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 告
鑑於近月來，眾多海內外培正校友，就有關「校名校徽事件」傳聞紛紜而查詢，為

正視聽，謹作報告如下：

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於2007年8月15日，以廣東培正學院
（前稱民辦培正商學院），違反了『商標法』.第31條「以不正當手段搶先註冊他人己經使用
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標」的規定，以第5273号裁定對廣東培正學院（前稱民辦培正商學院）.
之「培正Pei.Zheng及圖型」商標予以撤消。

廣東培正學院（前稱民辦培正商學院）不服，於2007年9月14日向北京市第一中級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後，依法組成合議庭，於2007年10月25日，公開開
庭審理。

2008年三月二十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決書《（2007）一中行初字
第1269号》，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第5273号裁定認定基本事實清
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應予維持；廣東培正學院（前
稱民辦培正商學院）的訴訟主張證據不足，理由不充份，其請求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據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
釋』第56條第（四）項之規定，判決：

駁回廣東培正學院（前稱民辦培正商學院）的訴訟請求。

廣東培正學院（前稱民辦培正商學院）如不服該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15日
內，提交上訴狀，上訴予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於2008年4月26日，廣東培正學院（前稱民辦培正商學院）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遞致上訴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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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圍繞廣東名校「培正」商標爭��紛，引起」商標爭��紛，引起商標爭��紛，引起
了國內外教育界、法律界和社會公眾的廣泛關注，爭議雙
方廣州培正中學和廣東培正學院最終付諸法律行動。今年
8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對涉案的第
1475419號「培正PEI.ZHENG及圖形」商標做出「予以撤�」」商標做出「予以撤�」商標做出「予以撤�」」
的裁決。之後廣東培正學院不服裁定，起訴到北京市第一
中級人民法院，法院於10月25日第一次開庭審理。

廣州培正中學負責人近日接受媒體採訪時，介紹了事
件經過，他表示，國家商評委的裁決是基於正義和事實做
出的裁決，學校對此表示歡迎，對於後續法律訴訟，學校
將奉陪到底，有信心贏得最後勝利。
百年名校「培正」校名校徽���標�註」校名校徽���標�註校名校徽���標�註

培正中學是廣州百年名校之一，創辦於1889年，歷史
上享有「北有南開，南有培正」之贊�，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之贊�，上世紀三十年代在之贊�，上世紀三十年代在
港澳辨分校，至今已有118年的歷史。據不完全統計，遍佈
世界各地的培正校友約7萬多人，世界各地有數十個培正
同學會，據不完全統計培正畢業生中有中國科學院、中國
工程院院士十四名，不少培正校友在各條戰綫均有卓越成
績，為全球的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998年諾貝爾獎得主崔琦便出自培正門下。

1999年，廣州培正中學校長吳琦首次在校董會上提出
培正校名註冊的問題。次年，廣州培正中學向廣州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申請註冊校名、校徽。不料申請被駁回，原因
是校名、校徽已於1999年被人申請註冊，並於2000年11月
獲批准，註冊的適用範圍包括學校、函授課程、培訓、教
學、寄宿學校、組織學術研討會等。讓「培正」人沒想到的」人沒想到的人沒想到的
是，搶註人是一所民辦高校——私立培正商學院（現更名為
廣東培正學院）。

「培正家族」共有多所學校，主要分佈於穗港澳地區。」共有多所學校，主要分佈於穗港澳地區。共有多所學校，主要分佈於穗港澳地區。
而私立培正商學院創辦於1993年，是一所由廣東省人民政
府批准成立，國家教育部核准備案，實施學歷教育的普通
高等學校，該校由港澳和海外培正校友及社會知名人士捐
資興建。

使用了上百年校名、校徽同名民辦高校搶先注冊，培
正家族卻事前竟然一無所知！.培正商學院董事局事後做出
了解釋：學院原擬以「民辦培正商學院」名義申請商標註」名義申請商標註名義申請商標註
冊，但根據國家商標法規定，只能註冊「培正」二字，學」二字，學二字，學
院強調註冊商標是為保護培正之名，防止他人濫用。該學
院還在《敬告全球培正校友》中表明：「此註冊商標只適用
於中國內地，絕對不影響港澳特區各個以『培正』為名的學
校」，「中國內地所有以『培正』為名的一切學校在商標註冊」，「中國內地所有以『培正』為名的一切學校在商標註冊，「中國內地所有以『培正』為名的一切學校在商標註冊
之前已成立的，均可繼續永久使用『培正』之名」。」。。

