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K.T.A. TANG HIN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URL網址: http://www.tanghin.edu.hk 

Choi Yuen Estate, Sheung Shui, N.T.    新界上水彩園邨  
Tel. : 26726820   Fax: 26720711    Email: school@tanghin.edu.hk 

敬啟者：本校已委託大江校服有限公司及祥興行分別為同學訂造冬季校服及冬季運動服，並

將於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五)在校內為同學量身訂購，跨境生則可透過微信訂購。 

校服商名稱 售賣校服類別 訂金 地點 

大江校服有限公司 冬季校服 $100 現金 

(不設找續) 

105 室 

祥興行 冬季運動服 訂購時須以現金付

全費(不設找續) 

106 室 

    

在港學生： 家長須於選購表(該實體表格將於本周內派發給學生, 家長無須自行印製)填 上學

生個人資料及訂購數量(呎碼可不用填)並於當日交與校服商及量身。 

跨境生： 家長可在微信訂購，請留意校服商在微信內的詳細指引。 

家長可自行決定是否由大江校服有限公司或祥興行代 貴子弟訂造校服。為方便 貴子弟按

照校方式樣自購或自造校服，本校已於校內懸掛冬季校服及運動服式樣，供  貴子弟參考。 

大江校服公司當日將代學校售賣校呔(每條$16)及校章(每個$6.5)，同學訂購校服時均可同時訂

購。如同學只購買校呔或校章，可直接到校務處購買。 

 

此致 

各位家長 

 

 

香港道教聯合會 

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黃信德 

二零二一年九月十六日 Ref: 2122-GAU-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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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冬季校服及運動服> 

敬覆者：本人已知悉有關訂購冬季校服及運動服事宜 

此覆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校長 

班別：_______ 學號：(   )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 



大 江 校 服 有 限 公 司 

地址:上水新財街 7 號 A 大江樓閣樓(星展銀行提款機旁邊樓梯上)    電話:26719981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二零二壹年冬季校服價目表  中一至中六 訂購表 

     茲為 方便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學生訂製冬季校服，本公司定於 

2021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早上 9:00 至中午 12:30 派員到校為學生量度尺碼。請將下列

表格填妥並經家長簽署，依時帶回表格訂購，另需帶備訂金$100 交校服商訂購。取貨日期

本公司將另行通知。 

     本地學生及跨境學生亦可在網上訂購:微信號-TK26719981、 Whatsapp-63663930，有

專業職員回答家長選購適合校服，並可代郵寄到指定地址，詳細情況可掃描二維碼查詢。

多謝惠顧！     

男/女生            男/女生長袖     男生          女生          

棉褸連長袖內

胆 
 白色長袖恤  冬灰西褲  連身背心裙 

 尺碼 價目  尺碼 價目  腰圍 價目  裙長 價目 

34 $198  13 $42  23 $72  34 $73 

36 $208  13.5 $48  24 $82  36 $83 

38 $220  14 $59  25 $91  38 $102 

40 $225  14.5 $65  26 $102  40 $116 

42 $232  15 $70  27 $113  42 $123 

44 $232  15.5 $75  28 $126  44 $123 

男/女生         男/女生        男/女生       男/女生 

校呔$16/條      

校章$6.5/個 
 

**呎吋以英呎為單位     

(+-5%差)** 

 

 

*如家長選擇自備購物

袋，請於訂購表自備

購物袋。 

 

 

 

註：1. 特碼、超碼，價目另議。特碼訂制需時 45-60 天才可交貨。 

    2.一經訂購必須購買，不設退款。 

    3.如有需要，請於取貨後三十天內連同發票到門市更換校服貨品(更換校服貨品必須為未清洗及未穿  

      著過<試穿除外>)。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二零二壹年冬季訂購表 <大江校服有限公司存根>              

姓名:           班別:      學号    社      電話:         __  家長簽署:__________ 

款式 尺碼 件數 款式 尺碼 件數 

1)棉褸連長袖內胆   7)混毛套長毛衣   

2)男 / 女生長袖恤衫   8)混毛套背毛衣   

3)冬灰西褲   9)短運動衣   

4)冬連身背心裙   10)短運動褲   

6) 校呔  11) 校章  

家長備註：稍大 □ 合適 □    外送校服塑膠袋$1.00□  自備購物袋□                                                                                                                                      

  

四色短運動衣 

 

短運動褲  

 

毛衣 

 

套長毛衣 套背毛衣 

 胸圍尺碼 價目  尺碼 價目  尺碼 價目 價目 

 34 $51  34 $45  32 $88 $85 

 36 $51  36 $45  34 $97 $90 

 38 $51  38 $45  36 $117 $105 

 40 $51  40 $45  38 $130 $119 

 42 $51  42 $45  40 $139 $128 

 44 $51  44 $45  42 $146 $135 



 
Unit 1, 4/F, Blk. A, Wing Kut Ind. Bldg, No. 608 Castle Peak Rd., Lai Chi Kok, Kln.

