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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聽研討公開會議
會題：要求香港浸聯會 成立香港培正小學法團校董會
主辦：香港培正同學會
地點：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閣樓九龍廳 1 室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麼地道 64 號 (港鐵尖沙咀站 P1 出口)
日期：2016 年 2 月 27 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 1 時半 至 4 時半
內容：1. 報告：
a. 2015 第四屆世界培正同學日(澳洲)各地會長聯席會議決議
b. 2015 培正同學日大會決議
2. 公聽研討：要求成立香港培正小學法團校董會的緣由及可行性研究
3. 公眾發問及發言
4. 總結
備註：

1. 歡迎全球培正人，在 2 月 20 日前，先行把關心查詢的問題，傳往香港培正同學會，
以便大會統籌安排有關人士解答。
2. 大會過程將會錄製送交全球各地培正同學會、全球校友、家長、老師、及有關部門。
3. 大會以平和氣氛作探討闡釋，具激烈言行，將會被制止。
並邀請因受託管理培正小學，而成為培正小學辦學團體的香港浸信會聯會，
出席解答有關問題，並互相研究解決良方，以釋校友疑慮，及改善加強日後
校務管理，及如何妥善保護學校資產。
此外，也邀請下列人士，共同出席：
(甲) 培正小學歷年各關鍵當事管理高層成員
楊國雄先生 (偉 52) (同时身兼浸聯會教育部部長、培正校監、培專創辦人兼校監)
羅志强先生 (基 74) (培小管委兼司庫、培專校董、培專代校監)
陳之望先生 (捷 76)(浸聯會教育部資深副部長、同時兼任培正校監、培專校董)
羅永祥先生 (昕 75 )(前浸聯會教育部部長、培正校董、培專校董/校監)
曾家球先生 (浸聯會教育部資深部委,更改培小地契執行人)
曾家石先生 (培小校董、浸聯教育部執行總幹事)
何鏡煒先生 (浸聯會教育部部長、培正校董、培專校董/校監)
何建宗先生 (昕 75 )(前浸聯會教育部部長、前培正校監)
葉惠康先生 (堅 49)(培正校董、培專校董)
李樹輝先生 (培正小學資深管委)
(乙) 培正專業團隊(義務)
黎藉冠會長(83 凱社)、倪學仁學長(76 敏社)、陳翠茵學長(93 學社)、蘇文豪先生、
鄭瑞泰學長(76 敏社)(同學會義務律師)、馮啟文法律顧問、陳海翔律師、
袁兆禧學長(90 騰社)、曹康正先生、梁榮基先生
(解決教育大樓被索償億元及入伙紙等問題)
4. 事關母校大事，誠意邀請包括所有培正人及各級社代表、教職員、學生、家長出席，
共同商議研討為盼。
5. 特邀單位：香港浸信會聯會
6. 附﹕研討參考資料。
* 聊備飲品及茶點：下午 1 時 15 分開始。
香港培正同學會
會 長 黎藉冠
副會長 羅志明 何浩元 潘嘉衡
古緯詩 郭秀山 翁志輝
暨 全體常務理事 啟
2016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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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各社長/級代表、全體校友、家長、老師、顧問、名譽會長：

