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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香港浸信會聯會向顧明均學長刊登道歉聲明事 
各位培正校友及關心培正人士： 

 

2019 年 2 月 27 日香港多份報章刊登香港浸信會聯會(下稱浸聯會)向顧明均學長(下稱顧

學長)的道歉聲明(附件一)，本會對此感到欣悅和鼓舞。 

 

2015 年六十多位培正學者及一眾校友為保護培正學校權益及培正得來不易的校譽，聯

名要求培正中小學辦學團體香港浸聯會為香港培正小學成立高透明度及法定地位的法團校

董會，以改進培正小學管理質素﹔同時亦因使用培正新教育大樓(即現今培正小學 K 座)及

培正專業書院更名等問題，向浸聯會提出訴求(附件二)。可惜，即使同學會多番催促，浸聯

會未有正面面對及解決問題。顧學長眼見眾校友訴求未獲浸聯會回應，因此以個人之資，

開展一連串法律行動，以求找出事實，處理導致學校管理不善、行事不正者。隨後並揭發

前校監陳之望先生懷疑虛假學歷及浸聯會前領導層包庇失職之事。於 2015 年尾，浸聯會前

領導層曾多次向外界發表失實誤導及詆譭顧學長言論 (見附件三、四、五) ，對顧學長進行

攻訐及對校友的訴求置若罔聞，致部份校友對同學會及顧學長的行動有所誤解。同學會一

直致力維護培正學校權益，現浸聯會的道歉聲明，印證顧學長與同學會一直的訴求是正義、

適當和合理的，而且浸聯會亦在道歉聲明中認同顧學長一直以來是關心愛護培正母校的。 

 

可幸浸聯會自 2018 年中更換新領導層，帶來作風開明，實事求事的新氣象。他們具勇

氣及承擔面對過往浸聯會及培正小學個別領導人的不正行為，備受欣賞。其中一例是浸聯

會在道歉聲明中公開承認前校監陳之望並不是一個具誠信而適合擔任學校領導的人，並立

即撤銷陳擔任浸聯會屬下學校校董職務，而陳更在未獲浸聯會及培正小學學校管理委員會

的同意前，擅自以學校名義委託金杜律師事務所發出不實的公開聲明 (見附件六)，浸聯會

亦公開聲明對此份未獲授權聲明拒不承認。 

 

本會仝人一直以支持培正發展為己任，過去六十多年與浸信會聯會衷誠合作，同心協

力推動培正中、小學發展。今年適逢培正創校 130 校慶之際，期望浸聯會仝人加添決心與

毅力，秉承培正「至善至正」的校訓，盡快糾正及解決過往歷史遺留問題，大家攜手一起

向成立香港培正小學法團校董會進發，為培正光輝未來開創新一章。 

 

如欲進一步了解事件詳情，可瀏覽本會網頁關於培專事件連結 

http://www.puiching.org/active-news/re-baptist_convention 

各位如對本文內容有任何意見交流，歡迎與本會聯絡。 

 
                                                         香港培正同學會 常務理事會 

2019 年 3 月 6 日 



附件一 

  香港浸聯會於 2019 年 2月 27 日公開發表的道歉聲明 

 
 
 
 
 



附件二    61 位培正校友學者專家於 2015 年 8月聯署致香港浸聯會公開信 

致： 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 莫江庭牧師 
香港浸信會聯會第一副會長 劉文軒執事 
香港浸信會聯會第二副會長 徐秀蘭牧師 
香港浸信會聯會第三副會長 林海盛牧師 
香港浸信會聯會總幹事 林守光牧師 

香港浸信會聯會中、小學持續教育部部長何鏡煒博士 

副本抄送 : 香港培正同學會 
全球培正校友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 

敬啟者: 
 

自去年 (2014) 「浸聯培專事件」曝光，一年以來，在全球廣大培正校友的關注查詢下，培
正中／小學的辦學團體香港浸信會聯會、及其轄下的香港培正小學管理委員會、培正小學陳
之望校監等應允了以下要求 ： 
(一) 培正小學新建錢涵洲大樓和培正小學一切資源歸小學使用。
(二)「培正專業書院」不遷進新大樓。 

