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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世界培正同學日（廣州）會長會議
者共44人。
朱素蘭會長首先講話，對各地校友遠道歸來參加校慶及
世界培正同學日表示萬分感謝，而這次會議主要是提交審議
穗、港、澳三母校校監、校長在今日上午同學日大會上簽署
的有關保護、合理使用和管理
「培正商標」的
「培正宣言」
，以
及議定和簽署支持該宣言的
「倡議書」
，
「倡議書」乃呼籲廣
大校友支持，協助和配合母校維護管理培正品牌的行動，為
弘揚至善至正精神，支持母校的建設和發展貢獻力量，倡議
書經審定後一致通過，會議造就今後如何進一步加強各地同
學會對培正教育事業發展的關註，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

12月5日在廣州舉行的2009世界培正同學日大公宴結束
後，下午2時30分旋即在香格里拉大酒店鼎湖廳舉行世界各
地培正同學會會長會議，出席會議者有20個同學會的會長
或代表：廣州朱素蘭、香港雷禮和、澳門黃漢堅、北京李其
葷、台灣劉安乾，江門冼賓虹、台山陳子強、珠海王璇清、
梧州陳碧瑤、洛杉磯潘其平、三藩市周榮超、紐約李可喬、
二埠羅根合、溫哥華林錫衡、加拿大沙省曾梓、多倫多施永
輝、緬省余覺湛、坎培拉龍基逸、墨爾本陳秉麟、紐西蘭李
文田，穗、港、澳三母校首腦，香港培正同學會名譽會長顧
明均，廣州培正同學會名譽會長陳榮炎應邀出席，參加會議

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會長於會議大合照

正中學已向國家商標局提出註冊申請，正在審理中。在紀念
母校創校120周年暨2009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上，穗、港、
澳三地母校共同簽署了保護百年培正名校品牌宣言，提倡合
法、合理使用「培正」商標，共同維護培正聲譽及捍衛培正

倡 議 書
全球培正紅藍兒女：
1889年，我培正先賢於廣州創辦「培正」
，篳路藍縷，
慘淡經營。歷經滄桑，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學校初具規
模，享有「北有南開，南有培正」之譽。三十年代又開枝散
葉，在香港、澳門建校，茹苦含辛，艱難前行。幾代培正人
的兢兢業業，培正校園建設得古樸典雅，教學設備先進，教
學成績優異，一個多世紀以來，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
「培
正」這一名稱和品牌已經在公眾中，尤其是在廣東和港澳地
區以及海外的公眾中具有巨大的影響，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
美譽度。
「培正」名校已屹立穗港澳，根深葉茂，百年風雨
沖刷出培正的金漆招牌。
經歷「商標被惡意搶注」的風波，香港培正中學和澳門
培正中學分別在港、澳特區依法注冊「培正商標」
；廣州培

各地會長簽署倡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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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無形資產的權益。作為「培正商標」在三地的理應合法
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三地培正學校有神聖權利及歷史重責，
珍惜保護「培正商標」。 每一個培正人，有責任協助母校達
成此莊嚴目標。
值今日召開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會長會議之際，向全球
紅藍兒女提出倡議，呼籲廣大校友支持、協助、配合母校維
護管理培正品牌的行動，為弘揚至善至正精神、為三地母校
的建設和發展貢獻自己一份力量。
我們相信：
「培正」這一百年老字號經歷了百年風雨，
經歷了磨練，必將煥發青春、熠熠生輝，散發出更加耀眼的
光芒！

三地培正領導簽署「培正宣言」

培正宣言
為了保護百年培正名校品牌，弘揚培正紅藍精神，加強
「培正」商標的合法和合理使用，維護培正社會聲譽及捍衛
培正學校無形資產權益，穗、港、澳三地培正學校在母校創
校120周年紀念日共同簽署「培正宣言」。
1889年，我培正先賢於廣州創辦「培正」
，篳路藍縷，
慘淡經營。歷經滄桑，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學校初具規

模，享有「北有南開，南有培正」之譽。三十年代又開枝散
葉，在香港、澳門建校 ，茹苦含辛，艱難前行。幾代培正
人的兢兢業業，培正校園建設得古樸典雅，教學設備先進，
教學成績優異，一個多世紀以來，培養了大批傑出人才。
「培正」這一名稱和品牌已經在公眾中，尤其是在廣東和港
澳地區以及海外的公眾中具有巨大的影響，享有很高的知名
度和美譽度。
「培正」名校已屹立穗港澳，根深葉茂，百年
風雨沖刷出培正的金漆招牌。
今天，穗港澳三地學校盡管分處不同的地域、分屬不同
的管理機構，但是同根同源，擁有共同的名字，唱同一首校
歌，戴同一樣校徽，有同一個目標：團結一致繼承光大培正
精神和傳統，捍衛培正核心價值和無形資產，愛國愛校，至
善至正，把培正學校越辦越好。
經歷「商標被惡意搶注」的風波，香港培正中學和澳門
培正中學分別在港、澳特區依法注冊「培正商標」
；廣州培
正中學已向國家商標局提出註冊申請，正在審理中。作為
「培正商標」在三地的理應合法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三校有
神聖權利、歷史重責，珍惜保護「培正商標」。
三校一致同意繼承培正優良傳統，培正大家庭要正確
使用校徽、校訓、校色、校歌這些具培正特色的有形或無形
的資產。加強「培正」商標的合法、合理的使用和管理，共
同維護培正美譽，確保「培正」商標不失控、不挪用、不受
損、不流失，不斷提高「培正」教育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譽度。
三校一致同意成立「培正」商標管理委員會，珍惜、愛
護百年「培正」這一教育品牌，共同協商制定「培正」商標管
理細則，從制度上落實措施，形成規範監管。
我們相信：穗港澳三地學校在「培正」的旗幟下繼往開
來，
「培正」傳統發揚光大，在不同主管部門的正確指導下
取得教育事業的更大成功，為人類為社會做出更大貢獻。
「培正」這一百年老字號經歷了百年風雨，經歷了磨練，培
正大家庭必將青春煥發、熠熠生輝，散發出更加耀眼的光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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