對於培正商學院的這一說法，穗港澳三地培正學校及
培正同學會並不接受。經過交涉未果，穗港澳三地的培正
學校校長及三地培正同學會會長達成共識，決定通過法律
手段，�回「培正」商標權。2002年6月，廣州培正中學提」商標權。2002年6月，廣州培正中學提商標權。2002年6月，廣州培正中學提
起撤�註冊申請。
國家�評委裁定「培正」�標註冊������」�標註冊�������標註冊������

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經審理查明：

1889年，美國南方浸信會在廣州成立「培正書院」。1912」。1912。1912
年，更名為培正學校。1928年，更名為私立廣州培正中學
校。1953年，政府接管，改為公立廣州市第七中學。1958
年，在培正學校校址開辦廣州師範學院。1962年，廣州師
院停辦，在原址成立僑光中學。1966年，僑光中學改為人
民一中。1969年，改名為廣州市第五十七中學。1984年，
經廣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將廣州市第五十七中學復名為廣
州市培正中學。2000年，廣州市東山區機構編制委員會頒
發証書証明，廣州市培正中學為正處級事業單位法人。

國家商評委同時查明，廣州市培正中學自1984年復校
以來，先後獲得廣東省先進集體、廣東省先進學校等眾多
榮�。根據2002年，廣州市教育局出具証明稱，廣州市培
正中學為「廣州市為數不多的百年名校，一個多世紀以來，
培養了無數傑出人才」。」。。

國家商評委還查明：1996年，廣東省人民政府同意成
立私立培正商學院，1998年，教育部同意備案並正式命名
為民辦培正商學院，該學院董事會梁尚立董事長1989年曾
經擔任廣州市培正中學創校百周年大慶籌委會主任（梁尚立
曾任廣州市培正中學董事會董事長，成立私立培正商學院
的動議最初也是培正中學董事會內議定的）。培正商學院在
籌建之初，曾經借用廣州市培正中學的校舍作為辦公和教
學之用。因此培正商學院完全知曉「培正」是廣州市培正中」是廣州市培正中是廣州市培正中
學校名，並一直作為商標使用。

國家商評委認為，一所學校的歷史是其自身開展教育
活動和培養人才的歷史，並不會因為校名的更改或者校址
的變遷而導致學校歷史的變化。學校所包含的不僅僅是校
舍、校址等有形資產，更多的是長期以來圍繞學校發展形
成的一種人文精神和價值取向。本案中，雖然申請人名稱
發生一些變化，但其中原因是歷史造成的。2007年8月，國
家商評委根據查明事實，認定：被申請人註冊爭議商標的
行為已經構成《商標法》第31條所指「以不正當手段搶先註
冊他人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的行為，主觀具有惡」的行為，主觀具有惡的行為，主觀具有惡
意，申請人撤�理由成立，於是做出撤�涉案註冊爭議商
標的裁定。

律師駁斥廣東培正學院三大行政訴訟理由
2007年9月，廣東培正學院以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

標評審委員會做出的裁定書存在適用法律的錯誤和嚴重違
背我國法律規定的錯誤，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要求法院撤�有關裁定。

培正學院在行政起訴狀提出了三大理由：其一、該裁定
書存在嚴重的認定事實不清，包括歷史事實和法律事實。
該學院指出，廣州市培正中學的前身是1962年創建的「僑
光中學」，而非「1889年成立的培正書院」；廣州培正中學」，而非「1889年成立的培正書院」；廣州培正中學，而非「1889年成立的培正書院」；廣州培正中學」；廣州培正中學；廣州培正中學
目前在培正路2號是「暫借」關係，�原來解�前的教會培」關係，�原來解�前的教會培關係，�原來解�前的教會培
正中學毫無關係。其二、有關裁定書違背了我國教育法規
的規定。培正學院認為，本商標爭議不同於一般的商標爭
議，既要符合商標法規定，更要符合教育法律規定。自己
在使用「培正」這一校名，是我國政府加蓋國徽��的正式」這一校名，是我國政府加蓋國徽��的正式這一校名，是我國政府加蓋國徽��的正式
法律文件，理應得到法律保護，而廣州市培正中學從原來

