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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 PNG官方指定評級與養護服務

NGC / NCS 香港提交表格說明
請照此說明直接提交硬幣,以獲得NGC鑑定評級服務;及可選用NCS專業養護服務。按照這些說明進行提交,可以防止訂單處理受到延誤。您可
於NGCcoin.hk獲得提交表格電子版,我們亦可因應您的要求提供打印好的提交表格。如果你對填寫提交表格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NGC 客戶服
務 + 852 2115 3639 或電郵至 Asia@NGCcoin.com。

•  將直徑不超過40.6 毫米的硬幣置於 63.5毫米 x 63.5毫米不含
PVC(聚氯乙烯塑膠)的護套中。 較大的硬幣應使用尺寸較大
的護套。 硬幣應能輕易放入護套中。  
把硬幣放入過小的護套可能會損壞錢幣。

•  在將錢幣放入護套之前,拆除所有塑膠封套或任何其他包裝。

•  每個摺疊式護套中, 請只放入1枚硬幣, 並將另一邊摺起來。
摺疊式護套上請注明提交號碼和硬幣編號  
(例如: 1234567-001)。

•  NGC提供三種類型的儲幣盒。

•  請把需要不同類型儲幣盒的硬幣分開填寫在單獨的提交表
格。(如:切勿把需使用NGC標準儲幣盒的硬幣和需使用NGC
加厚儲幣盒的硬幣填寫在同一份提交表上。)

重要提示:

•  表格必須以英語填寫

•  請確保所有資訊清晰填寫。

•  選用不同的NCS養護或NGC評級服務類別,請分開填寫提交表
格。同一張表格內請勿混入不同的NGC評級或NCS養護服務
類別。

•  已被評級封裝的硬幣須單獨填寫提交表格。

•  請把錢幣和填妥好的所有相關表格一同提交,並確保表格上的
適當的位置都已簽署。

•  切勿切割、以釘書釘或膠水密封護套,因為這樣做可能會損壞
硬幣。

•  批量型提交不需要使用不含 PVC 塑膠的摺疊式護套,可以採
用原廠包裝或NGC指定的其他形式提交。

•  厚度為4.5毫米到9毫米的硬幣(直徑不超過45毫米)需要使用
加厚儲幣盒。需要使用加厚儲幣盒的硬幣必須單獨填寫提交
表格。

•  任何直徑超過45毫米或者厚度超過9毫米的硬幣需要使用
NGC大尺寸儲幣盒。大尺寸硬幣須單獨填寫提交表格。

硬幣提交準備

填寫提交表格

NGC儲幣盒種類及要求

NGC標準儲幣盒

直徑不超過45毫米,厚度不超過4.5毫米的硬幣。

45 mm 4.5 mm

NGC加厚儲幣盒

直徑不超過45毫米,厚度在4.6毫米至9毫米間的硬幣。

45 mm 9 mm

NGC大尺寸儲幣盒

直徑超過45毫米,厚度不超過25毫米的硬幣。

45 mm + 2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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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適當的評級服務類別。

如您在第4部分中選擇了NCS Standard Conservation養護服
務,請再選擇一項NGC評級服務的類別。如您在第4部分中選擇
了NCS Modern或NCS Modern Value,這部分則無需填寫。

