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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編輯委員會

本會會章修訂版己於2010年11月10日經各級代表投票通過。
新會章重申會員有照章交納會費之義務（標準見本期附頁），並有享受本會之福利及参加本會舉辦一切活動之
權利。
由於現存會員名冊多年未及全面更新，地址時有錯漏、重複。為保證《通訊》能及時妥寄無誤，請校友務必填
妥本刋附頁資料寄回。今年第173期 < 通訊 > 仍照舊寄奉。明年第174期《通訊》
，將按填報之郵址寄奉，逾期仍未
示覆者，將按不需要印刷本<通訊>處理，但仍可上網www.puiching.org 隨時閱覽。
感謝各地同學長期以來的支持，踴躍投稿。但由於每期印刷費及郵費不菲，為控制預算，經編委會議决將每期
《通訊》篇幅設定上限。為此，我們對來稿將按題材、照顧面、時效等因素，進行篩選，而决定刋登、分期刊登或
緩登。
對於惠稿絕、律詩及詞作，凡與詩詞格律有所偏差者（平仄、對仗、韻部等），本刊尊重作者原著，不予改
動，但將 絕、律詩或詞牌隱去，以兹協調。至於其他詩體如新詩等，體裁較自由，故不必拘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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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善因善果，正源正宗。以「至善至正」為校訓的廣州培正中學、東山培正小學、西關培正小學和香
港培正中學、香港培正小學、澳門培正中學，藉紀念培正創校122周年之盛會，向全球培正人、向關心
培正的各界朋友們宣告：
「培正」商標已經回歸培正母校！
1993年，全球培正人在「實現黃啟明校長辦大學的遺願」的感召下，不遺餘力資助、支持私立培正
商學院建校辦學；不幸商學院的辦學人卻在1999年偷偷到北京惡意搶注培正的商標。驚聞培正母校商
標被盜，全球培正人痛心入骨。在與搶注母校商標的當事人多次交涉無效後，培正中學被迫拿起法律的
武器，在北京和香港同時提出了訴訟。
公正在艱辛、曲折中緩緩而來：
2009年3月2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
「認定廣州市培正中學對『培正』商標擁有在
先權利，」培正學院註冊行為已構成「以不正當手段搶先註冊他人已經使用並有一定影響的商標」的行
為；廣東培正學院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及法律依據而「駁回上訴」
，維持撤銷廣東培正學院（原民辦培正
商學院）搶先註冊的第1475419號「培正 PEI ZHENG及圖形」商標的判決。判決已經生效。
2010年4月30日，香港高院裁定廣州培正中學、香港培正中學勝訴，頒發禁制令，禁止廣東培正學
院辦學人在香港機構繼續使用「培正」名稱及商標，停止一切有影射成分的活動；賠償培正數達千萬的
商譽及訴訟損失。
2011 年 8 月 4 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培正學院申請註冊本案爭議商標『PEI
ZHENG』亦同樣具有惡意」
，維持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作出的（2010）第8007號「PEI
ZHENG」商標爭議裁定書。即在2007年8月21日，廣東培正學院悍然在北京再次搶注了培正的中文拼
音第4113843號「PEI ZHENG」商標，此舉再一次被廣州培正中學強烈反擊。幾度交鋒，最終以北京高
院支持商標評審委員會、培正中學的「撤銷爭議商標」的訴求而告捷。判決已經生效。
2011年9月16日，對培正學院不服「培正商標」案件終審的再審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
院裁定：
「駁回廣東培正學院的再審申請」。
2011年11月22日，對培正學院不服「PEI ZHENG」案件案件終審的再審申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最
高人民法院裁定：
「駁回廣東培正學院的再審申請」。
培正人十多年的艱辛努力終於有了不可逆轉的圓滿結果。
現在廣州培正中學已經成功註冊了商標。此前，香港培正中學和澳門培正中學亦分別在港、澳依法
註冊。培正商標回歸百年培正，名正言順，天道好還。此舉足可告慰創校先賢矣，校名回歸讓全球培正
人歡欣鼓舞。
穗港澳三地培正學校在紀念母校創校120周年暨2009年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上，共同簽署了保護百
年培正名校品牌的《培正宣言》。作為「培正」商標在三地的擁有者、使用者，有神聖權利和歷史重責，
共同維護培正聲譽和保護培正無形資產。我們和全球培正人對「培正」品牌珍而重之，一定合法、合理
使用「培正」商標。穗港澳三地培正將組成「校名商標管理委員會」
，以確保培正校名得以善用，以彰
「至善至正」的紅藍精神。
三地培正同禦罡風，共用陽光，
「至善至正」精神永存，培正大家庭將會更加根深葉茂，開枝散
葉，桃李天下。

培正校名註冊委員會
201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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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同學總會消息

