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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n Summer Activities Arrangement and School Uniform Ordering 

有關暑期活動及校服訂購事宜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warm welcome to all of you for joining our College. 

Please read the information below carefully.  

各位新生，歡迎加入本校成為我們的一份子。請小心細閱以下內容: 

 

1. Summer Activities Arrangement 

Due to the recent surge of COVID-19 cases and to follow the guidelines from the 

Education Bureau, the summer activities in KTC (Welcoming day, Bridging 

Programme & Discipline Committee Orientation Programme) originally scheduled in 

August will be cancelled. Students do not have to attend school during the respective 

periods of time. Some of the programmes will be held after school resumption. All 

student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further announcement made by the College. 

 

1. 暑期活動安排 

由於疫情嚴峻，根據教育局指引，學校所有暑期活動均會取消，包括原定之迎

新日、銜接課程及訓導組等迎新活動，各位同學無需到校。當中部分項目將延

期至復課後舉行，請各同學留意日後之學校公告。 

 

2. School Uniform Ordering 

Students can buy their school uniform from any suppliers. Please refer to the appendices 

for the uniform samples, addresses of suppliers and the price lists. Cloth school badges

〔布校章〕will be available for purchase from the General Office of the College on 

the first day of school. Please prepare the exact amount ($2.20).  

 

2. 校服訂購事宜 

同學可自行向任何校服供應商訂購校服，校服之式樣、供應商地址及價目表可

參閱以下附件。在開課首天，校務處將會發售布校章，同學可即場購買。請自

備輔幣 2.2元，校務處不設找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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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Uniform Samples校服式樣 

 

Summer Uniform (Girl) 夏季校服(女裝) 

  

 

Summer Uniform (Boy) 夏季校服(男裝) 

  



 

Winter Uniform (Girl) 冬季校服(女裝) 

  

 

 

Winter Uniform (Boy) 冬季校服(男裝) 

  

 

  



 

Summer PE Uniform 夏季運動服 

 

  

 

 

Winter PE Uniform 冬季運動服 

 

 

 

  

 

 



School Jacket校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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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環：香港文咸東街 79 號 文咸中心 8 樓   電話:2815 2673               北角：屈臣道 海景大廈 B 座 1403 B 室     電話:2802 6887  

太子：長沙灣道 38 號 恒滿樓 地舖     電話:3188 9762  九龍城：打鼓嶺道 64 號 地舖 電話:2382 2407   彩虹邨：彩虹邨 青楊路 金碧樓 32 號 地舖  電話:2321 1733 

荃灣：福來邨 永嘉樓 地下 9 號 電話:2437 9997  沙田：乙明邨 明信樓 地下 45 號 電話:2637 3313   大埔：大元邨 泰榮樓 地下 3 號   電話:2662 3819 

元朗：媽橫路 51 號 褔順樓地下 6 號舖  電話:2321 9282  屯門：湖翠路一號蝴蝶廣場地下 R165 號舖 電話:2404 0177   屯門：建群街 3 號永發工業大廈 4 樓 B 室 電話:3691 9897   

 

敬啟者 ：                                                                8/6/2020 

為方便“保良局莊啟程預科書院”之學生購買校服，本公司將齊備各式尺碼， 

待 貴家長遷移玉步親臨到本公司位於太子之分店選購。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太子分店聯絡： 

地址：九龍長沙灣道 38 號地舖 

      (太子港鐵站 A 出口) 

電話: 3188 9762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日 上午 10:45 至下午 7:00 ) 

           勞工假期休息 

 
                             

                               夏 季 價 目 表    

1) 男生     短袖恤衫    領圍    連章  

 尺 碼  12 12.5 13 13.5 14 14.5 

 價 目 $45 $48 $51 $54 $57 $61 

2) 男生     灰色長西褲    (長度)  腰圍 24 – 30 吋同價   

 尺 碼  33 34 35 36 37 38.5 

 價 目 $84 $87 $90 $93 $96 $100 

3) 女生      校裙  (長度)   連章  

 尺 碼  32 34 36 38 

 價 目 $83 $88 $93 $99 

4)  女生夏呔 $ 17                           5)  紅色膠腰帶 $ 18     

6) 男女生  短袖 Polo 運動服   連紅色繡章      

尺 碼  32 34 36 38 

價 目 $38 $41 $44 $48 

7) 男女生  黑色運動短褲    連紅色繡章       

尺 碼  XS S M L XL 

 價 目 $37 $40 $43 $46 $50 

8) 男女生    長袖運動外套連活動白邊綸裡背心   

尺 碼  32 34 36 38 

  價 目 $92 $96 $100 $105 

9) 男女生    運動長褲 

 尺 碼  32 34 36 38 

  價 目 $82 $86 $90 $94 

以上各項，裁碼另計。貴客購貨後如有任何問題，本店保証更換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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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 季 價 目 表   

1) 男女生   二合一褸     

尺 碼  10 12  14 16 

價 目 $244 $254 $265 $277 

 

2) 男生     長袖白恤衫    領圍     連章     

 尺 碼  12 12.5 13 13.5 14 14.5 

價 目 $54 $57 $60 $63 $66 $70 

 

3) 男生     灰色長西褲     (長度)  腰圍 24 – 30 吋同價     

 尺 碼  33 34 35 36 37 38.5 

價 目 $90 $93 $97 $101 $105 $109 

4)校呔 $ 23   

5) 女生   粉紅白條子恤衫  

尺 碼  12" 12.5" 13" 13.5" 14" 14.5" 

價 目 $59 $62 $65 $68 $71 $75 

 

6) 女生   寶藍色校裙   (長度)   連章      胸圍 32 至 38 吋同價               

尺 碼  32" 34" 36"  38” 

價 目 $110 $120 $130 $142 

7) 女生   蝴蝶呔 $ 13 

 

以上各項，裁碼另計。 貴客購貨後如有任何問題，本店保証更換妥當。 

 

地址 : 九龍 長沙灣道 38 號地下 ( 近太子港鐵站 A 出口 ) 電話：3188 9762  

營業時間 : 星期一至日 上午 10:45 至下午 7:00          勞工假期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