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無法投遞 請退回下址

德 明 會 訊

通訊地址：九龍旺角郵箱 79891 號
電話：8106 0574

日期：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五日

傳真：2397 3767

E-mail：hktakmingaa@hotmail.com
相關網頁：http://www.35scout.dyndns.org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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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篇
活 動 備 忘

本會理監事出席香港中山學會辛卯年新春團拜

日期：2011 年 10 月 4 日至 10 日
行程：高雄－墾丁－澎湖－台中－台北
團費：港幣 5280.00（未計導遊小費、保險、及其他附加費用）
＊ 由於規定每單位只可籌辦一團 40 人，中央贊
助費用未定．名額所限，本會採用先報先得
先報先得。
先報先得
截止報名日期：30
30詳情請參閱附頁
附頁
30-7-2011 詳情請參閱

慶典活動

我們竭誠歡迎您們參入
德明大家庭
(勇 1962)
(凱 1963)

廖偉民
楊紹偉 柴流湧 陳靖康
蔡世傑 李治中 李沛林
吳文健 蕭輝林
(仁 1966)
郭瑞蘭
(誠 1968)
林惠娟 黃山河 鍾慶添
許玉嫦
(信 1969)
何永康 張順堯 陳淑信
(勤夜 1971) 吳淑珍
＊本會會員人數已增至８８０名
鳴謝：(夜勤)曾福笑校友贊助＄130.-郵資

我知錯哪!
第六期會訊的錯誤
P1.尾二行同學加「入」

P2.新的力量 (真 1976) 陳璧琴
P4.「前理事曹永建」」
P5.尾一行香港京都念慈「菴」
P8.出發日期:「2011」年 3 月…

日期：2011 年 10 月 10 日(星期一)
地點：九龍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
費用：每位港幣 200 圓正
主辦：
＊ 由於本會只獲分配兩席 24 位，如欲報名請與
本會黃玉如理事長聯絡，電話：9038
9038 9628

香港各界團體慶祝辛亥革命建國百週年活動籌委會

本刊計劃於下期開始收集校友們昔日就讀德明母
校時，在學堂情景、畢業合照、節日晚會活動、
校運會活動、課餘郊遊踪影等等舊有照片。開闢
「時光倒流昔日情」專題刊載以饗校友，藉以懷
念年青時代，回味在學趣事，當感返老還童，頓
覺年輕了一橛。或是校友遺失了舊照，亦可重拾
珍惜。祈望玉成其事，敬請校友惠寄照片或電郵
mklee1724@yahoo.com.hk 予本刊編委李文強理事。
如有查詢，請電（9707 5380）
會訊編委會啟
1

