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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通告第 03/2019 號 
2019 年 3 月 15 日 

Challenge for Life2.0（英國篇） 
啟發自我潛能 成就領導卓越 

紀念品訂購 
 

新界地域將於 2019 年 7 月 12 日至 21 日前往童軍發源地 – 英國進行「Challenge for Life 2.0」

活動，透過「訓練、交流、考察、服務」啟發參加者的創意及多元思維，深化其靈性發展及提升領導

能力，履行「一日童軍，一世童軍」的承諾，同時為培育童軍成員/領袖成為日後卓越領袖作好準備。 

 

      參加者設計了多項紀念品出售，為支持年青人挑戰自己，請踴躍訂購。紀念品之詳情如下： 

 

（一） 紀念品資料： 

1) 代表團章（售價：每個港幣 10 元正） 

 代表團章設計以倫敦地鐵標誌表達出參加團 隊

 由香港遠征到國際大都市英國倫敦，紀念 章中

 包括了兩地的代表建築物：香港的國際 金融中

 心二期及英國的倫敦眼。 

 

 

 

 

 

 

(紀念章呎吋：80mm x 63mm) 

 

2) 環形套章（售價：一套兩個，每套港幣 60 元正） 

活動透過「訓練、交流、考察、服務」進行，

所以環形套章內的英國名勝古蹟 及建築 物都

隱藏這個理念。紀念套章中不單止有倫敦 眼、

 倫敦塔橋、大笨鐘等，同時亦加入香港 與英

國共有的東西例如雙層巴士、紅色電 話亭 等，

代表兩方的「交 流」；另外，正氣澟然的 英國

御林 軍代表「服務」；史前遺跡的巨石陣代表「考

察」；高山代表「挑戰」。360 度環繞 中心的設

計寓意著活動參加者將會全方位探索童軍的發

源地英國。 

 

 

 

 

 

 

 

 

 
(紀念章呎吋：135mm x 9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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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皇家盾形套章(售價：一套六個，每套港幣 200 元正) 

 皇家盾形套章是藴含多元素的設計，一套六個，套章包含 5 大 1 小圓形章，配上精美紀

 念卡。設計參 考 英國硬幣，以英國皇家徽章為背景，6 個章拼合 便可 成為一個英國皇家

 徽章盾牌，5 個 章 則 分 別代表 此活動交流的目的。 

 
 

(每個紀念章直徑 大:65mm 小:45mm) 

 

4) 代表團巾(售價：每條港幣 60 元正) 

 以代表求知博學的深藍色為主色，貫徹挑戰人 生計劃傳統，傳承上一屆澳洲交流團的精

神。 

 

210mm 

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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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紀念 T-Shirt (售價：每件港幣 70 元正) 
質料：棉質     
顏色：黑色 

 

T-shirt 呎碼表： 
 

 胸圍 肩寬 衣長 

M 碼 92cm 40cm 66cm 

L 碼 96cm 43cm 68cm 

XL 碼 100cm 46cm 70cm 

 

6) 紀念封套（售價：港幣 300 元正） 

 以封套形式出售，包含代表團章乙個、環形套章乙套、皇家盾形套章乙套，並附有精美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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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滿額贈送限量版金、銀線紀念章 

 凡購買本次紀念章滿$400，即可獲贈 Challenge for Life 2.0 英國篇限量版金、銀線紀念章

 一 對 

 

              
 

（二） 截止訂購日期 ： 2019 年 6 月 10 日（星期一） 

（三） 訂購方法 ： 請備妥下列各項，於截止日期前遞交或郵寄至九龍柯士甸道童軍徑香港

童軍中 11 樓 1111 室新界地域總部，逾期恕不受理：  

1. 己填妥之訂購表格；  

2. 劃線支票（一表一票），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 

3. 恕不接受傳真訂購。 

（四） 領取方法 ： 地域在接納訂購後，將以電郵確認其訂購，屆時訂購者須列印確認電

郵，並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於辦公時間內到地域

辦事處領取。  

（五）其 他 ： 1. 訂購一經確認，將不能取消；  

2. 如沒有正確或足夠的資料，本會可能無法處理有關申請；  

3. 如以郵寄方式遞交，請確保貼上足夠郵資，否則有關郵件不獲香港郵

   政派遞；  

4. 本通告可於 http://www.scout-ntr.org.hk/內瀏覽；  

5. 如在截止後 14 天內尚未收到通知，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425 5999 

 與地域職員聯絡。  

6. 紀念品電腦圖樣與實物顏色可能稍有不同，一切以實物為準。 

               地域總監 

             （陳狄安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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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for Life2.0（英國篇） 
啟發自我潛能 成就領導卓越 

紀念品訂購 
（截止訂購日期：2019 年 6 月 10 日） 

 

 訂購紀念品 售價（港幣$） 訂購數量 小計（港幣$） 

1 代表團章 $10/個   

2 環形套章（二合一） $60/套   

3 皇家盾形套章（六合一） $200/套   

4 紀念封套 $300/套   

5 代表團巾 $60/條   

6 紀念 T-shirt(黑色)  $70/件 M 碼:            

L 碼:             

XL 碼:            

 

   總金額：  

訂購人士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 

童軍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旅團：             地域               區               旅 

電郵地址（必須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法：   

玆附上劃線支票（抬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新界地域」）港幣$                               元 

（支票號碼：                                           ），作為購買上述紀念品之用。 

 

收據抬頭請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地域辦事處專用 

收表日期：  收據號碼：  

可獲贈限量版紀念章：                 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