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藍文集

愛國 愛港 愛培正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明辨是非上下一心 團結守護紅藍精神
雷禮和 ( 仁 68)

前言： 基於月來網上流傳 極多對培正的負面消
息，其中有涉及政治國安的教學方面之指控。

筆者每天，均收多極多來自各地校 友的查詢，

彼等愛培正母校之心，海外校友猶為關切；因紛
亂消息與日俱增，致他們的精神，更備受困擾。
有感為避免紅藍團結免受影響，遂 邀約培正中
學何建宗校監、培正中學何力高校長，就外間

近日的傳聞，擇其重者，而作查詢，並作筆錄，
借新一期《培正同學通訊》之印刊，以釋眾培正
人之疑慮。

訪談日期： 2020 年 11 月 26 日
時間：

地點：

被訪人：

上午 9 時

2. 問：香港培正中學，於今年新學期開始後，校方有沒有因

何建宗校監 ( 昕 75) 下稱 [ 校監 ]

香港教育局的指引，而被香港教育局予以警告？

培正中學校長室

何力高校長 ( 勇 91) 下稱 [ 校長 ]

採訪筆錄： 雷禮和 ( 仁 68) [ 提問人 ]

1. 問： 香港培正中學於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在今年新學期年
度開始後，教師之教學方式，及教材內容，有沒有觸犯港區

教師的教學方式、教材內容、因涉違反港區國安法，及踰越

校長答： 沒有收到教育局的警告 ! 教育局收到投訴，會轉校

方並要求答覆，校方經調查後，報告送交教育局 : 至今多月，
直到現在這一分鐘，並未有接到教育局的任何進一步回示，
更從未收過警告信。

囯安法？

校監答：肯定冇收過教育局這般的警告信！教育局的慣例是

一科教材我都會自己查核。尤其是頒行了港國安法以後，一

零散針對個人的投訴報導，並非針對學校。這相信全港學校

校長答：一定沒有觸犯港區國安法！其實，不單是通識科，每
些牽涉敏感及爭議性問題的教材，大家一定會十分認真，保
證遵守於法定界線之內。

校監答：校董、家長和老師的關係很好，經常碰面交流；學

校也有固定的机制去保障教材質素，十分嚴謹。所以，我十
分信任老師的專業及自制，應不會觸犯了港區國安法的。

看到傳媒報導，會即轉予學校並要求答覆。目前收到的只是

都有類似情况，社會撕裂嘛！當學校收到教育局轉告後，都

會配合教育局的指引，首先約見被投訴的老師，再經校內的
調查後，向教育局呈交相關資料，再由教育局的一個特別小

組調查定斷。我看，目前都只是零散個案，而迄今，我校未
曾收過教育局的任何負面回覆。校董會和學校管理高層，一

貫非常重視投訴個案，會跟足教育局指引處理。據悉，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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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與學工作一切如常。培正紅藍精神，一向都尊重老師的

未有對她作過任何檢控的行動。基此，校務管理委員會 ( 俗

騮頭」嘛，自由開明，只要不影響教与學的質素和學生的正

報，該老師迄今沒有在教與學事工上，有若何不當或異常情

人權自由，也重視每個學生身、心、靈的整全成長！「培正馬
常發展，我們不會胡亂插手干預。

稱校董會 ) 通過該老師在本學年繼續任教。據小學領導層滙

況，校方亦沒收過家長與學生，對她課堂表現的投訴！目前

培正小學校園，亦一切平靜如常。對外間有傳言謂：該名老

3. 問：HKG 報刊登謂去年 6 月 24 日及 7 月 21 日，有家長

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投訴培正通識老師向學生推廣自己政
治立場 ... 涉嫌專業失德 ....。培正校方，有沒有收到教育局

