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	/	機構名稱： 頁

貨品名稱 總數量 售價 金額

4 6 8 10 12 14

HK$24.00

4 6 8 10 12 14

4 6 8 10 12 14

4 6 8 10 12

4 6 8 10 12

總數量

手冊 HK$50.00

大證書 HK$10.00

宣誓證書 HK$10.00

晉陞證書	(K3) HK$10.00

名片 HK$5.00

名片套 HK$5.00

領巾 HK$40.00

領巾扣 HK$35.00

*	領隊領巾(綠色) HK$45.00

*	快樂小蜜蜂晉陞章 HK$5.00

*	只供領袖購買 $2500以下 送遞費 HK$150.00

以上價格如有爭議，本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2500或以上 送遞費 HK$200.00

總金額

2022年11月1日生效

HK$129.00

HK$85.00

HK$54.00

HK$95.00

短袖	Polo恤

短褲

長袖Polo恤

運動長褲

夏季制服套装
(短袖Polo與短褲同碼)

HK$72.00
尺碼

包括:	手冊、大證書、晉陞證書、名片、名片套
領巾、領巾扣

包括:	手冊、大證書、宣誓證書、名片、名片套

包括:	手冊、大證書、晉陞證書、名片、名片套

K3	教材套

數量

尺碼

快樂小蜜蜂背包	(布背包)	-	供K2	及K3	兩年使用

K2教材套
(不包領巾、領巾扣)

K3教材套
(不包領巾、領巾扣)

HK$155.00

K2 K3
如	遺	失	或	損	毀	，	可	補	購	下	列	物	品

數量

HK$80.00

HK$80.00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香	港	女	童	軍	總	會

快樂小蜜蜂制服訂購表格

K2	教材套 HK$155.00

Email:	guideshop@hkgga.org.hk					Website:	https://eshop.hkgga.org.hk
Tel:	(852)	2359	6844	(Shop)						Fax:	(852)	2428	7782	(Shop)

所需尺碼	(請在空格填寫數量)

尺碼

數量

包括:	手冊、大證書、宣誓證書、名片、名片套
領巾、領巾扣

尺碼

數量

數量

尺碼



姓名： 隊號：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必須) -通知提貨用

預計自取 / 送貨日期 (確認收妥貨款後計)：

學校 / 機構名稱：

學校 / 機構地址：

付款方法：(請於適當 □ 填上   )
□ 到女童軍物品專門店付款

□  現金或支票直接存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賬戶﹝號碼：111-217949-001﹞，
入數紙須傳真: (852) 2428 7782 或 電郵: guideshop@hkgga.org.hk 至總會核實，並請將入數紙正本交總會存檔。

□       郵寄劃線支票
(抬頭：“香港女童軍總會”，支票背面請寫聯絡人姓名及電話。)

交貨方式  (請於適當 □ 填上   )
10月1 日至12月31日期間，客戶要求到指定的女童軍營地及活動中心提取物品，
送遞費計算如下：      
- 訂購總金額HK$2,500以下, 送遞費HK$150.00
- 訂購總金額HK$2,500或以上    送遞費全免
□ 於元朗康樂中心   (屏山 - YL) □ 於興趣章訓練中心 (葵涌 - KC)
□ 於新界西北地域辦事處 (天晴邨 - NTW) □ 於港島中心(筲箕灣愛東邨 - IS)
□ 於天水圍何超瓊活動中心 (天富站 - TSW)

□ 直接送到學校 / 機構 : □ 於女童軍物品專門店提取

- 訂購總金額HK$2,500以下, 送遞費HK$150.00
- 訂購總金額HK$2,500或以上, 送遞費HK$200.00
(送遞服務不適用於離島區，送遞大嶼山費用另議。 )

收貨人姓名(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貨人簽名或蓋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香 港 女 童 軍 總 會

 8 Gascoigne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el: (852) 2332 4033 (Shop)      Fax: (852) 2428 7782 (Shop)

Email: guideshop@hkgga.org.hk    



以電郵、傳真及郵寄訂購物品收貨須知

顧客在收貨後，請盡快檢查貨品，如發現貨品與訂單不符或貨品有損壞的情況，請於收

貨當天起計五個工作天內將資料傳真致：2428 7782 或電郵guideshop@hkgga.org.hk與本店聯絡，

郵件主旨請註明 "換貨" 或 "欠貨", 並列明您的姓名、學校名稱，聯絡電話、銷售單據號碼、

更換或欠貨數量，並保留貨品所有完整原包裝及收據。逾期恕不補換。

發貨前我們會盡力確保貨品品質及妥善包裝，惟我們不能保證貨品在運送過程中完好無損，

選擇送遞的顧客需承擔一切運送風險，運送期間如有損毀或遺失，客人需自行承擔損失。

更換物品須知：

1) 所有推廣、特價或減價貨品均不設換貨。

2) 長襪屬貼身衣物，因衛生理由恕不換貨。

3) 生產時造成的損壞 / 次貨可更換。

4) 本店職員售賣時出錯可更換，例如興趣章與證書不符。

5) 長袖衣服 / 長褲等可與短袖衣服 / 短褲互換(須補差價)，
     剩餘金額不會退還亦不可用作購買其他物。

6) 所有貨品必須保留附有標籤的完整包裝，在未被

     穿著或使用的情況下方可更換。

7) 有尺碼之物品，可更換不同尺碼。

8) 須於購買日起計30天內連同銷售單據到本店更換物品。

如有任何爭議，物品專門店保留最終決定權。



目的

本會收集訂購的客戶個人資料作為聯絡有關訂購，提供服務及完成交易之用。

資料使用

只有本會授權人士方可查閱及使用客戶提供的個人資料。

資料儲存

客戶的個人資料，會在有關訂購程序完成後12個月內被銷毀。

資料更改

客戶如欲查閱及更改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請書面聯絡本會。

地址: 女童軍物品專門店

香港九龍加士居道８號

Purpose

The personal data collected by Guide Shop is for ordering uniform and accessories; 

payment-related and rendering service purposes. 

Data User

Only authorized personnel can access and use the data provided.

Retention of Data

Personal data will be destroyed within 12 months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related ordering and payment process.

Data Correction

For correction of or access to the personal data after submission, 

please write to Guide Shop, 8 Gascoigne Road, Kowloon,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GIRL GUIDES ASSOCIATION

Personal Data Collection Statement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Tel: (852) 2359 6844 (Shop)        Fax: (852) 2428 7782 (Shop)

8 Gascoigne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香 港 女 童 軍 總 會

Email: guideshop@hkgga.org.hk     Website: https://eshop.hkgg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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