a.  每份提交表格中只能選擇一種評級服務。

b.  加厚(厚度在4.5毫米至9毫米之間,直徑不超過45毫米)的硬
幣必須單獨填寫提交表格。

c.  大尺寸(直徑超過45毫米或厚度超過9毫米)的硬幣必須單
獨填寫提交表格。

d.  評級服務的要求與描述詳列於提交表格背面。

e.  如有硬幣需要其他類別的評級服務,請另外填寫一份提交
表格。

f.  如果您提交的是經NGC鑑定評級過的硬幣,並且只需要NGC 
非評級類的服務 (如重新封裝),則無需填寫此部分。

NGC評級服務類別5

請選擇所需NGC服務。如無需要, 則無需填寫此部分。

NGC其他服務的要求與描述詳列於提交表格背面。

除VarietyPlus® 和 Mint Error之外, 其他服務必須單獨填寫提
交表格。此項條款適用於提交表格中的所有硬幣。

在第5部分(NGC評級類別)中, 如所選取的類別不是預設使用防
刮儲幣盒, 也可以選擇把儲幣盒升級。

評級轉換: 如您提交PCGS評級了的硬幣來進行評級轉換, 請參
閱最後一頁詳細的評級轉換說明。由PCGS外, 其他公司認證的
硬幣,恕不接受評級轉換。請在提交表格封面背頁的同意書上
簽字。

特殊標籤 / 發行: 適用於提交表格中的所有硬幣。一份提交表
格只能選取一款特殊標籤 / 發行。如需要不同或數款的特殊標
籤 / 發行, 請為每款單獨填寫提交表格。如無特別注明, 標準的
棕色標籤為預設標籤。

NGC服務6

NGC圖片服務

根據要求, NGC可在評級後為您的硬幣拍攝圖片。如有需要, 請
選擇一項NGC圖片服務。服務適用於提交表格中的所有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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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填寫所提交硬幣的適用選項。並非所有選項都適用。申報 
價值必需填寫。如果NGC認為硬幣的價值被低估, 會根據NGC
判斷出的公允市場價值來做調整, 並收取相應的硬幣養護 / 評級
費。在此處填寫硬幣的詳盡資料。請為提交的每枚硬幣填寫「
必填」資料。

a.  數量: 填寫同款硬幣的數量。例如: 您有2枚一樣的硬幣, 
數量請填「2」。

b.  國家: 填寫硬幣的所屬國家。

c.  硬幣年份: 填寫硬幣的年份。

d.  造幣廠鑄記: 如適用, 填寫硬幣的造幣廠鑄記。

e.  面值: 填寫硬幣的面值。

f.  MS或PF: 填寫MS代表普製幣; 填寫PF代表精製幣。

g.  版別: 如適用, 請填寫硬幣的版別。如適用, 請選擇
VarietyPlus® 或 Mint Error。將收取額外收費。

h.  評級轉換的最低等級要求: 如您提交硬幣進行評級轉換  
(只接受PCGS評級的硬幣), 請填寫「Minimum Grade」  
(最低評分要求)。詳情請參閱最後一頁的評級轉換說明。

i.  認證編號: 如您的硬幣已由NGC、NCS或PCGS裝盒, 請填寫
硬幣儲幣盒上的認證編號。

j.  申報價值: 填寫每枚硬幣的申報價值。在合適的空格中填
寫申報價值總額。

列明提交的硬幣8

在相應空格中填寫您的姓名、地址、電話號碼與電子郵箱。

填寫您的賬戶號碼。

提交者姓名與地址

賬戶號碼

1

2

選擇「US」、「World」或「Ancient」。只可選擇其中之
一。歸屬於「US」、「World」或「Ancient」不同種類的硬
幣必須單獨填寫提交表格。

提交種類3

如您的錢幣需要NCS的養護服務(選項),請在此處選擇所需要的
NCS養護服務類型。

•  如您選擇NCS Standard Conservation養護服務, 請在第5部
分中選擇NGC評級服務的類別。NGC評級費用是另外計算。

•  如您選擇NCS Modern或NCS Modern Value,其費用已包含
了NGC的評級費用,因此您無需在第5部分中選擇NGC評級服
務的類別。

•  大尺寸硬幣和已被評級封裝的硬幣,都需單獨填寫提交表格。

在硬幣會從養護服務獲益的情況下,NCS才會進行養護。如果您
選擇了NCS Standard Conservation,但NCS認為養護服務對您
的硬幣無效益的話,則會直接將硬幣轉交到NGC做鑑定評級;這
種情況下不會收取養護費用,只收取NGC評級費用。如您選擇
NCS Modern或NCS Modern Value養護服務,即使NCS認為養
護服務對您的硬幣無效益,直接將硬幣轉交到NGC做鑑定評級,
這種情況下,NCS Modern或NCS Modern Value的費用仍會全
額收取。

