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20046 
浸信會永隆中學

有歸換穿及購買冬季校服安排

敬是支者:踏入秋冬季節， 貴子弟可在 11 月 2 日(一)起按每日天氣狀況，自行還穿全套夏季校服或

全套冬季校脹，回校上課或參與活動。自 11 月 30 日(一)起則會全體同學換穿冬季校服。本校現安

排兩所校服供應商到校現場售賣校肢，詳情如下:

日期: 2020 年 11 月 4 日(三)

時間: 09:30 一 14:30

地點:本校地下有蓋操場

有關冬季校服樣式，可參考學生手冊 8 至 11 頁。自本學年起，部份冬季校服將變更樣式，當中

包括冬季校樓和運動長褲。另往年穿著的淺藍色長柏運動外套已由灰色長柚運動上衣(校章按社那分

色)所取替。敬請貴家長購買上述校服時向供應商確認為新校服樣式。替換新舊樣式校服設有三年

過渡期。如現時貴子弟的技服仍然合身，可繼續還穿直至 2023 年 7 月。隨函附上兩所校服供應高

的價目表。奎詢以上安排可致電本校(電話: 2464 3638)聯絡余志雄助理校長。

t七至文

貴家長

敬覆者:本人知悉貴校有關換穿及購買冬季技服安排。

此覆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浸信會永隆中學校長

學生姓名:

班別: 班號:

家長姓名:

家長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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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啟者:革為方便韓信會永籠中學學生現購冬季閱單及冬季運動服 F

本公哥特安詳於 2020 年 11 月 4 日(上午九時半豆豆下午二時) t反鼻頭

實校講學生服務，考生希依時間校辦理 E

鐘還會家體 r1立學

220拳拳較腥及冬季撞撞車跟體告表

男女生: 男生: 女生:
白色長福值 灰絨長商禪 灰織會;[1特

(連校讓)

11 .51> $61 33~' $130 33" $1怨
12.5~ $忌7 34" $135 34押 $1如
115~ $73 36" 卸掉 3至仲 $155 
倍。于 $79 38" $145 3章.， $160 
15.5" $85 輯，. $150 鶴~. $165 

男女生:

實rli持宗主 畏袖冷衫 長幸自運會聽 黑色夾樟校摟

(連接敏〉 (連校徽) 運動衛衣 運動長褲 監事K毛向件

33" $125 32抖 $1尋。 xs $100 $102 xs $250 
34~} $130 34~~ $145 S $100 $102 S $260 
36:~ $135 36" $150 M $105 $106 M $270 
38月 別的 38仲 $155 L $105 $106 L $280 
40仿 $145 40~~ $160 XL $110 $110 XL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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