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ar Parent/Guardian,                                         5th October, 2018 

Winter Uniform 

 

1. Transitional Period (19/11/2018-30/11/2018) :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wear either summer or winter uniform at school. 

 

2. Changing to winter uniform (3/12/2018 onwards) :  

Winter uniform is allowed at school only. 

 

3. Sweater: V-neck vest or long sleeves in dark-blue colour. Only sweaters with the red school 

emblem are allowed.  

 

4. Scarf: Only scarves with the red school emblem and in dark-blue colour are allowed. 

 

5. School Jacket: 

- As part of the school uniform, it is compulsory for students to wear the school jacket when 

attending school. Exemption of such rule applies only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18°C or 

above. (The reported temperature of Kwun Tong by the Hong Kong Observatory at 7:00 

a.m. will be taken as reference.)  

- If the temperature is below 10°C,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put on a down jacket or other 

kinds of thick jackets in black or dark-blue colour only. It is suggested that students can 

wear thin down jackets under school jackets. 
 

6. Hong Kong Observatory:  Website: www.hko.gov.hk  Tel.: 1878200 

 

Yours faithfully,        

 

 

Yee Kin Wah 

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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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冬季校服 

冬季校服承辦商將安排到校為學生度身訂造校服，如有需要，學生可在校內訂購，也

可自行到門市購買。如果家長自行縫製校服，請確保符合學校標準。詳情如下： 
 

1. 訂購校服： 

 日期 時間 地點 

訂購校服 2018 年 10 月 11 日 
下午 12:30 – 1:40 

下午 3:30 – 5:00 
本校地下雨天操場 

派發校服 2018 年 11 月 15 日 
下午 12:30 – 1:40 

下午 3:30 – 5:00 
本校地下雨天操場 

 
2. 校服承辦商： 

校服 供應商 地址 電話 

冬季校服， 

校褸， 

毛衣， 

頸巾 

華灃制服 

校服公司 

- 九龍觀塘順安邨安群樓二樓

商場 101 號舖 

- 香港柴灣道 350 號樂軒台地

下 206 號舖 

2343 2011 

冬季體育服 * 雅基達 

香港專門店 

九龍旺角洗衣街 39 號金雞廣場

10 樓 1001 室 

2388 2219 

* 冬季和夏季使用同一套體育制服。學生如有禦寒需要，可到體育制服承辦商門市購

買指定款式的運動外套和運動長褲。 

 
3. 換季過渡期：2018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30 日學生可選擇穿著整齊夏季或冬季校服。 
 
4. 正式換季日期：2018 年 12 月 3 日所有學生必須換上冬季校服。 
 
5. 毛衣：深寶藍色，分為背心和長袖兩款，繡上棗紅色校徽。全校學生只可穿著學校指

定的冷外套。 
 
6. 頸巾：深藍色，抓毛質料，繡上棗紅色校徽。 

所有學生如果需要佩戴頸巾，只限佩戴校方規定款式，其他一概禁止。 

 
7. 穿著校褸安排： 

- 校褸是冬季校服的一部份，學生必須穿著回校。唯天文台早上七時預告當天觀塘
區最高氣溫在 18℃或以上，同學可選擇是否穿著校褸。 

- 如果氣溫低於 10℃，學生可以改穿黑色或深藍色厚褸。在校褸內加穿薄羽絨褸更
加方便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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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天文台：  網址：www.hko.gov.hk   電話：1878200 

 

  此致 

各位家長 

觀塘瑪利諾書院校長      

 

 

 

余健華謹啟 

二零一八年十月五日 

 

Appendix附件： 

冬季校服規則 

一．校服的精神 

1. 禦寒保暖，保障身體健康。 

2. 整潔樸素，培養純樸風氣。 

3. 整齊劃一，樹立良好形象。 
 

二．冬季校服的要求 

1. 包括校褸、白色長袖恤衫、校呔、灰色直腳長西褲、黑色皮帶、黑色皮鞋。 

2. 襪子顏色以白、黑、深藍及深灰為準。不得穿著船襪。 

3. 校徽必須縫於恤衫口袋上，大小及形狀應與口袋相同。 
 

三．穿著校褸 

1. 若天文台預告當天觀塘區最高氣溫在 17℃或以下，同學必須穿著校褸回校。放學後，
同學必須把校褸帶回家，不得存放在儲物櫃或課室內。 

 

2. 若天文台預告當天觀塘區最高氣溫在 18℃或以上，同學可自行決定是否穿著校褸回
校。同學可在恤衫外加穿深藍色毛衣。另外，也可穿著向校方認可校服商購買的運

動外套。 
 

3. 學校禮儀、拍攝校刊照片和特別宣佈的日子，同學都必須穿著校褸回校。 

  

4. 若氣溫降至 10℃或以下，學生可以穿著羽絨等其他禦寒大衣替代校褸，顏色以深藍
色或黑色為準。校樓內加超薄羽絨是較佳的選擇。 

 

四．其他衣物 

1. 毛衣：深藍色，分為背心和長袖兩款，繡上棗紅色校徽。 

2. 頸巾：校方指定款式，深藍色，繡上棗紅色校徽。 

3. 手襪：淨深藍色。 

4. 體育制服：只可攜帶回校，上體育課時更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