 
足見 貴會能從善如流，校友們亦感到欣慰。 然而，此乃事後修補，還有一些治本的要求， 

尚待討論與解決。 培正小學教育大樓的設計與建築跨越多年，但到大樓投用時才被發現高度
遠超香港中小學二十四米的規格，所有超高樓層不能為中小學生所用。 大家自然會問：究竟發
生了什麽事？ 什麼是導致事件的前因？ 此事件對香港培正小學、培正校譽、甚至浸聯會的名
聲， 已釀成了損害，怎樣能夠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呢？ 對培正的將來和校友來說，前因的詳
情並不重要，無論是什麼理由，此「事件」證明了現有管理制度容許出漏的機會相當大。 

 

事實上有不少校友和社會人士指出，問題根源在於香港培正小學管理委員會的組成結構。 該
會現時九名有投票權的委員中，八人是由香港浸信會聯會委任的，餘下一位是香港培正同學
會的代表，這樣的組成是否有足夠廣泛的代表性呢？ 眾持份者沒有參與權如何能顧及學校運作
的多面性、或保障透明度呢？ 委員們最終代表誰的利益？ 在監督疏鬆了的情況下，會不會滋
生個人或小圈子利益的傾斜呢？ 委員會組成的缺陷，乃是出漏的溫床。 

 
培正學者校友（十三位和十八位）曾數次致函和面見貴會領導層和培小校監，提出這些問

題， 並建議修改培小的管理制度。可惜至今未獲正面答覆。 

 
眾所周知，辦教育等同營運大機構，管理制度非常重要，時代進步了，制度亦必需與時並進。環

顧全球全港的大、中、小學校在過去十年間都陸續組成或改組了學校的校董會，採用了適合
新時代的新結構。 因此我們希望香港浸信會聯會及其屬下的「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亦能邁
出此重要一步，參照香港教育司署「法團校董會的組成」條款( 詳情如附件)，改組培小現有的
管理架構，在維持浸聯會佔主導席位的前提下，收納各有關方面的精英代表，設立正式的香港
培正小學法團校董會， 以保障培正母校的教育事業得以持久無憂地發展，更上層樓，為香港
教育打造出一個突出的典範。 

 

經詳細商討，全球培正學者專家均覺得推動此事義不容辭，所以再一次發起聯署，要求香
港浸信會聯會執事諸先生，從公利出發，認真考慮我們的至誠要求，及早作出推進教育、利
人利己的行動。 

 

專此函達  順頌 

台祺 



 

文 正(1952 偉社) 卓以和(1955 忠社) 鍾景輝(1955 忠社) 

沈呂九(1955 忠社) 魯志揚(1955 忠社) 姚若鵬(1955 忠社) 

曾 梓(1956 瑩社) 何鍾泰(1958 銳社) 陳子樂(1958 銳社) 

劉紹偉(1959 光社) 余 凡(1962 旭社) 陳子松(1962 旭社) 

劉煥文(1962 旭社) 王世全(1962 旭社) 陶靖輝(1962 旭社) 

周展懷(1962 旭社) 黃志宏(1962 旭社) 趙從偉(1962 旭社) 

石耑生(1962 旭社) 唐瑪琍(1962 旭社) 廖約克(1963 真社) 

胡斑比(1963 真社) 甄仕坤(1963 真社) 胡比樂(1964 協社) 

周英強(1964 協社) 關仕清(1965 耀社) 管宏生(1965 耀社) 

黃昭欽(1965 耀社) 陳振華(1965 耀社) 林耀煇(1965 耀社) 

黃耀華(1965 耀社) 劉德光(1965 耀社) 朱明若(1965 耀社) 

朱全美(1965 耀社) 丘成桐(1966 皓社) 鄭紹遠(1966 皓社) 

徐少達(1966 皓社) 鄧文正(1966 皓社) 郭乾初(1966 皓社) 

