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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章由前任賢能學長領導於1971年制訂，已歷
近四十載。數十年間，香港內外環境已出現很大變化，
本會會務日趨繁多與複雜，得歷任正副會長及眾理事忘
我付出，亦因時制宜，訂下多項行之有效機制。然為求
與時並進，及吸納更多賢才為會出力，把會務辦得更
好，本屆理事會遂倡議修改本會會章，以配合廿一世紀
的需要及現實，作出適切變更，使到推展本會會務更為
順利。

是次修訂會章朝三大方向進行：
一.. 文法上的錯誤：.現行會章內文有幾處存有文法

錯誤，希望能夠予以更改。
二.. 處理歷史問題：.由於現行會章已經制訂多年，

校內校外情況已有很多變改，需作適時調整更新以反映
實情。如會章中提及香港為「Colony」殖民地，現應更改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Hong.Kong.SAR），又如會章制訂時
香港培正中小學仍為一體，現已分別獨立註冊；再如會
章訂明只有郵寄為通知各會員的有效方法，現應加上電
郵、傳真等方式。凡此種種皆屬與時並進之舉。

三.. 現行會章對於本會組織、架構及運作方式已經
有所訂定，然而歷任前賢多年來已經因時制宜，訂立多
項權宜行事方法，現藉此修章契機，反映前賢所付的努
力，並確認多項現行做法；同時配合現今情勢，作適切
變改。例如每屆常務理事會任期由一年改為兩年，副會
長人數由4人增為6人，會員繳納會費亦應根據當年經濟
環境而釐訂，及增加其他有利於開展會務的條款。

香港培正同學會會章修訂
二零一零年

本屆理事會由呂沛德副會長建議，經理事會商討，
同意啟動修改會章程序。先徵詢本會義務法律顧問何約
翰學長、鄭瑞泰學長意見，並由同學會發出通告和在網
頁提出，邀集各校友為修章一事發表意見，反應踴躍，
提出寶貴意見的校友包括：田榮先、陳連濱、黃如珍、
趙從偉、蘇嘉穎、余覺湛、陳瑞玲、周慧彰、黎名建、
施永輝、陳秉麟、徐兆敏以及本會各位現任前任正、副
會長、常務理事等。2010年10月16日，本會召集級代表
大會，討論經整理後各校友對修章各項細節所提出意見
和建議，討論後交鄭瑞泰學長修繕會章修訂初稿，隨後
通知各會員於11月3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準備商討及
通過修訂會章一事，然而因該晚出席者未達法定人數，
宣告流會，改於11月10日續會續議，並由出席各級代表
投票通過。

經通過修改的會章，已即日生效，並交由法律顧問
跟進各項文本及通報相關部門工作。然而，本會會章仍
以英文本為準，日後理事會將參照已通過英文版制備中
文版供各會員參考，方便會務工作，惟若日後不同語文
版本會章所表達文義有分歧，一律依據英文版解釋為準。

修章工作順利完成實有賴本屆理事會同人及各熱心
級代表和校友支持，冀盼在會章修訂後，會務推動更順
利，聯繫各校友工作做得更理想。各學長日後對修訂後
會章若有任何意見，歡迎直接聯絡同學會提出或透過各
級代表轉達，以便精益求精，更臻完善。

常務理事何浩元（1981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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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級社 簡介
正會長
呂沛德 1973勤社 原副會長、中學家長教師會副主席，熱心會務，在同學會網頁事工上，忘我投入。..
副會長
朱鎮龍 1963真社 服務香港政府任職公務員，先後在勞工處，工商署，工業署，經濟貿易辦事處及投資推廣署工作。任

內被選外派駐加拿大安大略省多倫多市和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協助在當地分別設立香港的首個投資促
進辦事處，並當總監。

方潤江 1975昕社 IBM高級職員，原副會長，熱心會務。
張廣德 1976敏社 香港培正小學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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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志明 1977傑社 歷任本會副會長、常務理事，熱心會務。期望在新一屆的會長領導下，共同齊心協心，為培正母校及

同學會作出貢獻，繼續發揮紅藍團結友愛，至善至正的精神，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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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秀山 1990騰社 在電腦軟件公司工作，負責企業內部管理系統（ERP. System)的技術支援和客戶服務等工作，現職高

級系統顧問。
常務理事
莊潤祥 1976.捷社 退休校長，教育顧問（主要作網絡教學效能研究，中國語文教學研究)
吳欽亮 1978英社 原常務理事，自中學以來熱心組織級社活動，從事資訊科技的顧問工作。於两年前有幸参予同學會工

