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Name 年级Grade 性别Gender

                                                                         Uniform Order&Payment 校服订购单List（PreK-PYP1）

项目 Item 价格         Price
尺码范围                                    

Size

订购数量      Qty 

Ordered
尺寸Size

橘色运动衫                         

Sweater （Orange）
￥110

（4#--26# ）                   

（ 100cm-160cm  ）

绿色运动衫                         

Sweater （Green）
￥110

（4#--26# ）                    

（ 100cm-160cm  ）

长裤      Pants ￥136     (100cm-200cm)

棉服       Cotton Coat ￥434   (120cm-160cm)

 运动服                                       

Sweat suit
￥378    （100cm-190cm）

项目 Item
价格           

Price

 尺码范围                    

Size

订购数量                 

Qty Ordered
尺寸Size

  格子裙                                       

Skirt
￥136     （140cm-180cm)

橘色运动衫                         

Sweater （Orange）
￥110

(4#--26#)                           

(100cm-170cm)

绿色运动衫                         

Sweater （Green）
￥110

(4#--26#)                  

(100cm-170cm)

棉服  Cotton Coat ￥434      （120cm-160cm)

 运动服                                       

Sweat suit
￥378    （100cm-190cm）

16桔色连帽衫  16Orange Hoddy ￥280    （100cm-160cm）

16绿色连帽衫16Green Hoddy ￥280    （100cm-160cm）

(4#--26#)                        

（100cm-190cm)

     （100cm-200cm)

    （120cm-190cm)

    （120cm-190cm)

    （120cm-190cm)

   （110cm-190cm)

    （110cm-190cm)

￥90,00

￥90

￥108

￥112

￥550,00

￥268,00

￥112

￥136

￥186

￥130,00

￥130,00

￥140,00

￥140,00

        长春美国国际学校校服订购付款清单 
                  CAIS Uniform Order & Payment List 

 Uniform Order&Payment List校服订购单（PYP2-PYP5）

橘色T-恤衫                 
T-shirt （Orange）                                 

绿色T-恤衫                                         

T-shirt （Green）                            
蓝裙子                                           

Blue Skirt

短裤                           
Short Pants

Trutex西服Jacket 

Trutex西裤Trousers

短裤                                              

Short Pants

长裤  Pants

 针织背心                                      

Knit Vest       

短袖衬衫（女）                           

Long sleeve shirt(Female)

   短袖衬衫（男）                    

Long sleeve shirt(Male)

长袖衬衫（女）                          

Long sleeve shirt(Female)

   长袖衬衫（男）                    

Long sleeve shirt(Male)

(110，120，130,14

0)

(110，120，130,14

0)

    (100cm-140cm)

      (100cm-190cm)

(120cm-170cm)

(120cm-170cm)



运动短裤                                      

Sports Pants
￥140 （130-XXXXL）

运动T恤衫                                

Sports T-shirt
￥160 （130-XXXXL）

项目 Item 价格        Price
尺码范围                          

Size

订购数量        Qty 

Ordered

尺寸        

Size

短袖衬衫（女）                        

Short sleeve shirt(Femal)
￥130,00     （120cm-190cm)

  格子裙                                       

Skirt
￥136     （140cm-180cm)

蓝色套头衫                                   

Blue Sweater             
￥180,00 (155cm--190cm)

Trutex蓝色连帽衫 Blue Hoddy ￥280,00 (160cm--190cm)

Trutex酒红色连帽衫 Red Hoddy ￥280,00 (160cm--190cm)

白色套头衫                                

White Sweater             
￥180 (155cm--190cm)

运动服 Sweat suit ￥378 (100cm-190cm)

运动短裤                                        

Sports Pants
￥140,00 （130-XXXXL）

运动T恤衫                              

Sports T-shirt
￥160,00 （130-XXXXL）

CAAF20/V1.3/1501

            销售人 Sales Coordinator： 家长签字Parents' Signature:

金额Amount： 日期Date：

               Note：Lareina is the person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uniform. Any problems about uniform..Please contact Lareina.

Contact Number: 84581243-0    Email：lareina@caischina.org

注：Lareina是负责管理校服的老师，任何关于校服的问题可以联系Lareina.联系电话：84581234-0

    （120cm-190cm)

(100cm--190cm)

(110cm--190cm)

(160cm--190cm)

(150cm-190cm)

(150cm-200cm)

   （110cm-190cm)

   （110cm-190cm)

Trutex 西裤Trousers

￥140,00

￥140,00

￥130,00

￥112

￥186

1901-4-30

￥350

￥268,00

￥550,00

￥268,00

长袖衬衫（女）                       

Long sleeve shirt(Femal)

 长袖衬衫（男）                         

Long sleeve shirt(Male)

 短袖衬衫（男）                        

Short sleeve shirt(Male)
  短裤                                            

Short Pants   

 针织背心                                    Knit 

Vest        

 毛呢大衣                                     

Wool Coat     

西服Jacket 

西裤Trousers

Trutex西服Jacket 

 Uniform Order&Payment List（MYP1-DP2）

校服订购单（6-12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