TEL : (852) 2194 8366  FAX : (852) 2194 8466

E-MAIL: info@buddy-ch.com  WEB SITE:www.buddy-ch.com 日期 :

致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家長 :

由 祥興行集團有限公司 (製服部)

1 訂購
 - 日       期： 2021年9月24日,派員到校為學生量度尺碼。
 - 地       點 : 鄧顯中學 課室106。

 - 售       價 : 四社冬季運動外套 HK$130/件 , 長褲 HK$100/條 , 套裝HK$230/套。
 - 付款方式: 訂購當日須以現金付全費 (不設找續)。
 - 請將以下兩份表格填妥並經家長簽署，帶回表格訂購。( * 必填：班別/姓名/學號/社/電話/家長簽署）
 - 取貨日期本公司另行通知校方，在校務處取貨。

2 尺寸（單位：英吋）

XXS XS S M L XL XXL 1X

A 18 19 20 21 22 23-1/2 25-1/2 27-1/2

B 20-1/2 21-3/4 23 24-1/4 25-1/2 27 28 29

XXS XS S M L XL XXL 1X

A 22-1/2 24 25-1/2 27 28-1/2 30 31-1/2 33

B 32 34 36 38 40 42 44 46

C 32 33-1/2 35 36-1/2 38 39-1/2 41 42-1/2

3 如有需要更換，請於30天内連同發票到校務處更換(備有少量存貨)，更換校服請勿穿著及洗滌。

4  - 如有查詢致電本公司:2194 8366 李小姐(Ms. Suki Li)。
 -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608號榮吉工業大厦A座4樓401室 (地鐵:荔枝角B1出口)

 - 辦公時間 :

 - 星期一至星期五：9:30am - 6pm ，星期六：9:30am - 1pm，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班別: 姓名: 學號: 社: 電話: 家長簽署:

XXS XS S M L XL XXL 1X

家長備注: 稍大 / 合適 合共:

經手同事 : 訂購確認 : 日期 :

班別: 姓名: 學號:

社: 衛衣: 件 長褲: 條    合共:    蓋章確認: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冬季運動服訂購收據)

圖樣

尺寸及部位

胸闊(夾下1")

款式:衛衣

腰圍(放松) 

外長(連褲頭度)

坐圍闊

貨品名稱

衛衣

長褲

價錢

*

*

款式:長褲

尺寸及部位

 

衫長(後中度)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冬季運動服訂購收據)

September 15, 2021

顏色

HK$130/件

HK$100/條

藍社

紅社

黃社

綠社

黑色

有關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
(冬季運動服訂購通知)

圖樣

HK$

HK$

在港學生訂購表

填上個人資料，尺

碼由量身師傅填上.

填上個人資料.



September 15, 2021

致 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家長 :

由 祥興行集團有限公司 (製服部)

班別： 學生身高：                       / cm

姓名： 學生體重：                      /  kg

學號： 學生上圍：                      /  cm

社    ： 學生腰圍：                     /  cm

電話： 校服        ：         稍大／合適

1.   運動外套：                       件 (HK$130元/件)
(如需國內順豐到付）

請提供-地址/收件人/電話：

2.   運動長褲：                       件 (HK$100元/條)

                  共 :                         件數

       等。特碼尺寸確認後，不設退換服務。

  (5) 如有需要更換，顧客需保存發票(憑發票購買日期 30 天內),或請致電( 852-2194 8366) 李小姐

        注: 更換校服請勿穿著及洗滌。

 * 香港銀行轉帳 (1或 2）

   祥興行集團有限公司增設網上微信訂購校服(微信ID: buddy97106460或掃二維碼).

 歡迎參閱以下步 驟於網上訂購:
 

  (1)  填寫訂購表

  (4)  如學生尺碼需特別訂製，均須提供較詳細尺吋及確認才能生產，訂製需時最少 21 個工作日不

現開始接受訂購冬季運動服，家長只須填寫以下學生個人資料和所需冬季運動服件數即可，呎碼均由祥興行制

服的量身師傅代為填寫。
 

  (2)  付款方式:銀行轉帳(左下角銀行賬號)。請入數後，將入數紙及此份訂購表影相,微信至我司。

  (3)  網上訂購服務有關寄件費用，將會由國內工廠直接寄國內客方，運費順豐到付。

備註 : 提交此表格後，工作人員會稍後儘快回覆，謝謝。

DATE:

跨境生訂購表

請掃微信二維碼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