黃啓明校長紀念堂及400米田徑場已動工

李可喬 孫啟烈 趙榮光 林學廉 梁麗雲 陳力行 李群芳等校友踴躍捐獻

建築善款迄今超逾六百萬

鄺文熾學長（1933奮社）
黃啟明故校長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著名教育家。
1918年，回培正母校任校長，孕育「至善至正紅藍精神」
，
10年間先後三度赴美澳等地籌建設古巴堂、美洲堂、澳洲
堂、圖書館等校舍，使校園規模不斷擴大，校務日益發展。
1933年，校長在香港何文田建立培正分校。抗戰期間，校長
奔走宣傳救亡工作，分別於1937年8月和1938年9月先後領
導遷校鶴山和澳門（澳門分校於1938年1月開辦）。黃故校
長對兩廣浸信會所辦之醫院、孤兒院、安老院等無不認真負
責，一生淡泊名利，終生以發展教育自矢，卒因積勞成疾，
不幸於1939年4月在香港病逝。黃啟明故校長銅像分別矗立
于廣州培正中學和香港培正中學校園內，以資景仰，堪稱
「培正之父」。為弘揚百年培正優秀傳統，秉承黃故校長興
學育才之宏願，頌贊黃故校長之豐功偉績，倡議在台山培正
中學校內興建「黃啟明校長紀念堂」。
佔地面積約223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3200平方米，集
室內體育運動、舞台表演、大型會議等多項功能一體的大禮
堂，總造價約人民幣800多萬元。鄺文熾（1933年奮社）
、謝
天錫（1949年堅社）
、陳中偉（1971年剛社）
、鄺家駒（1973
年勤社）
、陳國強（1974年基社）五位校友牽頭各捐資人民幣
100萬元合共500萬元，此外眾多熱心培正紅藍兒女踴躍響
應捐輸，包括孫啟烈名譽會長、李可喬前紐約同學會會長、
趙榮光、林學廉、梁麗雲、美南加培正同學會、蔡偉業、鄺
鑑開、陳力行、溫尼辟培正同學會、朱金橋、鄭慧文、芝加
哥培正同學會、龍基逸、余雅林、David Lui、李群芳、陳鐵
廣、陳立益、梅國豪、周顯榮、羅根合等……慷慨捐助，迄

今共籌得六百多萬元建築費。歡迎各校友繼續支持。
紀念堂現正動工多月，將趕及在明年11月24日之2012
年台山世界培正同學日，作為大會場地。另400米田徑場亦
已開始舖建，以供明年世界培正同學日各地培正學生各項比
賽之用。附：
（1）香港捐款地址：
香港培正同學會鄺文熾顧問 Mr. KWONG MON CHEI
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80號
電話TEL：
（852）
27134093 電郵 email：info@puiching.org
劃線支票，抬頭人：鄺文熾
（2）台山捐款地址：
（A）台山市台山培正中學雷活釗校長
Principal, Lei Huozhao
Taishan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Tai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電話TEL：
（0750）
5615918 傳真FAX：
（0750）
5615958
（B）中國銀行台山支行
Bank of China Taishan Subbranch
廣東省台山市台城鎮橋湖路 46號
NO.46 Qiaohu Road, Taicheng Town,
Tai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戶名A/C Name：雷活釗 Lei Huozhao
帳號A/C NO：4769002-0188-072925-5
S WIFT：BKCHCNBJ44M
敬請捐款者注明或電告姓名和聯繫方式。

2012世界培正同學日
會前、會後旅遊活動

2012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
大會地點：台山培正中學
2012年11月23日（星期五）報到日晚上六時半 歡迎宴
2012年11月24日（星期六）四地培正體育競技（上午
及下午於校園400公尺田徑場舉行）
早飱後
市內/隣近地區遊覽
中午		
酒店午膳
下午 2:30 酒店集合出發
3:00 台山培正大門齊集進場
3:30 黄啓明紀念堂啓用禮
		
世界培正同學日大會開幕、禧慶級社慶典
4:30 校園參觀
5:30 大公宴（校園內舉行）
晚上 7:00 文藝匯演（四地培正學生、校友演出）
2012年11月25日（星期日）四地培正體育競技（於校
園400 公尺田徑場舉行）
上午 9:00 各地會長/代表 聯席交流會議
10:30 大會閉幕禮 - 台山培正大操場（黃啓明校長
紀念堂）
12:30 驪別宴

全程：乘坐高鐵動車為主
詳情及費用：2012年夏天公告（旅行社須待明年8月始
確實報價）
大會前：2012年
10月22日- 10月26日 北京/內蒙古遊
10月27 - 30日
高速動車往山西南北遊
11月1 - 4日
山西遊後高鐵 往遊西安
11月5 - 14日
西安遊後，越秦嶺往成都，遊峨
嵋、青城都江堰、大渡河、瀘淀
康定草原、海螺冰川、九寨、重
慶、川南竹海遊
11月15 - 19日
長江三峽遊往武漢
11月20 - 22日
遊武漢及武當山
11月 23 日		
乘高鐵往江門轉抵台山
大會後：  
11月26日		
四邑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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