培正中學贏得「培正」商標爭議案第一仗
《中國知識產權報》 記者顧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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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僑光中學」、「人民一中」、「五十七中」等校名變更為現」、「人民一中」、「五十七中」等校名變更為現、「人民一中」、「五十七中」等校名變更為現」、「五十七中」等校名變更為現、「五十七中」等校名變更為現」等校名變更為現等校名變更為現
有校名，沒有得到國家的正式批准。而且，廣州市培正中
學在訴爭商標時，代表了境外宗教組織的利益，該中學在
商標爭議案件勝訴後，境外宗教組織為之雀躍歡呼，即可
証明。其三、國家商評委錯誤適用商標法第31條的規定。
國家商評委在審查廣州市培正中學的歷史沿革和與歷史上
培正書院的關係問題上，違背了歷史事實，歷史上的培正
書院及後來的培正學校的輝煌成就，與現在的廣州市培正
中學沒有關係，現在該校雖然使用的是原教會培正學校校
徽，但無論從著作權意義還是商標意義上來說，均不是廣
州市培正學校獨創和在先使用，並不屬於該校所有。

因此，廣東培正學院認為自己的申請註冊行為是正當
合法的申請註冊行為，不存在主觀惡意和不正當手段行
為，符合法律規定。國家商評委做出的錯誤裁決，嚴重損
害原告的合法權益，同時也對國家根本利益和我國的教育
主權造成不應有的損害，應當依法撤�。

對於廣東培正學院的說法，廣州培正中學法律顧問兼
代理律師、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知識產權專業委員會委員劉
孟斌認為，該學院的說法，完全是在混淆視聽，特別是提
到所謂的宗教問題、「教會復辟」，更是�言�聽，有意�」，更是�言�聽，有意�，更是�言�聽，有意�
造混亂。

劉孟斌指出，廣州市培正中學與培正書院及培正學校
的歷史傳承關係，不但得到了政府和教育部門的批准和肯
定，也得到了廣大校友和社會公眾的認可；廣州市培正中
學復名到商標遭遇搶註的15年間，一直使用「培正」校名、」校名、校名、
校徽，獲得眾多榮�，並成功舉辦建校100周年和110周年
慶典，各級領導到場慶賀，海內外校友歸寧。復名後的培
正中學，校�越來越高，為國家教育事業做出很大貢獻，
足以証明已經將承載而來的「培正」商標又提高到了一個」商標又提高到了一個商標又提高到了一個
比歷史更高的知名度，在先使用事實無可辯駁。他同時指
出，承認教會培正學校是廣州培正中學前身的歷史，並不
意味要「反攻復辟」。廣州市培正中學經過新中國幾十年辦」。廣州市培正中學經過新中國幾十年辦。廣州市培正中學經過新中國幾十年辦
學經歷，每年高考錄取率升學率幾乎100%，早已經成為一
所生機勃發、享有盛名的公辦學校，2005年更被在網絡調
查中評為《中國百所名校》，對此，學校的主管部門.——.廣
州市教育局對廣州培正中學近年的辦學也予以高度評價，
並以實際行動支持該校的維權行動，這是給哪家教會培育
人才？按照這種邏輯，南京大學的前身是基督教人士創辦
的金陵大學，難道也算是教會大學？香港、澳門的各個培
正學校、同學會之所以各種形式聲援，是出於對母校的感
情，與宗教無關。廣東培正學院所稱宗教問題，不但是企
圖混淆視聽，更有挑撥宗教矛盾、渾水摸魚的嫌疑。

另外，劉律師還指出，培正學院稱自己是國家有關部
門用「蓋了國徽」的文件批准辦學，而廣州培正中學則沒有」的文件批准辦學，而廣州培正中學則沒有的文件批准辦學，而廣州培正中學則沒有

的說法，是在偷換概念。眾所周知，開辦高校自然要國家
有關部門批准，當然蓋有國徽，而中學復名根本不用到國
家部門的層面辦理，自然不用「加蓋國徽」的文件，這是中」的文件，這是中的文件，這是中
學與高校辦學審批的程序問題，與是否能合法申請商標毫
無關係。
專家呼籲關注教育品牌的保護和利用問題