NCS養護服務的要求及描述詳列於提交表格背面。每份提交表
格上只可選擇一種NCS養護服務。

NCS養護服務 (選項)4

總費用

計算需支付給NGC的總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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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級轉換說明
適用於提交已經PCGS認證的硬幣來進行評級的情況(英文為
CrossOver)。由PCGS以外其他公司認證的硬幣, 恕不接受進行
評級轉換。請在提交表格封面背頁的同意書上簽名。

同等級評級轉換 — 如您希望只在NGC判定為與現時等級相
同的情況下才把硬幣的評級認證轉為NGC, 請在此欄填寫
「SAME」(相同)。請注意, 最低評級要求適用於數值等級和
評級專稱, 比如Cameo 或 Ultra Cameo。如果數值等級滿足
條件但評級專稱未達要求, 硬幣則不會被轉到NGC儲幣盒及
其鑑定保證。

任何等級評級轉換 — 如對硬幣評級轉換後的等級沒有特別要
求, 請在此欄填寫「ANY」(任何)。請注意, 轉換的最低等級
要求為「ANY」的情況下, 硬幣表面如有某些損傷的情況, 例
如有劃痕或經過不當清潔, 亦將無法進行評級轉換。

指定最低等級 — 如提交者樂意接受比硬幣目前儲幣盒上標明
的等級更低的評級結果, 請在此欄注明能接受的最低數值等
級。例如: 一枚被評為MS 64等級的硬幣, 如果提交者願意接
受NGC給予MS 63的評級, 就請在此欄寫明MS 63。

NGC細節評級 — 只要在此欄填寫「DETAILS」(細節), 表面
有某些損傷情況的硬幣, 包括獲得其他公司的細節評分或獲
評為真品的硬幣, 可被轉換到NGC細節評分的儲幣盒。在填
寫了「DETAILS」的情況下, 如符合等級的要求, 有可能會獲
得相應的數值等級。相反, 如果現時的等級是數值等級, 但硬
幣表面有某些損傷的情況, 填寫了「DETAILS」的話, 則會獲
得NGC的細節評級。

重要提示: 如果評級轉換的最低等級要求一欄被留空, 儲幣盒
上標明的等級便成為評級轉換的最低等級要求。此欄空白並
不代表接受任何等級的評級轉換; 而是代表接受同等級的評
級轉換。您也不能要求獲得比目前儲幣盒上標明的等級更高
的最低要求。雖然在提交表格中不能要求更高的最低等級, 
但如果硬幣符合NGC更高等級的標準, 則仍然會獲得更高等
級的評級結果。

當有專稱的硬幣, 如CAMEO、FULL BANDS — 被提交作評
級轉換, 您不能要求獲得一個未出現在目前儲幣盒上的專
稱。例如: 您不能對一枚沒有被評為「FULL HEAD」類別
的Standing Liberty Quarter硬幣, 要求在NGC給予「FULL 
HEAD」專稱的情況下, 才進行評級轉換。

Star專稱 — 不能要求只在硬幣會獲得NGC Star專稱的情況
下, 才接受評級轉換。

付款與簽署

NGC接受電匯、Visa信用卡、萬事達信用卡及美國運通信用卡。
如使用信用卡付款, 您必須在此部分簽名。

您在戶的任何收藏家社區會員的現金餘額, 會自動被用來扣減
您的提交所應繳付的費用(運輸費和處理費除外)。即使有現金
餘額在戶, 您仍須提供有效的付款方式以繳付運輸費、處理費
以及扣減所有現金餘額後剩餘的應繳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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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與細則

請於表格底部簽名並填寫日期。提交表格必須有簽署方可進入
執行流程。提交表格的最後一頁供您作紀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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