副本：穗港澳三地培正各中小學校監、校長

事由：召開有關培正小學教育大樓建設的檢討 及 成立培正小學校董會架構公聽會
我們香港培正同學會，十分尊重培正歷史，銘記先賢林子豐、譚希天、王國璇等創建香港培正的
歷程及黃汝光會長等校董們，於 1952 年，完成將香港培正信託予香港浸信會聯會作為辦學團體，營運
香港培正的史實。特別是黃汝光博士擔任香港浸聯會會長及培正校監期間，對香港培正所作的巨大貢獻，
十分敬佩和贊賞。
黃汝光博士主持設計及督建香港培正中學 E 座教學大樓，美觀實用，裨益培正幾代學子。1950 年以
來，香港培正在林子豐、李孟標、何宗頤、林英豪等校長領導下，成績斐然，培養出許多世界知名學者，
如崔琦、丘成桐、吳家瑋、蕭蔭棠…等。浸聯會在這段時間，作為辦學團體，也有一份功勞，這是無庸置
疑的。
2015 年 12 月 18 日，收悉香港浸信會聯會發出的<聲明>以後，收到全球培正校友的詢問，函電紛馳。
其中也有來自學生家長和老師的查詢。對香港浸信會聯會<聲明>內容空泛，表示失望。既無正面回應培正
61 位專家學者，就改善培正小學管理的訴求，也沒有交代培正小學教育大樓建設過程來龍去脈。現綜合校
友來函，提出以下問題，以便在公聽會上討論並得到澄清：

(一) 自 2005 年近十年來，在拆卸培正小學舊禮堂，興建培正小學新大樓的過程中，同學會發動全球
校友捐資培正小學，希望興建一座對培正中小學弟妹教育有用的教學大樓，但事與願違，新建大樓
8-15 層，因超過教育局 24 米高度上限，對培正中小學學生，得物無所用，反而成為浸聯會通過
楊國雄校監精心策劃的培正專業書院校舍。
前培正小學校長李仕浣，亦曾表達反對耗盡小學歷年積蓄兩億港元，代墊培正專業書院興建高層，
以免影響學校今後發展，但結果不為小學管理委員會內，以楊國雄校監為首的上級成員接納，而批核
挪移小學歷年積蓄藉以繼續興建。
終於引發全球培正校友的憤慨，十三位培正學者專家，以至最近 63 位培正學長專家的聯署函，可見
一斑。
浸信會聯會，以有訴訟為藉口，不肯將培正專業書院改名，終於 2015 年 12 月 22 日，發生培正專業
書院學生周 XX 因<串謀縱火>罪被拘控個案，又一次嚴重損害培正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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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培正同學會，過去雖一直有代表出席培正小學及幼稚園的管理委員會議，但只佔委員會 1/9 議席，
人微言輕，這就使得香港浸聯會中、小學持續教育部常委會部份主要成員，於 2013 年 2 月 5 日大清
早，繞過小學管理委員會，暗室議決動議：“擬將新建的培正小學校產培正教育大樓高層四層樓作抵
押，協助培專向政府申請港幣壹億八仟萬元”的提案，並於當晚，以臨時動訍提交浸聯會全體理事會
表決通過。此項黑箱作業，未經培正中、小學校董會討論，同學會正副會長得悉此黑箱做法，當晚前
往浸聯會會議會場，向各參與會議的代表們，派發傳單，強烈反對，此事因並公諸於世而作罷。

(三) 關於培正帳目問題，培正中學資源，因屬津校，政府會管好，我等從不擔心，只是小學帳項因屬私校，
除就挪移小學儲備興建教育大樓 24 米以上高樓層外，更曾出現挪用小學港幣 32 萬元，作浸聯會
培正書院的顧問費事件，後經我會前會長呂沛德過問，才予以揭露 , 但已構成挪用在先。
至於培正小學大樓捐款，至今未有發表〈徵信錄〉及 Final Account。捐款人多次提問，亦未有結果。
這就不是“校友無風起浪”，而是培小管理層未克盡責任，將帳目交待清楚。
(四) 本會並不質疑浸聯會任命校監的機制。 但對於陳之望校監之博士學位的質疑，是個別校友的個人
追查之行動；本會認為此事關係陳之望校監個人誠信問題，事件的是非黑白，其實澄清亦不困難。
我們認為通過 2016 年 2 月 27 日的公聽研討會，希望達致:
a) 將培正小學教育大樓建設過程，問題所在，原原本本有條有理，向全世界培正同學交待;
b) 在浸聯會聽取各方面意見，經討論後，草擬一份改革培正小學校董會的結構方案，以加強小學
校政管治。
浸信會聯會受培正先賢信託，自 1952 年到 2000 年期間，營運培正是好的，應予肯定。
只是最近十年，個別校監方面出了問題；加以監管有漏洞，以至引發培正小學新教育大樓及
〈培專事件〉，給全球培正同學及社會做成困擾。
既然有錯，就要承認，並加以改進，改了就好，培正校友同學也不會揪住不放。
希望培正每一個老師、學生家長和校友，都來參加這公聽會，以便瞭解真相，正本清源。
使各方能達致諒解，重新走上培正一家親的軌道。
香港培正同學會
2016 年 2 月 15 日