陳瑞玲(1966 皓社) 陳雁珍(1966 皓社) 顧海銘(1966 皓社) 

陳炯林(1967 恆社) 郭 新(1967 恆社) 胡小樂(1967 恆社) 

王 彬(1967 恆社) 岑俊江(1967 恆社) 楊思敏(1967 恆社) 

孔志光(1967 恆社) 梁海明(1972 賢社) 劉紀美(1972 賢社) 

黃兆永(1972 賢社) 李慧明(1972 賢社) 王永雄(1973 勤社) 

曾憲國(1976 捷社) 吳積信(1976 敏社) 陳榮達(1976 敏社) 

黃振國(1983 凱社) 林文量(1985 博社) 谷德權(1987 德社) 

古緯詩(1988 曦社)   
 

全球培正學者專家 謹啟 

  2015 年 8 月 13 日 

 

 

 

 

 

 

 

 

 

 



附件三  香港浸聯會於 2016 年 9月 6 日發出之通告 

 
 

附件四   香港浸聯會於 2016 年 11 月 14 日發出題為「浸聯會就顧明均入禀申

請浸聯會清盤一事之聲明」 

 



附件五    香港浸聯會於 2016 年 12 月 29 日發出之新聞稿 
 

即時發放 
致 港聞／教育版記者、編輯及採訪主任︰ 2016 年 12 月 29 日 
 
無理清盤呈請癱瘓香港浸信會聯會運作浸聯會籲
相關人士撤銷清盤 

 

早前，培正小學顧明均先生的官司結束，培正小學已向顧明均先生全數退還 2,000 
萬元捐款，並願意向顧先生支付 30 多萬的利息費用，但顧明均先生堅持索取 1,400 萬
的無理高額利息賠償，浸聯會並不同意此利息計算方法並願意與對方繼續商討， 惟對
方拒絕話之外，更在明知浸聯會有足夠資產情況下突然入稟法院，申請浸聯會清盤。 

 
浸聯會與代表律師已馬上向法院申請撤銷該清盤案件，惟法院處理需時。銀行亦因應
清盤呈請，結果在 12 月 19 日自動凍結浸聯會的帳戶，一度嚴重影響甚至癱瘓了浸聯
會及屬下教會、幼稚園、自修室、社福組織等機構的日常運作，各機構無法維持正常
務，妨礙浸聯會發放薪金及津貼予同工及屬下機構，影響過萬名服務受眾 外，在各單
位任職的同工、宣教士、教職員學生亦無辜受害。 

 
一年一度的聖誕節應該普天同慶，浸聯會上下卻因他人濫用司法程序而徒添不必要的
煩惱憂心。 

 

最終經過浸聯會與代表律師的艱苦努力下，法庭終於在 12 月 28 日下午頒令，正式 
解除銀行對浸聯會帳戶的凍結。浸聯會預計銀行帳戶將於 12 月 30 日（星期五）正式
解凍，屆時浸聯會屬下機構的所有服務運作亦會馬上回復正常。 

 
在過去數年，浸聯會面對種種衝擊，全賴各位同工緊守崗位，克盡已任，令浸聯會得
以團結一心渡過難關。然而，有關人士一而再，再而三的無理入稟，實屬刻意針對及
濫用司法程序，最終幾乎癱瘓浸聯會上下運作，同工、教職員與學生首當其 衝，受到
無辜牽連。幸蒙主佑，並得浸聯會上下齊心，以及法律團隊的努力，才得以化解危
機。 

 
為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以及維護浸聯會上下之尊嚴莘莘學子的學習環境，浸聯會在
此呼籲相關人士主動撤回清盤呈請，並停止一切有關浸聯會與培正的不利行動及言
論。 
完 - 
 
 

本新聞稿由香港浸信會聯會發放 

 

 



附件六 金杜律師事務所代表香港培正小學發出之聲明 (1/3) 

 



附件六(續)  金杜律師事務所代表香港培正小學發出之聲明 (2/3) 

 



附件六(續)  金杜律師事務所代表香港培正小學發出之聲明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