我們的合法利益，包括
保障我們服務的安全性；保障您或他人的健康及安全；確立、保障及
維護我們的合法權利及利益；防止欺詐行為及核實客戶的身份及授權；
了解及分析使用趨勢；以及改善我們的產品及服務。
• 遵循法律規定。我們須要進行處理，以遵循適用法律規定(舉例
而言，就稅務申報目的而維持您的付款交易記錄)：例如，回應
監管機構、法院及執法機關的傳召出庭令、法院命令及其他合法
要求，或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要求。
• 您的同意。當我們取得您的明示同意(按適用法律所界定)時。
私隠問題和投訴
請注意，根據適用法律，某些個人資料可被豁免遵守上述要求，且
根據適用法律，某些權利僅可在某些司法管轄區內行使。如果您
對本聲明或我們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問題或疑慮，請隨時聯絡
GIA的私隱辦公室，或我們的申訴主任(如果您身處印度)。在您當地
的司法管轄區，若您認為我們在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違反適用法
律，您也有權向監管機構提出投訴。

有關歐洲聯盟(「歐盟」)居民或根據您所屬司法管轄區的法律適用及規定
的額外資訊
在GDPR或授予資料當事人特定權利的其他法律適用於您的範圍內，針對
我們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您享有以下權利：
•

存取、更正和刪除您的個人資料的權利：GIA會採用合理的措施以確
保所有個人資料的正確性。您亦有責任保證向GIA通知個人情況的變
化(例如地址、銀行賬戶的變更等)，以便我們確保您的個人資料是最
新的。
您有權要求存取GIA持有您的任何個人資料，並要求更正任何與您相
關的不正確的資料。您此外還有權要求刪除我們持有您的個人資料。

•

撤銷同意的權利：如果您的個人資料是在您同意下處理的，在撤銷
前而不影響基於同意的合法程序下，您有權隨時發送電子郵件至私
隱辦公室說明要求撤銷您的同意。
資料可攜權：若我們在同意的基礎上或因履行合約而使用您的個人
資料，且個人資料以自動化方式處理，您有權要求以具結構性、通用、
可供機器讀取的格式接收您向GIA提供的所有此類個人資料，並且要
求我們以技術上可行的方式將其傳送給另一位資料控制者。
限制個人資料使用的權利：您有權在以下情況限制我們使用您的個人
資料：(i) 您對個人資料的正確性有質疑；(ii) 非法被使用但您不希望
我們刪除個人資料；(iii) 我們不再需要為相關目的使用個人資料，但
您仍需要它用作確立、行使或維謢法律申索；或 (iv) 您反對在核實
GIA是否確實具有力的利益繼續使用有關個人資料的期間，以我們的
合法利益為理據而使用個人資料。
反對以合法利益為理據進行處理的權利：在我們以合法利益為依
據而處理資料的情況下，則您有權反對進行上述處理，而除非我
們能展示有力的合法理據進行處理，足以凌駕您的利益、權利及自
由，又或是我們有需要處理資料以確立、行使或維護法律申索，否則
我們必須停止進行上述處理。一般而言，若我們依據合法利益作為
基礎進行處理，我們相信我們能展示該等有力的合法理據，但我們
將會以個人為基礎考慮每種情況。
提出投訴：如果您認為收集和使用您的個人資料違反本聲明或適用
的法律，您也有權向監管機構(尤其是在您居住的國家或地區的監管
機構)提出投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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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頁面必須完成並提交

學生私隱聲明(續)
學生確認
適用於在美國及歐洲的人士：
❑ 我確認已收到並閱讀了學生私隱聲明。

適用於在美國及歐洲境外的人士：
我已收到學生私隱聲明，以及我同意GIA收集、使用、保留、轉移、分享、存儲及披露我的個人資料，以及我對本聲明中所述的我的個人資料存取權及其他權利(在適用的範圍內)。
我亦特別同意按照本聲明的說明，從我的居住國家或地區轉移我的個人資料到海外。我了解若我拒絕同意或隨後撤銷同意，這可能會防礙GIA處理我的申請及向我提供某些產
品或服務。

❑ 我同意
❑ 我拒絕同意

申請人簽署

姓名

日期( 日 /月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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