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正老同學第二封公開信:
至善至正. 培小復興遲早達成.

1. 前言
去年八月卄日筆者曾與正社社長李信漢共同發表: 培正老同學的一封
公開信 (註一). 向同學們報告大家最関心的三件事:
(1) 盼浸聯會不要漠視: 培正 61 位學者專家倡議, 及千百校友支
持, 成立公平具透明度培正小學法團校董會.
(2) 培正商學院 (現名廣東培正學院) 搶註培正校名後, 即使商標
權已歸還廣州東山培正中學及香港浸联會, 廣東培正學院仍繼
續盜用校徽與商標. 此外香港浸聯會則分別挪用培小資金及校
名資源, 興辦全無認可性的培正專業書院. 陳之望更联同莫江
庭阻擋顧明均同學及同學會, 威脅放棄保護培正校徽及商標等
珍貴的校產.
(3) 經過多年各方質詢已確証陳之望的博士學位是虛假的. 他缺乏
誠信, 違背教育和宗教原則. 而浸聯會卻继續包庇支持陳假博
士任職培小校監. 愚蠢地步, 難以致信.
2. 目的:
寫這份文章的目的 (PURPOSES) 是: (1) 延續去年發表的公開信, 再

以本人意見簡報年來的進展和現况. (2) 敬盼浸聯會新會長修剪葡萄
樹上有毛病的枝子.使其結果豐盛. 成功更新. 更全心全意期待他能
利用最佳良機与同學會共同解決上述三件事. 使培小母校走入正軌.
(3) 浸联會如錯過機會, 因犯法累累, 面對顧明均同學法律訟訴, 它
必定面對嚴重制栽. 培小復興遲早達成.

3. 現况 :
培正事件是正義與邪惡的纏鬥. 一場難以置信由浸聯會引起的風波和
它的黑暗在公眾面前逐幕展開.
(1) 短期談判: 香港同學會長何浩元連同多位各地同學會首長早已
聯署要求浸聯會成立香港培正小學法團校董事會及盡快重啟穗
港澳培正校徽校名管理委員會.何會長亦表達浸聯會必須立即處
理陳校監學歷一事, 以免影響校譽. 於去年年底曾親身與莫江
庭見面. 莫會長反對合作而談判沒有成功. 最近莫氏下台後新
會長羅慶才牧師上任.有革新主意. 何會長為此鋪路願與羅會長
見面. 這是浸聯會最後時機. 如失此良機, 法律上浸聯會必定
全軍盡墨. 但如新會長能迅速解決問題, 立得信徒擁護. 假若
浸聯會有誠意解決難題. 必需最少同意解決上述的三件事. 否
則顧同學勝算在手, 將继續用法律攻擊, 對浸聯總會傷害必深.

其實用大官司打擊浸聯總會是上策. 將赢得的錢去支付律師費, 剩下
歸還培正. 教育精英. 何樂而不為!

(2) 中期內部分裂或更新: 經過外間壓力. 联會內早已分成强硬派與
温和派。
前者以莫江庭、林守光、陳之望等為首有大約 11 人. 表面正人君子.
私下虛假無恥. 身為宗教要員視摩西十戒為無物. 欺骗偷盗. 同性侵
犯.作假見證. 推三倒四, 貪恋錢財地產. 互相包庇. 謀權竊利. 培
小資源至今仍然由張廣德与陳之望的幫助下轉入聯會手中. 法官早己
判決這是犯法行為. 明知故犯. 剝削莘莘學子的利益!
只望浸聯會內有良知的温和派仍能本着基督精神實事求是. 關心校友
們憂累和要求而願意為未來調解出力.
顧明均在法庭控訴强硬派. 浸聯會從培正小學户口內分別已挪取了
2000 萬元(約 US$2.8 Million)罰款本金賠償予顧學長及 1400 萬元
(約 US$1.8 Million) 利息擔保金予高等法院等候進一步的賠償判
決. 估計浸聯會總共最少要賠償美金約 US $4.6 Million 給顧學長,
及約 US$5 Million 給其他被誤導捐款的校友, 另加賠償培正小學興
建新大樓而得物無所用的建築費連利息估計超過約 US$40 Million,
總數可高達美金 US$50 Million. 並於法庭上公開證實浸聯會蠶食培

