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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級社 職業 簡介
正會長
雷禮和 1968仁社 商人 歷任正、副會長及常務理事，熱心推動本會會務，熱愛母校，在培正校名校徽被搶

註事件上費心費力，首先揭露事件並推動全球校友支持母校取回註冊權。
副會長
廖約克 1963真社 商人 70年代初，為紐約愛國學運中堅，哈佛大學博士，74年返香港後任教於中文大學，

後創辦精電有限公司，為世界上最先從事液晶顯示器之廠商之一，2002年退休後，
積極參與香港社會服務及慈善活動，為多個社會機構之委員，其中2003年10月獲政
府委任為香港學術評審局主席。由於他對社會的突出貢獻，先後榮獲頒授「大英帝
國勳位」、「銀紫荊星章」。

陳德華 1966皓社 商人 曾任2002-2006年度會長，熱心本會會務，對母校設施及學生活動大力捐輸，在支
持母校取回校名註冊權，出錢出力。

呂沛德 1973勤社 在同學會網頁事工上，忘我投入。
方潤江 1975昕社 IBM高級職員 積極推動本會會務。
張廣德 1976敏社 教育 培正小學副校長。歷任本會副會長，對推動本會會務費力勞心，為母校與同學會間

重要橋樑。
黎藉冠 1983凱社 商人 本會永遠名譽會長；積極支持及參與本會活動。
常務理事
林學廉 1957輝社 歷任本會常務理事、秘書。推動會務，不遺餘力。
吳欽亮 1978英社 商人
羅志明 1977傑社 教育 歷任本會常務理事、副會長
翟煒斌 1960正社 商人 歷任本會常務理事，熱心會務
何浩元 1981勁社 教育
郭秀山 1990騰社 熱心會務
特邀常務理事
吳漢榆 1953誠社 積極參與推動本會會務
陸志中 1959光社 商人 歷任本會常務理事、副會長，積極推動本會會務。
彭煥棠 1959光社 商人 曾任本會副會長，歷任光社社長。
孫榮良 1996頤社 商人

   

香港培正同學會2008-2010年度正副會長/常務理事

香港培正同學會有限公司2008至2010年度會長及副會
長之選舉，經於2008年10月15日在香港培正小學A座四
樓舉行。各級社代表出席者27人，香港培正中學葉賜添校
長、香港培正小學李仕浣校長應邀出席監票。 
選舉結果如下：
正會長 雷禮和（1968年級仁社）
副會長 廖約克（1963年級真社） 陳德華（1966年級皓社）
  呂沛德（1973年級勤社） 方潤江（1975年級昕社）
  張廣德（1976年級敏社） 黎藉冠（1983年級凱社）
常務理事 林學廉（1957年級輝社） 吳欽亮（1978年級英社）
  羅志明（1977年級傑社） 翟煒斌（1960年級正社）
  何浩元（1981年級勁社） 郭秀山（1990年級騰社）

後補常務理事
  陸志中（1959年級光社） 吳漢榆（1953年級誠社）

正副會長就職典禮將於2008年12月6日香港培正同學日
於培正中學大禮堂舉行，特為奉告，敬希 察照為荷

此致 
各地培正同學會會長
省、港、澳培正母校中小學校長
各級社代表
各位校友

2008-2010年正副會長，常務理事名單

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趙文藻
委員 林學廉 彭煥棠 楊靜剛
   呂沛德 黎藉冠 潘嘉衡 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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