作，向各資深學長學習推動紅藍文化，.維繫同學情誼。
潘嘉衡 1984智社 於香港培正中學母校服務多年，歷任本會常務理事，多次主持校、會重要活動，著名之金牌司儀也。

劉詩韻 1986晶社 商人，積極推動晶社社務，現職為集團日常營運及處理個別複雜評估、併購議價及市場調研工作。
陸効民 1991勇社 商人，曾任本會常務理事
翁志輝 1992義社 積極參加本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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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至2012年度正副會長及
常務理事之選舉，經於2010年11月17日在香港培正小學D
座一樓會議室舉行。各級社代表出席者29人，香港培正中
學梁家榮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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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沛德（1973年級勤社）
副會長...朱鎮龍（1963年級真社）. 方潤江（1975年級昕社）
. . 張廣德（1976年級敏社）. 羅志明（1977年級傑社）
. . 黎藉冠（1983年級凱社）. 郭秀山（1990年級騰社）
常務理事. 莊潤祥（1976年級捷社）. 吳欽亮（1978年級英社）

. . 潘嘉衡（1984年級智社）. 劉詩韻（1986年級晶社）

. . 陸効民（1991年級勇社）. 翁志輝（1992年級義社）
正副會長及常務理事就職典禮將於2010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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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委員會通告第三號
2010年11月18日

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 趙文藻
委員. 鄭作豪.吳漢榆.陳子樂
. . . 劉紹其.鍾信明.楊靜剛.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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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香港培正同學會。（ 贊助人：陳德華顧問 2004-2008會長。）

名  稱：  立方盃（中學組）。

舉辦宗旨：  自2010年度起，每年舉辦紀念陳立方老師排球邀請賽，藉以紀念陳立方老師推動培
正母校及香港學界排球運動的貢獻，通過每年的校際排球比賽切磋球技，提高培正
學生對排球運動之興趣，並聯絡四地培正友誼及促進相互體育之發展。

顧  問：  雷禮義先生。（知名資深國際排球裁判，前香港排球隊教練。）

邀賽隊伍：  香港培正、澳門培正、廣州培正、台山培正。

獎  品： 冠軍－ HK$ 3,000.00 及 獎盃一座
 亞軍－ HK$ 2,000.00 及 獎盃一座
 季軍－ HK$ 1,000.00 及 獎盃一座
 殿軍－ HK$   500.00 及 獎盃一座

頒獎典禮：  在賽後（或同學日大會）頒獎。

比賽日期：  2010年12月4日下午至12月5日上午。

比賽地點：  廣州培正中學。

比賽制度：  單循環制，（全部共六場賽事） 。

交通住宿：  主辦賽會提供每隊酒店一晚雙人房共六間（包早飱）；及每隊人民幣1,000元交通津
貼。

球員資格：  在校就讀培正學生；每球員只限報名參加一隊。

比賽規則： 除特聲明外，按香港學界排球賽規則。球隊遣派未報名（包括未辦齊報名手續）或被
罰停賽球員出賽，均作違背章程論，並可取消其比賽資格。

裁  判：  由賽委會派員擔任，各球隊職球員須服從當值裁判，不得異議。

投訴抗議：  球隊對於有關比賽之事件，得於開賽前向裁判員提出磋商解決。
 倘若在比賽中有所爭執，當值裁判員依例判決，球隊仍有不滿意者，可提出保留抗

議權，但比賽仍需繼續，否則喪失抗議資格。
 抗議書於比賽完結時起兩小時內送達賽會，交比賽委員會作最後之判決。

棄  權：  參加球隊應依照比賽編定時間派隊出場比賽；逾時十五分鐘不派隊出賽（或不足法定
人數），則判作棄權論；棄權一次，即可取消比賽資格。

法律責任 ： 如果球員未滿十八歲，該隊領隊須獲其父毋或監護人同意後，方可替該名未滿十八
歲的球員報名參加。

 領隊須確保該隊球員均身體健康，適宜參加比賽，方可替該名球員報名參加。 
 領隊並聲明解除對主辦機構的一切責任，在活動期間，其球隊球員倘有受傷、疾

病、死亡或財物損失，慨與主辦協辦及比賽場地所屬單位無涉。

修  改：  本章程如有未盡善處，經比賽委員會通過後得以修正之，如未經以上規定者，賽會
有權處理之。

培正立方盃：
紀念陳立方老師排球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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