小的事實.最近顧同學可能要控告強硬派 11 人, 兹因他們不顧後果地
支持利用假學歷的陳之望去繼任培小校監. 估計結果仍然是既賠款又
輸掉浸聯會名聲. 今年五月莫江庭下台.其離職可能帶給浸联會更新
的機會.
新會長羅慶才牧師己被選出. 其下有副會長 林海盛牧師,劉文軒執
事,陳培輝牧師,等等. 現组織中不幸仍參入莫氏强硬派 舊班底如 劉
文軒, 曾家石, 羅志強, 葉賜添 及 羅永祥等問題人物. 浸聯會換湯
不換藥, 沒有徹底改善的意志和決心. 但這已是次要了! 因為浸聯會
對轄下教會的領導價值及經濟生存能力 都有極大疑問! 顧同學過去
三年也只是打文明小仗. 將來如被逼打真正血仗, 浸聯會自己 (因法
庭已判決它再不能在培小身上謀取資金) 必先要有更多巨額資金備
戰! 浸联會如繼續利用宗教做傷天害理的壞事. 必會罪加一等. 在顧
同學的追究下,是逃不掉法律制裁. 並必須歸還所掠. 正如上月杜官
在 HCA2337/2016 案件判決書第 28 頁 53 段 J 行所言, 這是明顯地涉
及教育範籌之公眾利益, 並非只屬聯會所辯稱的內部管理這般簡單!
• 在領導價值上, 说穿了浸联會在莫江庭領導下是做宗教政治生意
的空殼. 它缺少能人, 亂七八糟, 不負責任, 包庇成性, 腐敗不堪.
如新組織继續走莫氏的路向, 收納不良不義的偽神人, 專職搞政治和
騙財為會務主旨, 對教會學校社會絕對不利, 也不如早日消失更好!

香港浸联會分成常務委員會 (由舊會長莫讧庭. 新會長羅慶才領導)
舆部會 (包括傳道, 差傳, 神學, 等等). 它是由 104 個獨立教堂會
員及機構中選出來的.
它的獨立教堂有信徒 27000 人, 崇拜耶穌, 宣揚教義, 服務社會, 各
勝其職. 眾獨立教堂可以自由發展為神服務. 有益社會. 絕不需要助
紂為虐地奉獻予這樣腐敗的浸联總會.
• 在經濟生存上,香港浸联會網站有事工簡介影視片報告. 清楚交待
浸联總會全年收入(註三) 是 500+萬元港幣 (約 US$ 0.64
Million). 折算不到約美金 1 Million. 還要付薪金及各種花費. 由
2007 年至今律師費用大概就要付美金幾個 Million. 再加上賠給顧
同學的約 US$ 4.6 Million. 它為培正事件連及上述兩筆賠款項合共
可能高達 US$50 Million 之巨, (數字是按賠給顧同學的方程式連利
息推測). 浸联總會光是要償還顧同學, 各校友, 及培正小學之款項
可能超過

正當 奉獻收入的 78 倍. 但浸联總會是由 104 教會与上

萬信徒們组成的. 所以財產資本應該非常雄厚. 它有足够金錢能力還
債. 每個教堂在法律上負擔罰款大概美金$480,769 元 (約合港幤
$61,323 萬元), 或每會員負擔大概美金$1,852 元. 這是可以擔當的
小數目. 但如不願意付出罰款, 那是: 絕對犯法. 名譽全無. 誠信掃
地. 宗教在社會裏永遠站不住脚. 理智的行動是該合法用浸联會的錢

財將債務清還 (不要偷盗培小儲金). 向顧同學書面道歉. 並與同學
會合作為培小前途努力. 如果浸联總會不吸取過去經驗仍然舆顧同
學在法律上周旋. 那必定繼續戰敗. 將要擔當更加嚴重的賠款. 教會
與信徒們願意 再繼續 奉獻給浸聯會嗎? 怎能 再承載 法律和經濟上
大官司 不断地加重打擊? 它能够不破產嗎? 它的錢財是屬於廣大教
友而不是一小撮上層得益者吧? 浸联會應有順兆警誡. 早日與同學會
及顧同學商議. 盼大事化小.
(3) 長期以法律致勝: 诸葛亮借箭, 智取曹操. 顧明均借東風, 法
勝浸联.

