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啓者：  

有關校褸安排 

本校將於十二月五日更換冬季校服，更換冬季校服過渡期由十一月二十一日開始，

有關購買冬季校服及穿著校褸之要求如下：  

購買冬季校服之安排 

學生的冬季校服括校呔、恤衫、西褲/背心裙及校褸（詳情參手冊第 10 及 11 頁），

所有學生必須購買校褸。 

 學生可於以下日期在學校訂購冬季校服，也可自行購買： 

 訂購日期： 10 月 11 日（二）  時間：下午 13:30 至 14:30  地點：地下小食部 

派發日期： 11 月 15 日（二）  時間：下午 13:30 至 14:30   地點：地下小食部 

註：添記校服商到校接受預訂，填妥附件及帶備訂金 100 元。 

穿著校褸之要求 

    校褸乃本校冬季校服的一部份，除可保暖，更包含端莊及群體精神。惟香港天氣乍

寒乍暖，遂以天文台公報溫度作為學生穿著校褸之指標，詳情見下，懇請 貴家長督促子

女嚴格遵守：  

1. 當日上午 6 時 30 分屯門溫度為 15 度或以下(表示當天天氣較冷)，所有同學必須

穿著校褸回校，並於早會、周會及其他正規場合穿著校褸〔黑色防水之中褸〕。 

2. 若天文台在早上發出寒冷天氣警告，當天學生在冬季校服之上可穿著全黑色、全

深灰色或全深藍色的保暖外套回校，外套的款式應簡約樸實，可有不同顏色的標

誌，但不得有大型的圖案或標誌。 

此致  

 貴家長  

宣道中學校長 

吳聲展 謹啟 

 

二零二二年十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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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 條 

有關校褸安排 

敬覆者： 本人知悉校方對學生有關校褸之要求，定當督促 敝子弟遵守紀律，穿著整齊

校服回校。  

  此覆  

宣道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班 學生：________________ (    ) 

二零二二年十月_______日 



 茲為方便宣道中學學生訂購冬季校服，本公司特安排以下日期派員到學校為各級學生度身訂購冬季校服。如蒙惠顧，請填妥下列回請填妥下列回請填妥下列回請填妥下列回條及帶備訂金條及帶備訂金條及帶備訂金條及帶備訂金 $ 100 於當日交回本公司職員辦理於當日交回本公司職員辦理於當日交回本公司職員辦理於當日交回本公司職員辦理。。。。 ＊  貴家長可隨意到任何校服公司縫製或自行縫製，式樣可到  貴校參閱。 

＊  訂購校服日期訂購校服日期訂購校服日期訂購校服日期 : 2022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 於放學後於放學後於放學後於放學後 1:30 至至至至 2:30)  

＊  領取校服日期領取校服日期領取校服日期領取校服日期 : 2022 年年年年 11 月月月月 15 日日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 於放學後於放學後於放學後於放學後 1:30 至至至至 2:30 )  
＊ 鑑於疫情影響原料供應及運輸鑑於疫情影響原料供應及運輸鑑於疫情影響原料供應及運輸鑑於疫情影響原料供應及運輸，，，，且訂造需時且訂造需時且訂造需時且訂造需時，，，，為免出現斷碼缺貨的情況為免出現斷碼缺貨的情況為免出現斷碼缺貨的情況為免出現斷碼缺貨的情況，，，，懇請各學生盡懇請各學生盡懇請各學生盡懇請各學生盡量到學校訂購或盡早到門市選購量到學校訂購或盡早到門市選購量到學校訂購或盡早到門市選購量到學校訂購或盡早到門市選購。。。。  付款方法付款方法付款方法付款方法 :學生領取校服時可選擇以現金或支票付款學生領取校服時可選擇以現金或支票付款學生領取校服時可選擇以現金或支票付款學生領取校服時可選擇以現金或支票付款，，，，屆時憑單領取屆時憑單領取屆時憑單領取屆時憑單領取，，，，支票抬頭請填寫支票抬頭請填寫支票抬頭請填寫支票抬頭請填寫 『『『『添記添記添記添記校服校服校服校服』，』，』，』， 

