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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浸信會聯會各教會
敬啟者:
2006 年香港培正小學開始拆卸學校大禮堂工程，其時浸聯會所委任的培正小學校監楊國雄博士，
並無申報利益情況，最終聘用他身為非執行董事之建築公司蓋建此大樓。其後，相信是由楊國雄代
表浸聯會教育部的情况下，决定挪用培正小學儲備，增建七樓以上樓層作不屬於培正小學的用途（即
所謂培專）
，並於 2011 年將土地契約改成只可用作非牟利大專用途，致使培正中、小學師生根本不能
使用上述樓層，而超過 2 億元的建築費卻由培正小學全數支付。培正小學儲備是培小和校友多年的
心血，浸聯會所委任的代理人這種他産私用的管理文化，本會多年來均希望透過溝通方式解決，但
浸聯會一直拖延及逃避，因而令海內外校友不滿香港浸聯會做法。
再者，浸聯會教育部一直有失託付，致令 2012 至 2014 年間，正正因大樓要加建樓層供培專使用，
令設計和管理不符合消防要求而未能獲發入伙紙。本會即時聯繫校友組成專業團隊協助善後，最終
因培專所産生拖延建築的問题，被建築公司追討過億罰款(原合約完工為 31/1/2011)。雖經專業團隊的
力爭，但最終仍令培正小學損失逾千萬元賠償。可是，大樓於 2014 年落成後，培專只象徵式支付一
千萬圓墊支款，明顯違反當初之承諾，所以培正校友在 2014 年聯名反對培專遷入大樓內。同時，培
專因管理不善和收生不足，直接損害培正品牌之聲譽。雖然浸聯會莫江庭會長同意培專暫不搬入新
大樓，但最令校友不滿是當時培正小學管理委員會已將一千萬元退回培專，明顯損害培正小學利益，
而浸聯會亦拖延將培專轉名之訴求。
2015 年，培正有 61 位校友學者專家發出聯署公開函(附件 1)，質疑香港浸信會聯會違反培正先
賢委託，未能保障培正小學利益，因此建議引入持份者監察制度，正式成立培正小學法團校董會，
以替代現時無法定權力之管理委員會，避免再重蹈覆轍，做出損害培正小學利益的措施，並確保資
源必須歸於培正小學。此訴求得到全球培正校友支持，本會亦多次向香港浸信會聯會發信要求，但
浸聯會總幹事林守光回覆(附件 2)，引用教育局資料託辭說香港培正小學不需要成立法團校董會，這
種錯誤信息企圖誤導家長、教師和校友，排除各持份者監察機會，這回覆令全球培正校憤怒，根據
本會資料，現時有多間學校，是利用立法會私人條例草案方式成立法團校董會(附件 3)，這明顯與香
港浸信會聯會管理層提供資料有出入。2015 年尾，莫江庭會長、林守光總幹事、何鏡煒教育部長及
培正小學陳之望校監召開特別會議，向全體老師抹黑培正校友訴求，並向全體培正中、小學家長發
公開聲明，含糊指出培正小學帳目由註冊核數師審核，但未能証明資源是否全數用於小學發展(附件
4)，有關培正教育大樓籌款帳目，亦未向各捐款者交待，因此本會建議成立法團校董會，正期望可以
監察少數浸聯會教育部成員控制培正小學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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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今次浸聯會教育部少數成員，為達到個人利益目標，傷害培正聲譽，更甚者影
響培正小學資源損失，加劇培正小學財政壓力，近年的學費加幅實以令家長負擔百上加斤，全球培
正人促請浸聯會盡快成立香港培正小學法團校董會，以改進培正小學管理架構等問題。再者，培專
學店形象，敗壞培正品牌，全球培正人促請浸聯會更改培專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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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9F%B9%E5%B0%88%E4%BA%8B%E4%BB%B6/
各浸信會教會首長如對培正發展有任何意見交流，歡迎與本會聯絡(電話 27134093 或電郵
info@puiching.org) 。

香港培正同學會理事會仝人 敬啟
2016-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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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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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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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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量(1985 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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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培正學者專家 謹啟
2015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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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關於要求香港培正小學成立法團校董會的常見問題:

附件3

1. 甚麼是「法團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是依法註冊成立的學校管理組織，具有獨立法人身分，有章程嚴格規定校
董會的權力、責任、組成及運作。
2. 為甚麼要成立「法團校董會」?
教育局自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一直倡議香港學校實施校本管理，冀望通過學校各持分者
共同參與學校管理，能夠為學校持續長遠的良好發展，奠下穩固基石。因此，成立法團校
董會，乃改進學校管理的其中一種有效辦法。自 2005 年開始，香港所有資助中小學均陸
續按法例成立各自的法團校董會。
3. 如何能做好校本管理？
「共同參與」、「問責」、「透明」和「誠信」是校本管理的精神，也是法團校董會運作
暢順的重要原則。法團校董會通過集體問責、透明開放，及各校董真誠行事，定能提升學
校管理的質素。
「集體問責」指法團校董會由學校所有持分者代表，包括：辦學團體、校長、教師、家長、
校友及獨立校董組成，法團校董會對學校負上全面及最終責任，為學校建立清晰、嚴謹、
有效的制度，推動、監察和督導學校的表現。
「透明開放」指法團校董會應保持政策透明及具開放態度，能與各持分者積極溝通、聆聽
意見、集思廣益。
「真誠行事」指各法團校董本著忠誠，克盡己任，真誠行事，並制定完備操守指引，避免
利益衝突。
4. 「法團校董會」和辦學團體分別主要擔當甚麼的角色？
根據校本管理精神，辦學團體與法團校董會是兩個獨立法人，辦學團體負責制定學校的辦
學宗旨，法團校董會則負責學校的實際運作及監察。
5. 香港培正小學成立「法團校董會」是否想摒除香港浸聯會作為辦學團體的角色？
香港培正同學會提出要求香港浸聯會參照教育局方案成立香港培正小學法團校董會，希望
能一如以往與香港浸聯會及校方共同為學校改進努力。
6. 香港培正小學是私立學校，可以成立法團校董會嗎？
根據目前 2005 年 1 月 1 日實施的 2004 教育(修訂)條例，主要是規定一般資助學校（例如
培正中學、培道中學…等）必須成立法團校董會，以確保公帑得以妥善運用。目前確沒有
規定私立學校需成立法團校董會，但也沒有說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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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目前香港浸聯會屬下的學校，有哪些已經成立法團校董會？
目前香港浸聯會屬下的資助中、小學，均已經成立法團校董會，例如香港培正中學、香港
培道中學、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荃灣麗城花園)、浸信會天虹小學(黃大仙竹園)、浸信會
呂明才小學(沙田第一城)及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沙田圍)成立了法團校董會，多年來
浸聯會從沒有因為成立了中小學法團校董會而公開投訴遭「奪權」或影響學校運作。
8. 那麼香港培正小學要怎樣才能成立法團校董會？
私立學校如果想成立具法定地位的法團校董會，是不可以根據 2004 教育（修訂）條例成
立，目前亦沒有相關法例適用。我們真的想將來培正小學和幼稚園成立的法團校董會能夠
具備好像資助學校法團校董會的同樣性質、權力和責任，一定要有相應的法律條文在背後
作為監察。香港培正小學需要制訂自己的法團條例（Incorporation Ordinance）去監管其運
作。
9. 目前香港有沒有學校制訂自己的法團條例去監管自己校董會？
有不少學校都已經具備，舉例：協恩學校管治委員會法團條例﹙ Chapter 1099)，拔萃小
學校董會法團條例﹙Chapter 1125)，拔萃男書院校董會法團條例（Chapter 1123），拔萃
女書院校董會法團條例﹙Chapter 1124)，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董會法團條例（Chapter
1121），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董會法團條例﹙Chapter 1104)，聖保羅書院校董會法團條例
（Chapter 1102），聖約瑟書院法團條例﹙Chapter 1048)… … …，這些的條例均是由立
法會議員以私人條例草案﹙Chapter 69)提出立法。除了學校之外，有不少宗教團體，如天
主教修會、基督教會堂都已經先後成立法團，以保障教會資產，例如九龍城浸信會條例
（Chapter 1093），和尖沙咀浸信會法團條例（Chapter 1073）。
10. 香港培正同學會有甚麼建議？
雖然香港培正小學不能根據 2004 教育（修訂）條例成立法團校董會，但我們又可以根據
培正的情況和需要，在立法會為香港培正小學度身制訂私人條例草案通過香港培正中小學
校董會法團條例（Chapter ???），到時有法例監督法團校董會，建立健全制度，可以持續
提升及改進學校。同學會希望香港浸聯會接受我們的訴求，同意制訂香港培正中小學校董
會法團條例。當浸聯會同意合作，同學會就可以找立法會議員協助，提出制訂私人條例草
案。
11. 將來如何能更有效地保障學校資產﹖
由於法團校董會及辦學團體在法律上是兩個獨立的組織，他們可以分別擁有其資產。
法團校董會作為一個獨立的法人團體，可以獨立接收、擁有、及處置其資產，辦學團體在
設立法團校董會前，按法例及會計要求，須先分清楚學校財產的所屬權，必須澄清哪些是
辦學團體的資產﹖哪些是學校的資產? 法團校董會運作後，亦要清楚紀錄日後各項資產的
接收、擁有及處置情況。如資產來源涉及捐贈，應清楚界定捐贈者是捐給辦學團體或學校
法團校董會，如屬後者，亦應確定捐贈者是否表示不欲在法團校董會解散時索回該財產，
以免日後引起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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