師，因與浸聯會高層有 [ 黃馬褂 ] 關係而獲包庇，這真是無稽
之談！

楊潤雄局長之上述通知？

5. 問： 有報章以頭條刊登：
「黃色恐怖」培正中學教師遭舉

校長答： 就教育局口頭通知有關匿名家長投訴事，包括教材

訴家長 ... 培正中學全校上下黃友，包括老師、學生、家長及

內容問題之光碟事、老師 facebook 內容事等、均已給與教

育局的解 釋報告。於此特別一 提，網 站 報 刊 傳謂培正 聖 經
老師，以聖經經文內容，及章節數字，煽動對社會事件的渲

染……此事經與有關同事查詢了解後，已書面函覆教育局，
純屬子虛烏有的謠言。

校監答：如前所述，校董會一貫非常重視學校的教育質素，依

教育局的指引辦事；若發現有不當行為，必定從速並嚴肅處
理的。

4. 問： 有報章刊登有關香港培正而作下列的報導：
「日前再
有 家長 向 HKG 報 爆 料，揭發 該 校 有黃 師 涉 嫌 非 法 集 結 被
捕，該 名黃師不單沒有 被 革 職，反而 踢保 改 名再於 培正任
教！ 」上述報導是否屬實？

校長答： 培正中學無此事，據知事實與報載有出入，校監知
悉箇中情況，可作補充。

校監答： 此事本該由小學部去回覆，但我也是香港培正小學

管理委員會成員，亦是辦學團體浸聯會教育部部長，或可對

關心此事的校友，作一些簡單補充：據悉，該名小學老師，
於去年政治運動爆發初期，曾在灣仔某地區被警察截查，並

報失德 HKG 報獨家消息：培正全校黃友疑動員人肉搜尋投
校友，正在人肉搜尋有份向教育局舉報的家長身份 ....... 黃
色恐怖籠漫培正中學 .......

上述之黃色恐怖及全校行動，是否屬實，而目前該行動瀰漫
於全校師生？

校長答：實屬冤枉的杜撰，完全沒有這回事，完全沒有這種
所謂黃色恐怖氣氛的感覺，校園內一切平靜，一切正常。大

家可以隨便找一些校內學生們查詢，學校內有否異樣？在校
園內學習生活開不開心？

校監答：正如上文所述，校園內一切平靜正常。可嘆現今社
會群體撕裂 嚴 重，常見
「小題 大做亅丶
「渲 染 抹黑」的消息！
其實，培正老師更常是網上
「人肉搜查」的受害者呢。

6. 問：有 報 章 標 題 刊 登：
「培正中學 教 通 識 涉 煽 動 仇視 國
家」並稱「HKG 報近日再次接獲家長投訴，指有關通識科教
材內容偏頗 ..... 在至 9 月新學期開始之前，一直可以從 貴校

的網頁中下載。」上述所指之偏頗內容，是否有違港區國安

法及踰越香港教育局指引？ 及是否 仍存在校方的網頁上，
供學生下載？校方有否因上述所指的偏頗內容，而被港國安
署、及教育局予以查辦警告？

登記下了身份証資料。其後，該名老師透經律師，以法律情

校長答：培正絕對冇煽動仇視國家的教學內容 ! 我們已把該

收過任何教育局的指示，要求解僱或停職。而警察當局，也

未收到有關偏頗內容的覆示意見。該光碟乃在二月期間，網

序更改了名字。但事端始末均已經呈報教育局，校方從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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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投訴內容偏頗的教材光碟，送交香港教育局查核，至今都