          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聯絡電話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聯絡電話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聯絡電話支票背面請寫上學生姓名及聯絡電話，，，，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        價價價價        目目目目        表表表表        】】】】     冬季冬季冬季冬季                                                                                                                    宣道中學宣道中學宣道中學宣道中學                                                            2022202220222022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男生灰色線絨長西褲男生灰色線絨長西褲男生灰色線絨長西褲男生灰色線絨長西褲  

 
 女生灰色線絨背心裙女生灰色線絨背心裙女生灰色線絨背心裙女生灰色線絨背心裙  

 尺碼以腰圍及長度計尺碼以腰圍及長度計尺碼以腰圍及長度計尺碼以腰圍及長度計 英吋腰圍英吋腰圍英吋腰圍英吋腰圍   長度長度長度長度 
  價目價目價目價目 

  尺碼尺碼尺碼尺碼 英吋英吋英吋英吋 
(長度計長度計長度計長度計) 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價目價目價目價目 
 

 22-23 
24-25 
26-27 
28-29 

30 
32 

31-33 
34-36 
37-38 
39-40 
41-42 
43-44 

$ １３３１３３１３３１３３ １３９１３９１３９１３９ １４５１４５１４５１４５ １５１１５１１５１１５１ １５７１５７１５７１５７ １６３１６３１６３１６３ 

  33-34 
35-36 
37-38 
39-40 

84-85 
89-90 
94-95 

99-100 

$ １５０１５０１５０１５０ １５６１５６１５６１５６ １６２１６２１６２１６２ １６９１６９１６９１６９ 

 註註註註：：：：褲頭每兩寸跳一碼加褲頭每兩寸跳一碼加褲頭每兩寸跳一碼加褲頭每兩寸跳一碼加 $ ７７７７  註註註註：：：：上圍由上圍由上圍由上圍由 40” 起作特碼計起作特碼計起作特碼計起作特碼計   $  １９５１９５１９５１９５  

 
 男女生白色長袖恤衫男女生白色長袖恤衫男女生白色長袖恤衫男女生白色長袖恤衫 (男恤連校徽男恤連校徽男恤連校徽男恤連校徽)  

  
 男女生長袖運動服男女生長袖運動服男女生長袖運動服男女生長袖運動服  

 尺碼尺碼尺碼尺碼 英吋英吋英吋英吋 
(長度計長度計長度計長度計) 厘米厘米厘米厘米 

 男恤男恤男恤男恤 價目價目價目價目 
女恤女恤女恤女恤 價目價目價目價目 

 

 22 
23 
24 
25 

26,24x 
27,26x 

56 
58.5 
61 

63.5 
66 

68.5 

$ ７１７１７１７１ ７４７４７４７４ ７７７７７７７７ ８０８０８０８０ ８３８３８３８３ ８６８６８６８６ 

６６６６６６６６ ６９６９６９６９ ７２７２７２７２ ７５７５７５７５ ７８７８７８７８ ８１８１８１８１ 

 

尺尺尺尺 碼碼碼碼 套套套套 裝裝裝裝 運動外套運動外套運動外套運動外套 運動長褲運動長褲運動長褲運動長褲 

XS – S 210 110 100 
M - L 220 115 105 

XL – 2XL 230 120 110 
 註註註註：：：：由上圍由上圍由上圍由上圍 42” 起作特碼計起作特碼計起作特碼計起作特碼計 ９８９８９８９８  ９３９３９３９３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生生生生 毛毛毛毛 衫衫衫衫 尺尺尺尺 碼碼碼碼  XS S M L XL  