記者在隨後的採訪中發現，有關教育品牌的搶註問
題，並非只有廣州「培正」的商標之爭，2003年，重慶南開」的商標之爭，2003年，重慶南開的商標之爭，2003年，重慶南開
中學申請了「南開」商標，就在商標即將註冊成功時，天�」商標，就在商標即將註冊成功時，天�商標，就在商標即將註冊成功時，天�
南開中學提出「南開」商標爭議，這一事件也從而引起媒體」商標爭議，這一事件也從而引起媒體商標爭議，這一事件也從而引起媒體
廣泛關注。湖南長沙的「雅禮」、「明德」、「長�」等名校，」、「明德」、「長�」等名校，、「明德」、「長�」等名校，」、「長�」等名校，、「長�」等名校，」等名校，等名校，
也先後傳出商標遭遇搶註的風波。與這些知名中學相比，
高校的知識產權保護做得比較好。2004年，華南農業大學
就一次性投入20多萬元，對「華南農業大學」校名等進行了」校名等進行了校名等進行了
全類別商標註冊。其他高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淅江
大學、中山大學等知名高校也分別註冊了相關商標。

著名知識產權法學家、中國社科院知識產權研究中心
副主任李順德教授表示，對於一所具有歷史淵源和相當高
知名度的學校校名校徽，特別是對於在海外都有深遠影響
的學校，應該予以尊重和妥善保護。學校的校名雖然經過
變革，但這是歷史原因，與學校沒有關係，只要校友、社
會公眾和有關部門認可，就可以算是傳承有序了，廣州培
正中學無疑是這樣。因此，國家商評委的裁定應該說是正
確的。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資深法官表示，其實商標撤�
爭議案件主要審查的是涉案商標註冊人是否具有申請註冊
的合法性，即商標法第31條所說。因此本案的關鍵在於培
正學院有沒有侵害他人的在先權利，如果有，撤�商標理
所當然。

廣東知識產權保護協會會長、首屆廣東省高級法院知
識產權法律咨詢顧問唐善新教授表示，教育名校是稀缺資
源，關於教育品牌的保護和利用應該早日得到重視。他指
出，目前對名校這一教育品牌的開發和利用方面，還僅
僅品牌輸出、聯合辦學方面，這是對教育品牌作用認識
不夠。名校教育品牌的應用，不但可以延伸到聯合辦學、
培訓等層面，更可以推廣應用到圖書、教材、教育音像�
品等文化產業發展，以及相關產業方面，開發前景不可忽
視。

〔後記〕2007年11月8日，培正校名註冊委員會召開了培
正註冊權情況新聞發佈會。.與會有《南方日報》、《廣州日
報》、.《羊城晚報》、.《南方都市報》、.《新快報》以及《中國知
識產權報》廣東記者站等各大媒體。圖為新聞發佈會現場。

—— 《廣州培正通訊》 編者
＜轉載廣州培正通訊第45期＞

普天下紅藍一家親
敬愛的會長、理事：
1..堅決反對表叔無理�取培正校名校徽的註冊權。
2..堅決支持母校首推手機教學，並預祝成功，開改革先

河。
3..渴望�回港區十大名校桂冠，中中教學大哥大，出多些

丘成桐、崔琦等世界級頂尖科學家，吳家瑋、吳仙標的
教育家、林思齊省督政治家。

4..穗、港、澳、梧、台，紅藍兒女團結萬歲。
— 這是新年祝願

永遠懷念黃啟明校長（1939年，黃校長仙遊時，本人曾赴港送他最後一程，宿於港校舍與港校有兩夕之緣。）
    澳門培正中學1942斌社林家棟、馬明於文明之邦加拿大

2008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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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星期六），為香港培正同學
會舉行本年度同學日，中、小學校園四周，紅藍色旗隨風
飄揚，九龍窩打老道上，碰面儘是紅藍人，扶老攜幼步向
母校校園，沿小徑步入，梯級前由童軍以軍禮相迎校友，
款接處站立同學會各首長、顧問，與歸寧校友握手問候，
在簽到處分別找尋各所屬級社冊，簽署留名後，撿取同學

通訊、母校校刊，並選購各種紀念品，年幼學弟、妹，紛
向陳伍婉蘭有蓋操場，選擇參與各式攤位玩藝，踴躍非
常，場面十分熱鬧。

是日早上十一時，中學部舉行賢社學生中心、梁北鵬
運動場及運動校園揭幕典禮，恭請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
林匹克委員會義務秘書長彭冲先生、黃兆永教授、梁孔德

