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19 年度通告 第 011 號 Hym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玲學校 

2018 至 2019 年度 家長通告 

訂購冬季校服 
敬啟者：  
 

 為方便家長集體訂購冬季校服，學校已聯絡維多利校服公司辦理訂購冬季校服事宜。詳情

如下： 
 

1. 是次安排屬自願性質，家長可以按需要自行選擇參加與否。 

2. 學校只擔當聯絡角色，有關更換事宜，家長須直接與校服公司聯絡。 

3. 學校不會以自動轉帳形式代收任何訂購冬季校服的款項。 

4. 校方會連同本通告發出訂購冬季校服表格乙份，如需訂購，請於 9 月 20 日(星期四)或之

前填妥回條及訂購表格交回本校(暫時無需付款)，逾期恕不受理。 

5. 度身後會派發訂購校服所需金額賬單予家長，家長核實後可以以下方式繳費： 

a) 透過「收費袋」繳交(只限 300 元以下)； 

b) 家長親身前往本校校務處繳交； 

c) 以支票繳付，抬頭為「維多利校服公司」 

6. 為確保子女的冬季校服尺碼正確無誤，歡迎家長於 10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親臨本校為子女度身訂購。 
 

如有查詢，請致電 2348 9506 與何綺薇老師聯絡。 
 

此致 

學生家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房湘雲校長 

2018 年 9 月 13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  條 

敬覆者： 
 

本人已知悉學校有關訂購冬季校服安排，並回覆* 
 

□ 無需學校代辦訂購冬季校服。 

 

□ 需要學校代辦訂購冬季校服，並交回已簽署的訂購表格。 

 

本人知悉學校只屬代辦角色，如學生遺失攜帶回校的款項，學校不會負責。 
 

此覆 

香港耀能協會賽馬會田綺玲學校 

 

學生姓名：  家長姓名：  

班    別：        家長簽署：  

 日    期：  

*請在內加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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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樓：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 222 號啟煌商業大廈 8 字樓 801-3 室  電話：2815 2983  

總店：香港上環蘇杭街 96號地下  電話:2815 2673 沙田：乙明邨明信樓地下 45號 電話:2637 3313 彩虹邨：彩虹邨青楊路金碧樓 32號舖 電話:2321 1733 

屯門：蝴蝶邨蝴蝶廣場地下 L184 號 電話:2404 0177 大埔：大元邨泰榮樓地下 3號   電話:2662 3819 九龍城：打鼓嶺道 64 號 地舖 電話:2382 2407 

荃灣：福來邨永嘉樓地下 9號      電話:2437 9997 太子：西洋菜北街 302 號地下 1號舖  電話:3188 9762  將軍澳：安寧花園一座地下 3號鋪 電話:2358 3708 

元朗：俊賢坊 28 號安基大厦 10 號舖 電話:2321 9282 北角：屈臣道海景大厦 B座 1403 B 室 電話:2802 6887 廣州市：西槎路橫滘同德工業區 E幢 電話:3651 2592 

 

度身日期：2018 年 10 月 5 日(星期五) 上午 11 時至中午 12 時 

度身地點：科技與生活室 

派發日期：另行通告 

冬季校服價目 
 

男女生白色長袖POLO恤 (車章另加 $5)  

尺 碼  26" 28" 30" 32" 34" 37" 40" 

價 目  $72 $75 $78 $81 $84 $87 $90 

 

男女生綠色長褲 (半橡根/全橡根) (長度)  

尺 碼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價 目  $99 $102 $105 $108 $111 $114 $117 $120 

 

女生半腰裙褲 (綠/紅格仔) (腰圍)  

尺 碼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價 目  $157 $160 $163 $166 $169 $172 $175 $179 

 

男女生冬/夏運動長褲 (Tiger布料)  

尺碼  26" 28" 30" 32" 34" 36" 38" 40" 

價目  $97 $99 $101 $103 $105 $107 $109 $111 

 

男女生藍色風褸連灰色Fleece (單件) (車章另加 $5)  

尺碼  4 6 8 10 12 14 16 

外套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內長袖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內背心  $75 $80 $85 $90 $95 $100 $105 

 

備註：* 以上各項特碼另計，貴客購貨後如有任何問題，本店保證更換妥當。 

 * 貴客購買或提取校服後，如經洗滌、穿著過或弄污，本公司恕不作任何更換。 

 
 

訂購冬季校服表格 

 
    學生姓名：                             班別：                  電話：                         

 

項目 長袖 T-恤 長西褲 半腰裙 運動長褲 
藍色風褸 

(外套) 

灰色Fleece

(內長袖) 

灰色Fleece

(內背心) 

件數        

 

家長簽署：                                          尺碼要求：合身  大一碼   大兩碼  
                        (*請在內加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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