孔明借箭十萬支, 智取曹操与周瑜. 顧明均借東風 (錢

也!) 再以法律智勝浸联會. 這話怎麽说?! 浸联會犯法無數, 私底下
卑鄙無能. 所以顧同學法庭每打官司必勝. 浸联會則每打必輸. 然後
顧君用贏來的錢付他的律師費用 (當然自已也要出錢出力因律師費用
昂大), 再继續打下一次勝仗. 來回周轉. 浸联會自已燒錢打自己嘴
巴. 歸根結底, 將是由無知教徒教會奉獻给高高在上的常務委員會長
與會員. 然後由浸联總會轉送予雙方(顧方與浸联) 律師. 永遠吃虧
的是教徒, 得益者是顧明均, 培正同學及培正小學, 與雙方律師. 浸
联總會常久被打就变成: 打腫臉充胖子. 有苦說不出! 被社會嘲笑!
下面再簡述顧明均在法律上的成就 和 浸联會 林守光, 陳之望及莫
江庭被挖掘出的黑暗失敗事件. 供讀者公平參考. 但這祇是冰山一

角. 諸多醜事機密還待將來打大官司後再發表•
林守光 -- 如同天主教牧師性侵略兒童,两年多前早已傳出香港浸联
會有同性騷擾行為. 總幹事牧師林守光因同性恋被助理告到警局. 但
他有舊會長包庇, 拖到如今才正式在報纸爆光. 現有打油詩為證 (作
者是 1953 年誠社狀元吴漢榆):

總幹事(哥倫比亞) -- 怪事天天有,香江醜事多.
尼姑着比堅, 教牧断背呵. 浸联管培小,問題一大籮.
佛陀冇眼睇, 求主救紅藍.
哥倫比亞是諧音嘲笑林牧師摸他的同事. 断背山是指李安導演同性恋
電影. 浸联管培小, 問題一大籮. 那是千真萬確. 可憐我們這批畢業
60 多年的老同學,感到傷心無奈!

陳之望 –
• 博士學位案件已由法官判決是虛假的. 他的行為荼毒學生.
• 顧明均联合黎藉冠主持巨額徵文比賽 校監誠信對學校教育之重要
性. 成功舉辦並受到社會与學校熱烈反應和重視 .
• 在外界參與圍標公司生意又在校內主理新大樓全部裝修工程, 嫌
疑從中取利.

• 在九龍塘浸信會附屬奧基幼稚園因強逼幼稚園利用違法合約聘請
數位影子職員. 塘浸需就此賠償港元 380 萬 (約 US$ 0.48
Million).
• 為避開教友質疑去年被逼退出九龍塘浸會. 之後又利用關 係鑽入
浸信會屬下大角嘴同寅堂. 上月再度參選為培正小學 校監，行為
陰險無恥，但浸联會尚沒有正式公佈其職位. 新會長上任後必需
顧全會內外反應. 修剪葡萄樹上壞枝. 可能解去其職.
• 母校百年傳統從來是中小學一位校監; 但莫江庭破例分請倆位校
監. 目前何建宗教授是中學校監. 如陳氏去職. 希望回歸傳統，
讓培正回復一脈相承.

莫江庭 –
• 强硬派首腦. 最大罪犯. 其人手下有 11 位隨從.包括親信假博士
陳之望及斷背牧士林守光. 他利用職權包庇陳氏執行各種侵害培
正利益計劃，孤立同學會. 手段卑劣不愧為培正老師和學生樹立
最佳反面教材.
• 不理先賢 託管 培正為何物. 利用聯會付予之權力強行挪用培正
財產. 與陳之望, 張廣德等人裏應外合, 將培小資源暗中轉入浸
联會及屬下之教會.不法使用. 法官判罪款約 US $4.6 Million.