1947年級虹社鑽禧  1957年級輝社金禧
1982年級駿社銀禧

1962年級旭社藍寶石禧  1967年級恆社紅寶石禧
1972年級賢社珊瑚禧  1977年級傑社珍珠禧

加冕典禮

2007年度香港培正同學日大會

 林學廉

1947虹社鑽禧

雷禮和會長、葉賜添校長、李仕浣校長、高錦輝校長先後作校務
報告

陸志中、吳漢榆、呂沛德三位副會長頒授07年度中、小學獎學金

��

培正同學總會消息



先生、陳志強牧師、何建宗校監、楊國雄校董、鄭成業校
董及葉賜添校長為碑石揭幕主禮嘉賓；與會典禮校友百餘
人，盛極一時。

與此同時，中、小學均舉行特別室開�，小學部D座四
樓陳志成環境教育中心，D座六樓天臺之德華園圃；並有節
目表演，D座雨操場有管弦樂演奏、小操場上有環保主題音
樂劇、D座雨操場中樂演奏；加冕班及校友籃球賽假中學陳
伍婉蘭體育館及港澳校友與在學學生籃球友誼賽分在中學
操場舉行；由母校招待茶會，款接歸寧校友，在小學飯堂暢
聚，藉此談個天南地北，樂也融融，整個培正校園洋溢一
片歡樂氣氛。

下午三時三十分為同學日大會開始，由於小學部禮堂

拆卸改建，因此各校友移
玉 至 中 學 禮 堂 舉 行， 大
會主席雷禮和會長及籌委
會主席呂沛德、吳漢榆副
主 席 主 持， 由 司 儀 孫 立
希、李芷菁同學，宣布本
年度香港培正同學日大會
開始，大會主席團相繼就
座後，由張廣德副校長指
揮與會同寅齊唱校歌，繼
續恭請校監何建宗博士領
禱；會長雷禮和作會務報
告，會長簡述年來同學會
舉行之例會專題講座研討
會，分別邀請不同級社之
專 業 界 人 士 負 責， 如 醫
學、天文、地產、金融資
訊、通識教育、精算學及

「五行」演化的一個數學模
型等；並於七月一日舉辦
東莞遊一天之活動。在大
會中並申明百年名校「培
正」註冊權回歸母校在望
之喜訊。

校務報告，分由港中
學校長葉賜添、港小學由
李仕浣校長作簡略介紹近
今母校之發展（詳見校刊
刊載），澳門母校由高錦
輝校長簡單介紹創校120
周年紀念大樓動土感恩典
禮，動土禮後，原F座大
樓將成歷史回憶，大樓樓
高十層，當中包括教室、
圖書館及多功能體育室及
各種活動室，使學校校園1962旭社藍寶石禧

1957輝社金禧

朱素蘭總幹事、黃漢堅理事
長、呂超校長（廣州培正中
學）頒獎予穗港澳三地培正專
題研習比賽得獎者

��

培正同學總會消息



更超現代化，預計將於二
○○九年中落成，屆時新
增更多活動空間，增強在
學學生體質。

隨後由同學會各首長
主 持， 頒 發 紅 藍 精 神 獎
學金，中學部林偉君同學
獲頒紀念黃逸樵老師獎學
金、蔡暉濠同學獲頒紀念
高雁雲老師獎學金、羅鈺
鎂同學獲頒紀念林藻勇老
師獎學金及李俊熙同學獲
頒紀念吳榮招老師獎學
金；李振宏獲頒南太獎學
金。而小學部獲得紅藍精
神獎學金共有十位芳名如
下：黃子衡、馬昕、沈鎧
霖、姚子晴、陳泳霖、林
詠莎、李倩彤、陳子謙、
林倬琳及王浩陽等同學。

由穗港澳三地培正專
題研習比賽，以踐行「至
善至正」校訓，維護「培
正」百年美�，作品之設
定以詩文或文�及詩歌形
式表達主題，對象為小學
組，初中組，而以專題研
習，對象以高中組及教師
組為徵文對象，由三地培
正各派出兩名評委參與評
審，評審事務統籌由吳琦
及朱素蘭負責，評審事務
統籌不會參與評審工作，
以 示 公 正， 經 過 認 真 評
選，評出了38份佳作，結
集刊�，現由朱素蘭總幹

事、黃漢堅理事長（澳門）、呂超校長（廣州培正中學）頒獎
予得獎者。.