註：本函乃我會委託吳漢榆學長( 1953 誠社 )，根據存檔文件，草擬而成。

FOR REFERENCE - Private and Confidential
Revised 15/02/2016
综合蒐集各地校友，傳來有關公聽會研討的查詢及討論等問題，今列出供大家參考:

A. 背景簡介︰
(一)

信託關係︰香港浸信會聯會（浸聯會）與香港培正母校（包括培正中﹑小學）
（培中，培小）僅屬信託管理關係因此而演變成為培小之辦學團體，但香港
培中、培小並非浸聯會創辦成立。

(二)

挪用校名︰培正教育中心（培教），培正專業書院（培專）及培正教育中心
有限公司等，全部由浸聯會擅自挪用〝培正〞之名，於 2000 年間設立（與
梁尚立等人設立培正商學院搶註校名同一時期發生），但與培中﹑培小完全
無任何關係。

(三)

挪用校友捐款及培小資金：香港培正小學禮堂重建，校友為響應母校籌款呼
籲樂捐，乃全部只為培正小學，並非捐給與培正小學無關之〝培教〞
﹑
〝培專〞
等使用。

(四)

不合理加建無法使用之樓層︰浸聯會濫用受託人權力，挪用香港培正小學資
產，及誤導培正人捐款，挪用加建培小依法不能使用之 8 樓至 15 樓，變相
實際把利益輸送給浸聯會。

(五)

挪用培小資產抵押謀取利益：浸聯會高層曾黑箱繞過培小管委會，“擬將新
建的培正小學教育大樓高四層作抵押，協助培專向政府申請港幣壹億八仟萬
元”此舉乃為挪用〝培小〞資產，危害培小產權。

(六)

利益衝突︰〝培中〞
﹑
〝培小〞管理委員會絕大部份委員由浸聯會委派，隱含
利益衝突之存在，致產生有上述挪用資產﹑校名事項，嚴重違背受託人職責。

(七)

委派校監於〝誠信〞上之質疑：浸聯會全權控制委派校監等，為培中﹑培小
最高行政人員，但未顧及其誠信問題，違反教育署校本條例之首要最重視的
〝誠信〞，校監陳之望博士學位真假一事，迄今已過半年，但一直拒絕向公
眾及培正人公開交待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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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於上述背景簡介，處處引起海外校友﹑家長﹑教職員十分關注並擔憂﹑疑慮，提
出後列很多問題，希望香港浸聯會能坦誠參與此公聽會，澄清解答下列各項問題，
以便緩和與校友間不必要之矛盾及誤會，互相理性地，公開研討尋求事實真相，並
尋求解決辦法，以盡受託人的職責︰
(一)

香港浸聯會是否長期存在非法挪用香港培正小學資產，嚴重違背受託人職
守。如–
(a) 浸聯會為何重建禮堂時，用培小資金去興建 8 樓以上之培正小學根本無
法使用的樓層？
(b) 若無償地為培正專業書院所用而興建，而培正專業書院乃浸聯會設立，
與培正小學無關，請解釋是否浸聯會違反信託，而濫權及以至越權挪用
培小資產圖利於培專？
(c) 綜合上述 (a) 及 (b)，培小因此無謂無理多建 8 樓以上而得物無所用招
致引起巨大金錢上的損失，浸聯會是否應該對此作出負責的賠償，包括
承擔為此而多付的建築費用，及日後拆除重修的費用？
(d) 浸聯會為了與培小無關的培專，而嫌涉盜用培小教育大樓高四層作抵
押，貸款港幣壹億捌仟萬使用，此企圖是否屬實，理據何在？
(e) 浸聯會另外是否有利用其他培小存款﹑債券﹑基金﹑物業等抵押而得益
或圖利？
(f)