我敬愛的父親

謝志芳 （信社 69）

時光飛逝，轉眼間父親去世已六年了，但他那迎人的笑臉，響亮的
音色，親切的話語，仍經常浮現在我腦海間，故此我亦經常隔著空
間，仰望天際，與我敬愛的父親講話，感覺很舒服。
猶記得小時候，住在徙置區(因 1948 年從家鄉逃難抵港，獲得徙
置)，那時父親已在德明任教，天天早出晚歸，每晚等他回來吃飯。
夏天時，我一手拿着拖鞋，一手拿着大葵扇，歡迎他回來，因為終
於可以吃飯啦！他的努力實幹作風，從來有增無減，怪不得他多年
後被迫要離開德明時，校友曾送上一牌匾，上面寫着「愛校如家」四
個大字。
父親於 97 大限前才肯移民加拿大，而每年都返港度歲，在他
80 歲那年，趁他回來，我、丈夫與爸爸三人參加教協的“黃山、
千島湖之旅”。冬日的黃山還有積雪，那時的他，腳步堅穩，不知
是我拖着他，還是他拖着我，輕易的跨步上山頂觀日出，而他的一
位學生(已是中學老師)竟然大腿抽筋呢!足見那是父親注重身體，每
天早上慢跑，晚飯後散步的結果吧!
我的職業，也是父親喜愛的教書工作，所以每年暑假，輪到我
去美加旅遊兼探親，2002 年的暑假，他還叫我陪他到家庭醫生處拿
報告，說是大便見紅，而醫生卻說沒事，多喝點什麼便行。結果真
害事！（其實痔瘡瘜肉也有可能轉為癌症的）。後來他返港，去家
居附近的廣華醫院就診，才斷定他是直腸癌，公立醫院斷症多，真
有經驗。手術前，我們全家被矇在鼓裏，直至他進院前一天才知曉，可見他處事明快，冷靜，
不想家人多擔憂，很多事都愛自己扛!這次手術是成功了，可惜發現遲了，癌細胞已擴散至肝及肺，
那時的心情，有如從天堂跌進地獄般，而這個癌細胞分析圖，是他出院後立即到浸會醫院照的，照
得一清二楚，那是當時的浸會護士長，也是德明的學生幫忙的。其時，父親還打算編寫「德明院校
史略」，聯絡各地傑出校友頒獎等事宜。我們做兒女的正擔心他的健康能否勝任，而護士長反而勸
我們讓他精神有個寄託吧！幸而在他振臂高呼之下，得到校友會鼎力支持，不少熱心校友的幫忙，
而我和兒子也只好幫他打電腦、校對、影印等。出版院校史略的事，在他十次漫長的化療過程中進
行的，還好的是他的確實成就了一件美事，至於他最後印製的個人作品「國父思想論集」一書，亦
能趕及在“第二屆全球聯誼大會”中派發，這也是他的心願。
至於他的另一心願是做個好漢，「不登長城非好漢」，剛巧“中國文化協會”有北京之行，我
們四個兄弟姊妹商討後，決定由我兒子請假陪他前往。回家後，父親立刻致電給我，大讚小兒有乃
父之風，為人群服務，事事周到，令他此行非
常開心，亦當上了好漢，事實父親的確是個男
子好漢！
之後，我心目中的巨人日漸消瘦，快要倒
下去了，真是錐心之痛！他亦道出了這次直腸
癌可能是他移民後，飲食方面多吃了即食麪，
尤其是那包味精粉，我後來才知道即食麪很多
是含鈉量超出世衛標準，宜減少調味料，不宜
喝湯，否則亦會增加高血壓，心臟病等風險，
宜自製菜肉湯底。反觀他一生生活非常有規
律，不煙不酒，愛國愛家，愛兒孫，工作盡責
，待人親切熱誠，如今抱病真是無可奈何！然而父親卻說「我已八十多歲了，賺了！」，可見凡事
看開了，也就好多了！至於母親亦於前年(2009)底去世，火化後一起安放於荃灣東普陀寺，這是他生
前親自前往挑選的「靚單位」，靚景點，看
在，我們也安樂了，我們永遠懷念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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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年聖誕作者伉儷與父親攝於黃山

作者與父親攝於千島湖畔

作者伉儷與父親攝於千島湖畔

得好自

社訊篇
仁社通訊
（一）今年為仁社(1966)畢業 45 周年。為此，日校、下午中學及夜校各部
同學於本年三月十九日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共十五人出席，其中
包括從美國及加拿大回港的同學。
決議事項
1. 選出聯絡人(聯絡本地及海外)
日校：陸嗣偉
下午校：李讓餘
夜校；吳麗娟
2. 成立工作小組不定期召開會談
3. 定於 2011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日舉辦旅遊及聚餐活動
（二）四月十日，聯絡人召開第二次會議，共四人出席，夜校同學因事缺席。
決議事項
1.十一月七日至十一日舉辦湖北武漢、荊州、襄陽、武當山五天直航高鐵團，由於欣逢辛
亥革命百周年，行程特別安排參觀武昌辛亥革命館。全包費用約四千五百港元（包括機
票、機場稅、燃料附加費、導遊小費、景點門券、高鐵車票及保險等等）。
2.十二日為校慶聚餐。
3.十三日舉辦本地一天遊，將選擇遊船河形式遊覽東北角印洲塘附近島嶼或地質公園。晚
上於彌敦酒店十四樓嵩雲廳聚餐。
本社聯絡人呼籲仁社海內外同學，踴躍參加是次活動，藉此良機共聚友情。如有查詢請與下列
同學聯絡── 日校：陸嗣偉(92093801)
下午校：李讓餘(62865197)
夜校：吳麗娟 93399593

（日及下午）仁社回港及在港校友與老師們飯敘合照

（夜仁）校友劉盛洲伉儷從加回港探親與校友茶敘合照

（凱社）校友茶敘合照

（夜毅）校友徐景銓伉儷從紐西蘭回港探親與校友飯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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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社四十週年記

