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m:  "John Sun"<john.sun.to@gmail.com>; 

Date:  Sat, Dec 5, 2015 01:36 AM 

To:  "HKPCAA"<info@puiching.org>;  

Subject:  Fwd: Zhengshe Letter of Petiton 

  

Dear 蕭寅定總幹事: 

 

Below is the 培正正社請願支持書(LETTER OF PETITION) in support of the original world-

wide petition letter issued on 2015 年 11 月 14 日香港培正同學曰  and in support of the 

legal position of 顧明均學長 to pursue a better future for Pui Ching.  

 

Please release this letter and its associated information in your Pui Ching Website 

and other places where you deem appropriate. 

 

我們熱愛培正永遠支持培正. 

 

Thanks and best. 

 

學弟 孫強 敬上   3 December 2015 

 

 

 

 

 

 

 

 

 

 

 

 

 

 

 

 

 

 

 

 

 

 

   



培正正社請願支持書(LETTER OF PETITION) 
 

關心培正的正社同學們: 
此信是懇請諸位同學簽名支持培正同學會在 2015 年 11 月 14 日香港培正同學日發出的要求

支持函 (請見此信附件 1. 香港培正同學會呼籲支持原函). 

  

1. 背景(BACKGROUND INFORMATION): 

培正是在 1933 年由黃啟明等教育先賢舉辦的. 校訓至善至正. 教養國家精英無數. 50 年

代大陸變遷, 先賢們考慮倆岸政治影嚮, 而將培正託管於浸聯會, 盼以宗教保護獨立治學 

(Independence of Education). 其原崇旨是繼續優良紅藍傳統辦一間有基督教精神的好

學校. 不是要玩弄私心, 將小學基金換為一間不屑入讀的大專學院.  近年問題重重主要

原因是發生予校董會的制度. 校董會總共有 9人. 浸聯會獨霸 8人, 唯 1 人屬培正同學會

會員. 制度不健全, 缺少 Check and Balance 而風波重重. 讓師生, 家長與畢業校友年年

憂心. 先是廣東培正商學院搶註培正校名, 再是浸聯會(浸聯)與校董會利用 “校友們捐

建的培正小學(培小)教育大樓經費” 改辦培正專業學校(培專).  

此校贏得學生共 3人. 但浸聯視若無睹仍向政府貸款 1.8 億港幤要發展這間野雞專校.  

新大樓高度遠超香港中小學 79 呎的規格, 其 8 至 15 樓是不能讓培小應用的, 1 至 7 樓實

際祇有兩層作為禮堂和體育館並沒有小學教室存在. 然而所有建築經費概由小學墊付. 浸

聯更疏誤不當而被建築商控告, 大量經費損失也落在培小身上. 同學會黎籍冠會長及培正

教育專家聯合抗議, 並有顧明均學長以官司加以壓力‧浸聯平衡利益才暫時罷休.  

浸聯會董事絕多是專業牧師,缺科學教育知識和現代管理人才.監督疏鬆. 如果其上層組織

不改革更新, 此種缺陷及其對培正的傷害將永遠不會停止. 先有學者校友(13 位與 18 位) 

致函培小校監, 要求修改管理制度. 後是 61 位培正著名學者專家發起連署改革, 要求設

立 “香港培正法團校董會”. 最近在 2015 年澳紐世界同學會更有 29 位全球代表支持同

様宣言. 其要求設立法團校董會與 “正社同仁 長久以前的多份書面發言和今天的請願支

持書意見一致”.  

自 2014 培專事件曝光後, 全球校友関注抗議, 跟據同學會資料浸聯終於應允: (1) 培正

小學新建大樓和小學所有資源歸小學使用,與(2) 培專不遷進新大樓.  但浸聯會至今是: 

(1) 表示從未佔用或得到培正小學大樓作任何收益. 並迴閃曾辦理培專的錯誤. (2) 培專

是否改名, 需在與顧明均同學官司後才能跟進. (3) 以不合邏輯誤導性的解釋為依據, 拒

絕重組校董會. 如果同學們不集志成城支持培正同學會, 此事恐不易了決. 

培正同學會會員均是社會精華: 教授, 律師,工程師, 醫生 .. 舉手可得. 為著培正的前

途他們自願會為浸聯法團校董會效勞的. 培正兒女一家親.培正能人治培正, 理所當然. 

盼浸聯發 起“領導”作用團結同學會與校董會.真誠無私心地為前賢教育託管服務.公平

改進管理制度為培正將來努力. 利人利己, 多年難關, 迎刃而解. 培正校譽當蒸蒸日

上.  但是浸聯會如果堅決重蹈覆轍, 在將來法律, 道義,和社會的名譽地位恐怕不易有好

的下場. 兩者的選擇權完全掌握在浸聯手中. 

總言: 團結支持培正同學會發動 全球千百人正義宣言的時候到了. 盼正社同學熱心支

持 全球同學簽名活動 -- 唯有 設立正式的香港培正法團校董會, 才能保障母校的教

育事業得以持久無憂地發展. 

                                                                            

培正正社同學會 敬上   3 December 2015 



  

1. 支持函 (PETITION): 

  

請直接答覆 “YES 支援” 或“NO 不支持 “. 註明職業崗位, 並盡快致電郵信(E-mail) 或

信件予 Dodo Ngan. 她會將總結果收集, 報告正社同學, 並轉交香港培正同學會. 如果 10 天

內沒有回音, 當由正社同學會作最後決定. 敬請不要放棄各人投票權.  

1. By E-Mail:  dongan@armitage.com.hk 

2. By Letter:  Dodo Ngan /Felix Lee 李信漢 (正社同學會), 10th Floor, Everwin 

Center, 72 Hung To Road, Kwan Tong, Kowloon, HK. 

3. Any Inquiry: Dodo Ngan (852) 2171-7820, or John Sun 805-807-8077. 

本人 ________________ ( 1960 年級 正 社, 社會職業_______簽署日期______ )爲保護培

正小學資源 YES 支持_____ 或 NO 不支持_____  響應 2015 澳紐世界培正同學日各地同學會

代表交流會議共識宣言：呼籲香港浸聯會(培正辦學團體) 改組香港培正小學目前的管理委員

會，以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指引為本，成立具透明度、公正公平的校會，管理香港培正小

學。 

正社並建議浸聯與同學會盡快開始商討合理改組. 可參考基本改組的辦法:  

浸聯會董事 4人,同學會董事 4人,教師董事 1人,家長董事 1人,社會人仕 1 人.總共 11 人. 

  

1. 參考簽名舉例: 

本人 __孫強___( 1960 年級正社, 社會職業___航空工程博士, 英語作家___簽署日期__3 

Dec 2015__ )爲保護培正小學資源 YES 支持__YES__ 或 NO 不支持______ 響應 2015 澳

紐世界培正同學日各地同學會代表交流會議共識宣言… 

1. 重要參考文件有: 

  

1. 香港培正同學會呼籲支 持原函(已隨信附上. 詳情請參考該信). 

2. 維校譽護校產 (培正母校, 浸聯會, 培專) 事件簿 2014/06 – 2015/08. 

3. 培正專業學校盜用培正商標霸佔培正小學校舍挪用培正小學資源. 培正同學通訊 178 期_特

稿. 

上例 2輿 3文件詳細資料請上網查 www.puiching.org 或向培正同學會蕭寅定總幹事索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