V 領長袖領長袖領長袖領長袖 價價價價 目目目目 $  170 180 190 200 210 
V 領背心領背心領背心領背心 價價價價 目目目目 150 160 170 180 190     男男男男 女女女女 生生生生 夾夾夾夾 棉棉棉棉 校校校校 褸褸褸褸 (內連活動式瑤粒長袖外套內連活動式瑤粒長袖外套內連活動式瑤粒長袖外套內連活動式瑤粒長袖外套)   尺尺尺尺    碼碼碼碼  XS S M L XL 價價價價    目目目目 ＄＄＄＄ 240 255 270 285 300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校服用料免漿熨校服用料免漿熨校服用料免漿熨校服用料免漿熨。。。。 以上各校服以上各校服以上各校服以上各校服，，，，尺碼繁多尺碼繁多尺碼繁多尺碼繁多，，，，不能盡錄不能盡錄不能盡錄不能盡錄，，，，裁碼另計裁碼另計裁碼另計裁碼另計。。。。 若若若若        貴客購貨後有任何問題貴客購貨後有任何問題貴客購貨後有任何問題貴客購貨後有任何問題，，，，本店保證更換妥當本店保證更換妥當本店保證更換妥當本店保證更換妥當。。。。    請確定尺碼合適請確定尺碼合適請確定尺碼合適請確定尺碼合適，，，，不須更換不須更換不須更換不須更換，，，，才可清洗校服才可清洗校服才可清洗校服才可清洗校服。。。。    或日後遇拉鍊損壞或日後遇拉鍊損壞或日後遇拉鍊損壞或日後遇拉鍊損壞，，，，可免費一年維修保養可免費一年維修保養可免費一年維修保養可免費一年維修保養，，，，蔽請保留單據蔽請保留單據蔽請保留單據蔽請保留單據。。。。 
 門市部地址門市部地址門市部地址門市部地址: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 9 號號號號 B 地下地下地下地下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營業時間: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半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半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半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半 (逢星期日休息逢星期日休息逢星期日休息逢星期日休息) 八月至十一月逢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半照常營業八月至十一月逢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半照常營業八月至十一月逢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半照常營業八月至十一月逢星期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半照常營業 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 2467 7833  

  

           宣道中學宣道中學宣道中學宣道中學                                                        訂購冬季校服回條訂購冬季校服回條訂購冬季校服回條訂購冬季校服回條                                                        添記校服添記校服添記校服添記校服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男男男男 \ 女女女女    班別班別班別班別 :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訂金訂金訂金訂金:  男生男生男生男生: 恤衫恤衫恤衫恤衫       件件件件 \ 西褲西褲西褲西褲      條條條條 \ 校褸校褸校褸校褸    件件件件 女生女生女生女生: 恤衫恤衫恤衫恤衫     件件件件 \ 校裙校裙校裙校裙     條條條條 \ 校褸校褸校褸校褸    件件件件 運動服運動服運動服運動服: 外套外套外套外套        件件件件 \ 運動長褲運動長褲運動長褲運動長褲         條條條條  毛衫毛衫毛衫毛衫 : 長袖長袖長袖長袖          件件件件 \ 背心背心背心背心         件件件件 領領領領取取取取校校校校服服服服時時時時需需需需要要要要膠膠膠膠袋袋袋袋 ::::    □□□□    膠膠膠膠袋袋袋袋 $ 1        □□□□    大大大大環環環環保保保保袋袋袋袋 $ 3 

 

添添添添    記記記記    校校校校    服服服服    
Tim Kee School Uniforms 屯門石排頭路康德花園９號Ｂ地下 家長查詢 ：24677833 

Email : mail@tksu.com.hk 

元朗教育路 68號兆豐樓二樓 A1室 家長查詢 ：2474 6663  旺角太子道西 141號長榮大廈 4樓 410室 家長查詢 : 2608 0920 天水圍新北江第一期商場地下 A49號舖 家長查詢 : 2253 1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