「培專」由浸聯會成立之「培教」改名而來，其開辦費及棲身寄居於培
中﹑培小期間，有無挪用培小資產及有無歸還？是否符合財政獨立？

(g) 浸聯會是否有利用培小資金，借貸給予浸聯會本身，及其他與其有關聯
單位︰如培專、培教及其他浸聯會屬下單位而得益或圖利？
(h) 校友捐款明細帳目〈徵信錄〉
，及支付建築費明細等 Final Account ，何
時可以公開向校友及捐款人，詳細負責地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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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

培教、培專、培正教育中心有限公司等，浸聯會擅用〝培正 〞校名知識產權，
是否違背受託人的承諾及使命﹖擅用﹑挪用﹑盜用〝培正 〞校名的理據何在？

(b)

為何設立「培正教育中心有限公司」，有何作用?此為一般商業性質的有限公
司，浸聯會利用此商業性質的公司之目的何在？

(三)

浸聯會於梁尚立/ 何厚煌等人之花都培正商學院搶註〝培正 〞校名，詐騙校友捐
款一案審訊過程時，態度曖昧拖延，請坦誠公開浸聯會中人，於案發前期間（1994
年至 2004 年）
，有無與對方在侵權案內，互相間曾有任何洽商聯絡和合作，侵害培
正大家庭利益？

(四)

顧及培正教育事業的質素，校監陳之望的博士學歷，既已向浸聯會交待，理應很易
向校友交待澄清，而證明其委派的校監博士學歷，乃屬實無訛由正統大學頒發，免
令校友擔憂校監的誠信，而影響校譽及日後校務教育管理質素，浸聯會是否可正面﹑
具體解釋及交待？

(五)

浸聯會是否挪用﹑掏空培小資源包括現金﹑校名﹑校產，蠶食培小令培小受損而影
響日後無法健康成長發展。
為表浸聯會並無挪用，堅守其強調之財政獨立原則，並無蠶食培小資源的企圖或事
實，浸聯會是否可以面對全球校友知情權，而應公開黃乾亨律師的回覆信以證明，
並非如楊國雄 1994 年信中有嫌涉侵挪培小資產的企圖？以保楊國雄或浸聯會誠信
沒有違背受託人的職責，亦請解釋顧學長對浸聯會的官司，與此事件有何關連，為
何藉詞拒絕向全體培正人，公開黃乾亨律師(弘社 1950)，就此事件的回信，扼殺全
體培正人應有的知情權？

(六) 為避免校友對上述擔憂，除敬盼浸聯會出現澄清解釋外，商討是否可以誠意地尋求
與校友合作，
〝依法〞正式成立培小「法人校董會」以徹底增加透明度﹑公信力，
健全監管，杜絕日後再發生任何不法挪用培小資產﹑物業﹑校名，貫徹受託人法定
應有的職責承諾，令校友，可安心繼續支持母校，協助監察以保護培小母校的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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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培小儲備逾億被掏空，引致 :
(甲). 培小為私立名校，老師薪酬福利與外間有極大差距，未能同工同酬，致老師每
個學期不斷流失，對培小學生及教育質素的貫徹性極有影嚮。
(乙). 培小為私立名校，陳舊校舍設施，校內教育器材未能加以改善。
身為辦學團體浸聯會，對上述管理有何改善。
(八) 教育大樓「爛尾」期間，浸聯會一直不予跟進，致培小被建築商以延誤建築為由，
索償逾一億二千多萬，最終由同學會出面組織校友專業團隊，義務予以解決。為何辦
學團體浸聯會如此不負責任，管理為何如此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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