梁遠高（真社 1976）

謝秉鈞校監的一句話

二零零二年十月上旬，與謝校監偶遇，正向他問好之際，他拉着我的手道：「遠高：今年校友會聚餐你一定要出席，而
且希望你能多聯絡其他同學共同參與」。當時的我別無選擇立刻應允，但別過謝校監後，他的囑咐烙於心中；雖然離開「德
明」後，在港繼續大專課程，亦常有參與學界的活動，而當時共事的伙伴也有很多德明的學長及老師，但這十年來，由於個
人的工作原因，經常不在本港，致與很多校友的聯繫中斷，要如何能做好這工作，確有相當的難度。

我就這樣回到母校的懷抱

數天後收到校友會其中一位理事的電郵，才知道今年的香港德明校友會聚餐亦是第一屆「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
主辦方。此時謝校監的話又在腦海響起，同時他常對我們的訓言「鐵肩擔道義」也在耳邊喊話，立刻醒覺校監正以他的鐵肩
擔承着大義，則我亦應盡一己之力擔承小責。
還好，我們同班同學亦時有相約小敍，這當然有重心同學作聯絡。即時行動發揮我的應變措施，致電吳禮頓學兄，並
說明因由；禮頓兄不愧為我們的中心人物，二話不說便把我的責任擔承下來，終於不負所託我們真社有十位同學參與此次大
會。
雖說校監交付的責任算是完成，但在校時的片段卻在記憶中湧現，我們這一代是成長於動盪的社會、中西文化衝激時
期、中國政治兩極化、國際間美蘇兩大集團對立及冷戰的環境下；
香港社會在當時更不斷發生諸多大事：
1967 年暴動＞＞＞＞＞1968 年中文合法化問題＞＞＞＞＞1970 年保釣運動
中國人的社會亦發生多起事件，大陸方面有：
1966 年文化大革命＞＞＞＞＞1971 年取得聯合國代表席位＞＞＞＞＞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遜訪問大陸
台灣方面有：
1971 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 年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1973 年推行十大建設
這些問題對我們這一代生活於香港的炎黃子孫在成長過程中潛藏着深遠的影響，尚幸母校擁有很多優良師資，他們秉承
中華文化的道統，深習儒家思想的哲理，能適時為同學們分析，使我們在這複雜的時代背景下能辨清方向，對這大環境有更
深徹的了解，這從日後德明同學在香港教育界的人材濟濟足以證之，亦是母校對維護中華文化所培育的一支堅兵。
第一屆「
第一屆「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
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回想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九日，這天對每一個德明校友而言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帶着興奮的心情來到會場，首先
見到是陳建國及鄺美顏兩位學長在接待處，其後分別碰到當年的師長、教授，研究所的同學，大專的同學，學生會的伙伴，
還有童軍團友及口風琴隊友，最後是與真社的學友同桌一起細說當年。
大會開始，馮光漢會長及謝秉鈞校監分別致詞，才讓我們了解到這次大會有全球的校友代表出席，而最令人感到可貴的
是當年廣州的德明同學也有代表出席，這使我深深體會「德明」這個 國父的表字，蘊藏着深博的中華文化，凝聚着眾多炎
黃子孫的民族精神，這也是五千年文化延續的基因。
香港德明校友會在此時此刻能發起「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並推動為每二年一次選在全球不同的校友會舉辦，
讓全球校友能有一定期聚會之機，如無謝校監的「鐵肩擔道義」精神感召，實難獲此成果。
席上真社同學把酒言歡，暢談往事，各同學決定秉持 國父「繼往開來」的精神，將「香港德明校友會」的聚餐記在各
人的行事曆，每年參與這一盛會，並希望能多聯絡其他同學共同出席。
更多同學的回歸
自第一屆「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開始， 國父誕辰、德明校慶、真社同學便牢牢連在一起，每年十一月最接近
十二號前的周末，就是真社同學感懷母校栽培、師長循循教誨的感恩日，亦是同學間互勵互勉的相敍日。可是直至二零零九
年這八年間，每年真社亦衹有我們這幾位忠貞份子強充代表，堅持參與，但每年真社上台拍合照時，內心都感到有所不足，