他們偷用培小儲金支付律師費用並賠給顧明均. 顧同學申訴勝利.
法官判決必須用浸联會本身的錢財償還顧同學. 莫江庭與浸联會
给浸信會帶來永久羞恥. 尖銳新聞傳遍世界.
• 引導浸联會上訴力挺陳之望. 庭上狡言謂顧同學好管閒事, 纏繞
鎖碎並聲稱: 陳之望職位去留是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的職責, 顧同
學無權過問. 结果事件適得其反. 法官認為顧同學的行為實屬是
有如培小的監護人，一路以來都是為了保護培正的利益為己任.
• 顧同學歷年來對香港培正捐款港幤已超過三千餘萬元 (約 US$ 4
Million)予培小築新大樓純粹是愛護培小母校的義行. 他致力保
護培正行為已得到杜溎峰法官在本年 5 月 4 日判決上作全面認可.
• 高等法院 HCA731/2017 一案中被判誹謗顧同學罪名成立, 除了已
付港幣 825,914 元 (約 US$ 105,346 元) 訟費予顧同學之外, 待
稍下一輪審理後再正式賠償. 並可能需向他書面上道歉.
• 此人不仁不義.奸滑無能. 目前不知下落何處. 有誰家僱主請先考
慮其背景, 做事, 為人, 以免被牽連而導致傾家蕩產, 血本無歸.
最後向浸联會贈送有聲望的林贊孫校友 (陳之望的老師) 之一番
話, “任何機構裡出現內在的敵人, 一定是機構滅亡的先兆. 任
何團體包庇沒有真和誠, 愛和智慧的校監, 除了是侮辱神之外,
亦是侮辱所有培正的校友.”

4. 總結:
顧明均,黎藉冠, 何浩元 和同學會為培正前途苦戰多年.勞苦功高.
每戰皆勝. 培正事件可望解決.
筆者不才. 研究分析事件前因後果. 義務寫這封意見書 (OPINION).
如有不當, 敬請多多包涵原諒. 諸君亦可參考同學會網站(註二). 跟
據記錄及多方資料. 自下推論.
(1) 近期. 培正何浩元會長與浸联會長羅慶才將在兩個月內有聚會商
討機會. 如果羅會長能書文同意解決上述三個要点 (見前言), 大力
修剪壞枝, 則培正事件基本解決. 但必需考慮宗教與教育分離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Education) 以免舊病復發. 在託管浸
會輔助培正的名義下,培小獨立管理教育, 財政和校產.浸联會全權管
理宗教. 雙方和平合作. 培小可以不受折磨. 全力發展教育.
(2) 中期至長期. 関鍵仍然掌握在顧明均同學手中. 因浸联會犯法在
前. 法院已記錄週全. 他可以利用同類法律封鎖浸联會. 浸聯會如不
付罰款就祇有被清盤. 破產. 解散. 浸联會有两個基本選擇: 继續生
存或関門大吉. 其分別点簡單. 前者浸聯生存不变, 培小獨立. 後者
浸联消失,培小自動獨立更生.
• 继續生存. 放棄封建思想與顧同學谈和. 其實這個结局是雙贏.

先賢託管培正于浸信會, 是託浸會全心全意辅助培正發展 (不是為個
人利益. 暗中偷錢). 培正早已健康成長. 應給予培小獨立能生存能
力. 自由管理教育,經濟,地產和具有透明度的培小法團校董會. 培正
人管培正. 前途無量. 浸联會是神學專家亦可獨力發展光大宗教. 何
樂而不為.
• 関門大吉. 如果信徒們與支會教堂不再继绩支持浸联總會. 法律
上必須承擔責任. 祇有接受清盤. 但必須宣佈破產解散浸联總會. 関
門大吉. 在香港社會和全世界人類心目中浸联會是永遠的罪犯.
培小不會有生存問題. 托管之事立即上交香港教育部全盤處理. 以常
理推測, 教育部最終還是需要有適當人才機構做日常操作. 最理想的
辦法是經由同學會及具透明度的培小法團校董會輔助培小走進獨立更
新的道路. 培正人才濟濟. 當可勝任管理培小教育. 皆大歡喜.

我寫此信因為我感谢母校培養我的恩典. 能和摯友們在春風化雨的環
境中成長是我的福氣. 我愛母校. 不能讓浸联會永遠挖培小資源. 不
断做不良之事. 母校有難. 匹夫有責.

盼基督精神永存! 願至善至正永銘心中!

谢謝大家在百忙中閱讀這封長信.
並祝福所有同學及讀者健康平安愉快!
孫强博士 (1960 年正社) 敬上.
2018 年 6 月 14 日. 寫于美国南加州洛杉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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