紅藍文集

上授通識科課時，有講及香港法治環節，均以持平態度，以

課亦活動教學，取材靈活生動，很配合社會的時態，但老師

期開始，通識科有新教材，此光碟又已送交香港教育局，故

亅。培正馬騮頭，開明開放，但任何「臥虎藏龍」之輩，鐘聲

平 衡 教學之觀 點，全面羅列各種 情 況 之討論。本年度 新學

根本不會出現在學 校 網上供學生下載。我們一直 最 憂怕是
被斷章式撮取某段某句，以偏概全，放大上網的對培正母校
的攻擊。

校監答：網上教學期間，學生在家視像聽課，大部份家長均
伴讀 於旁，我想，如果內容偏頗，甚至乎煽動仇視國家，校

董會必將收到數以百計的家長投訴吧！真的完全沒有！目前社
會嚴重撕裂，政治立場各異，絕不令人驚奇。但我要强調：

師生都會秉持底線，不容政治取態影響校內的教育活動。紅

藍精神，就是「謹慎而開明，活潑而不踰矩」；
「以信相持，以
愛相繫」。

7. 問：如有教職員，涉違反港區國安法、觸犯香港教育局的
指引，專業失德等情況，校方管理層，會否包庇？

校長答：校方必會全力支持並配合教育局的調查，香港培正

中學是政府津貼中學，教育局是有一套守則指引，校方一定
遵行的。

校監答：怎可能有包庇？若有任何問題，香港國安署及警務處

自然會追查跟進，我們如何能夠包庇？政府一切依法行動，
校方是必定予以全力配合的。

8. 問：今年九月新學年度開始，培正校園，有否進行違反港
國安法，及踰越香港教育局指引的活動？

校長答： 到今天，肯定沒有，一來社會情況氣氛與過去大大

不同，學生忙於應付學業和課外活動，疫情下社交活動均減

少，校方實行 8:00-13:20 的上課時間，在校方正確教育循循
善誘下，學生自律守規，校園內每天一切正常。

校監答：多年校史可以證明： 培正的老師向來愛錫學生，上

們亦會嚴格遵循教育界的專業守則和指引，追求
「至善至正

一響，返入校門和課室，便會專心聽書和學習。各位校友都

知道，外圓內方，這是培正紅藍精神的人文特式，也是我們
經常引以為傲、秉持百年的整全教育風格。百年老牌，我對
培正紅藍兒女絕對有信心！

9. 問：針對目前外間不斷有對培正負面的報導，校董會會否
發表公開聲明，向社會作澄清說明，藉以維護培正的聲譽？

校長答： 校方行政管理層，就外間負面報導，均一直保持與
校董會交流溝通。

校監答： 媒體一如社會，政治立場嚴重撕裂，不足為奇。近

日有某媒體頻頻在網上對培正校長、老師和校監作出攻擊，
我以
「平常心」處之，因為這只是反映社會的混亂和動盪。清

者自清，校政清明有序，教育立場堅定，有目共睹，校董會也
不想作無謂辯斥了，因這只會更影響校內的教與學情緒，也

愈發令校政捲入政治的污濁漩渦。何況，自行將政治議題和
動作帶入校園，豈不更有違教育局的「學校保持政治中立持

平」的守則嗎？這種種反效果，學生和老師承擔不起，我們是
絕不會輕率行事的。我只想強調，校董們均一直關注事件，

並與學校管理層維持緊密溝通，我們完全掌握該傳媒的報導
內容之來龍去脈。我們共識有二：
1. 緊守法規指引，維持校園正常；

2. 保持培正一貫的優質教育，凡事以學生為本。
目前，我們只會用
「家書」的形式，向老師、學生家長和校友

展示培正母校的真實情況，目的是增強大家對校園動態的了
解，那才可免受外間不實謠傳之疑惑和困擾。

10. 問：培正天天均被涉政治性的攻擊式報導，校方管理高

層，有沒有就此事端，與中聯辦及香港教育局，進行報告交
流溝通？

校長答：校方均一直與教育局、分區教育處的官員，時常就
72

校務方面溝通交流；但校方不會特意就此等事端，而專門提
出討論交流。

愛護學生，校友亦在不同崗位上榮神益人，愛國愛港，備受
社會各界的讚賞！

近 年 學生在不同範疇的卓越 表現，有目共 睹。傳 統 優

校監答：浸聯會是香港重要辦學團體之一，在我任職浸聯會

良、學習認真，而上帝的恩典超過所想所求，這正是我們對

和社會各界，包括了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和中聯辦的教科