大會程序接近尾聲，由本會秘書林學廉君致謝辭，語
謂：喜見海內外學長歸寧港母校，參與同學日大會聚會，
母校供給禮堂，校方老師及全體員生、職工襄助，使大會
順利完成，實深感謝，各學長歸寧母校，目睹近今之發展
一日千里，小學具有五十多年歷史之舊禮堂拆卸，改建新
型禮堂及多用途活動室，總建築費需弍億員之數，希請各
學長、級社踴躍捐助，玉成美舉；本人更籲請全體學長，
為「培正同學通訊」提供稿件，以便更充實內容，當翻閱通
訊時，彼此瞭解各地同學近況，並籲請學長贊助出版通訊
及郵費，實深感紉。

1972賢社珊瑚禧

1967恒社紅寶石禧

薪火相傳  1933年級鄺文熾
學長傳授會旗予2014年級雋
社，紅藍旗幟代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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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團與本會全體顧
問及海內外各地同學會會長、
各地同學會代表，齊集臺前拍
照留念，最後由各級社同學代
表，參與薪火相傳隆重儀式，
象徵紅藍代傳之盛名。

主席團退席後，便是各級
社盛典開始，首由一九四七
年級虹社學長登臺參與鑽禧
典禮，人數頗眾，每位學長精
神甚佳，步履穩健，雖屆八十
多高齡，仍熱情參與，實可喜
可賀。接着是一九五七年級輝
社學長登臺，舉行金禧紀念典
禮，由於該社曾於十一月九日
歸寧港母校舉行紀念儀式，海
內外參與該典禮活動計一佰壹
拾捌位，紀念活動後飛返外
地，並於十二月一日集中，假
座美三藩市金禧紀念聚會；因
此當天參與港同學日金禧典
禮，約為三十多位。接着是
一九八二年級駿社銀禧加冕盛
典，年青之學長，接受昔年教
導之老師親手戴上加冕帽，每
位學長，逐一致謝老師，禮成
後，駿社學長並致送紀念品給
老師留念，師生之情十分親切
溫馨，一九六二年級旭社藍寶
石禧典禮、一九六七年級恆社
紅寶石禧典禮、一九七二年級
賢社珊瑚禧典禮及一九七七年
級傑社珍珠禧典禮；各級社盛
典，除邀請當年任教之師長及
現職校長、副校長主持，並向
母校、同學會致送款項及紀念
品，以示愛校愛會之情操，足
見紅藍精神永不息。

各盛典於下午七時四十分

禮成，各級社學長、嘉賓，移玉至九龍窩打老道，豪華大
酒樓參與本年度大公宴，該晚筵開六十八席，全場儘是紅
藍人，笑談當年軼事與互相祝賀，久別了學長，談個天南
地北，樂也融融，熱鬧非常，飲宴至深夜十一時始畢，相
約在二○○八年同學日再聚。

本年度同學日出席嘉賓、顧問及各地同學會會長、各
地同學會代表，芳名臚列如下：

香港培正中、小學何建宗校監、香港培正中學葉賜添
校長、香港培正小學李仕浣校長、澳門培正中學高錦輝校
長、廣州培正中學呂超校長、廣州東山培正小學張淑華校
長、廣州西關培正小學林燕慧校長、培正校名委員會朱素
蘭總幹事、台山培正中學董事長鄺文熾學長、美國羅省培
正同學會會長潘其平、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馮啟異、三

1982駿社銀禧

1977傑社珍珠禧

歸寧日慶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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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市培正同學會周榮超顧
問、紐約培正同學會會長
李真如、加拿大卡加利培
正 同 學 會 許 榮 光 名 � 會
長、加京培正同學會程慶
生會長、波士頓培正同學
會文森祿會長、新加坡培
正同學會鄭保卿會長、紐
西蘭培正同學會李文田會
長、台灣培正同學會劉安
乾會長、澳門培正同學會
黃漢堅理事長、司徒英顧
問、張煊昌顧問、冼永就
顧問、周國強顧問、梁美
麟顧問、趙榮光顧問、金
禧班代表。

培正萬歲

賢社學生中心揭幕

林學廉秘書長代表本會致謝辭 同學日，家長義工隊熱心為母校大樓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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