生在這裡安心、健康、愉快成長，歸屬感強烈。校內秩序井

「中小學及持續教育部」部長期間，職責之一，便是與教育局

部等，經常保持接觸和交流。從我接觸的各方友好所得，社
會各界對香港培正校務的近況和發展，普遍持肯定和支持的
態度，不見得有很多負面的批評和指責。

社會期望的最 好交 代。深 慶紅 藍 兒女視 培正為大家 庭，學
然，快樂學習，自律性强，視野寬廣。

校方以教育不踰矩為準則，靈活有序，多元並觀，學習

與社會保持緊密關係；老師亦循循善誘，變通中嚴守教育專

業，師生互動，關係緊密良好。這都是傳承自培正先賢，所

11. 問：就校友受網上互傳的培正負面消息之影響，產生紛
擾困淆，有什麼可以向關心培正的紅藍人，表達的說話？

校長表 達：居住香港的培正人，對今天香港培正的情況，了
解清晰，校友對培正母校充滿信心，對培正的捐輸支持，源

源不絕，深謹表謝。反之，居於海外的校友，重洋隔山隔紗
帳，則易受網上對培正的負面消息所困擾，其愛之心言論看

以多年以來，學生、家長校友們都深深以紅藍傳統為傲。謹

向大家保証，培正中學將會一如以往，秉承先賢創校宗旨，

致力提供優質教育。學校全體教職員們，將繼續發揮專業精
神、謹守崗位；學校管理層也會做好質素保證工作，創新而

踏實地與教育政策配合。家校合作，至為重要，校方非常重
視與各位家長交流，隨時歡迎各家長具名致電校方，直接溝
通，彼此勉勵，把教育工作做得盡善盡美。

聖經教導我們「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

法．深深理解，希借此採訪文稿，能釋眾疑，祈能為眾擺脫

耐。 愛是永不止息。」而主耶穌也是平靜風浪的主；目今社情

業、謹守崗位，學生如常愉快學習，更在公開試、和不同活

心，團結守護培正人的傳統精神，懷著信、望和愛，邁步勇

心頭的困結。自從踏入 2020 年，校園氣氛一切平靜，老師專
動中，屢獲佳績。培正的學生馴良受教，老師愛護學生。衷
心歡迎海內外老中青紅藍兒女，隨時可以回來校園走一趟，

親眼看看實況。祈望大家要對學校有信心，面對風風雨雨，
紅藍兒女，更應四海一心，團結一致。謝謝大家的支持！

校監表達：我的心聲，已經充份在各封「家書」式的文章中發

雖然撕裂，常常莫衷一是，但願我們仍能明辨是非，上下一
往前行。

主必恩佑！




何建宗校監

暨香港培正中學法團校董會同寅 謹上

2020 年 10 月 24 日

表，所以沒想再補充了。惟願「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

平靜安穩」！聖誕快臨，「在至高之處，榮耀歸予上帝；在地
上平安，歸予祂所喜悅的人！」祝聖誕快樂，新年蒙福！

筆者按：下列文章附件，乃何校監和校董會，在 10 月所發出
的一封「家書」：

各位紅藍兒女、家長和關心培正的朋友們：
您好！主裏平安！

感謝上帝的恩手拖領，培正創校一百三十餘年，秉行聖

經教導校風開明活潑，校訓是「至善至正」，教師團隊專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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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小介：雷禮和 (1968 仁社)，服務同學會超逾半世紀，
歷任副會長、會長、顧問；曾參與培正校名校徽被搶註、
培專濫用校名、大禮堂改建新大樓風波、教育大樓被意圖
抵押、倡議成立小學法定校董會、促重啟穗港澳三地培正
校名管理委員會等事件；世界培正同學日倡辦人，並參與
策劃統籌多屆世培日；2018 起，再出任香港培正同學會
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