因真社建社時日校有男生六班，女生兩班計二百餘人，相比每年不足一席的參與者，實有負謝校監的祈望。
二零壹零年二月初，時值農曆歲末，忽接禮頓兄來電說有從加拿大同學帶回訊息，邀約晚飯相敍，頃刻間心中有股莫無
名的興奮。二月六日按時抵達港島蓮香樓，一間頗舊的食肆，卻能襯托出此時境況，站於門前，看見多位面善中年人皆以手
機通話，都是近似的行為－查問樓層枱號，立即意會到這就是失散三十多年的同窗，果然在各人就座後，經過一輪互動，各
人的名字都獲得確認，讓同時參加的符保成老師亦發出會心的微笑。
本次突發事件導因於本年七月加東校友會主辦第五屆「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真社旅加何麗卿同學發覺大會獨
缺真社的資料及社史，因而知會與她有聯繫的在港同學，希望真社有同學參與大會．．．這就是德明精神，不管同學們散居
全球任何角落，我們都不忘根之所在，我們都會主動地為我們的根而付出。
這樣，就把真社幾個活躍的小組重新組合，臨時的召集竟有十六位同學赴會，且各同學皆有共同希望把真社重新組織以
加強聯繫，經我們幾位每年出席校友會敍會的同學解釋，他們才知道香港德明校友會的存在及我們幾位真社同學每年參加的
情況，並即時決定五月份再次舉行聚會，希望各小組盡量發揮其功能，使下次有更多失聯同學出席，並同時相約參加校友會
的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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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精神的延伸
真社同學自畢業後三十多年來第一次再以「真社」名義聚會，經過同學們的熱誠與付出，我們按時在五月十五日相
敍，令各人更開心的是這次又增加多位失聯的同學回歸，讓我們更有信心能繼續尋找失散的同學，並積極參加今年香港德
明校友會的聚餐。
隨着十月來臨，真社同學顯得異常興奮，及至中旬，佳音頻傳，初步預計已超過廿人報名，而人數仍不斷增加，至下
旬時竟有三十餘人參加。某日與校友會理事譚錦清相晤時，他亦驚訝真社今年人數急增之原因，大會當天，莊社一位黃姓
學弟，亦是德明的忠貞份子，每年僅一人參加，風雨不改，必與我們幾位真社同學共坐一席，今年獲知真社出席者眾，亦
特來致賀，我也祝賀他們莊社今年有一席之眾共慶。
大會尚未開始，同學們已提早抵達，為的是本年有太多驚喜，同學們有携眷出席，也有帶子女出席，尤其高興是黃素
芬同學從海外回港，適逢其會，特與夫君共同參與。亦有數位夜真社同學與我們聯合參與，這亦是我們陣容擴大的因素。
聚餐在各人的歡笑聲及大會的表演節目中交雜，當副理事長陳錦棠宣佈真社同學準備到台前拍合照時，大家起哄離席
向前台移動，忽然間我內心激動不已，我默默禱告謝校監他當年的囑咐，今天才算有所交待。
真社四十週年慶
校友會十一月六日的聚餐雖已曲終人散，但今年的喜悅卻非往年可比，數日後還在回味晚會情景，各同學的笑容，別
後多年再聚的歡愉都在每人的面上自然流露；八日黃昏順手翻開從大會取得之「第五屆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刋」，
首先查看真社的篇幅，內裡確實缺乏社史及相關資料，幸好旅加同學何麗卿寫有一篇德明學子的心聲，算是替真社爭回一
點歷史地位。閱畢立刻翻查個人資料庫（因本年中夜真社莫耀強學兄回港時，曾問及中五畢業同學錄一事，他回加後掃描
給我），再細看真社社史首句寫有：「溯我真社建自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中秋」．．．立即驚覺至今已届四十而不惑之年，
而同學們早已是知天命之年了。
這是一個何其重要的年份，再想今年已近尾聲，約月餘光陰便要送走二零壹零年，即時起草數言以電郵通知禮頓、潤
廣二位學兄，約盞茶時間便接禮頓兄回言暫定十二月中旬，潤廣兄則立即聯繫場地，十日接伯光兄通知可安排於十二月十
一日，各人遂決定此日期，四十週年慶的歷史篇就在短短三天時間內確立。
潤廣兄是我們的文膽，每有任何訊息，皆由他擬稿發佈，這次也不例外，至十一月十三日，各同學已接到通知，不出
兩天多位同學回應參與，夜真社同學也回覆參加並將邀約鄧祖鵬老師鄧葉美賢老師伉儷出席，至此日夜真社正式合為一
體，各同學再次祈望大日子的到來。
對於真社四十週年慶，多位同學以電郵表達心聲：
旅加同學莫耀強：很高興得知真社同學們能夠敍會，並且有老師出席，在此願你們日後能再次有聚會，積極尋找其他真社
同學，並參與校友會活動。
黃肖媚：我已被你們的熱誠溶化了 ~~ 但願人長久, 永遠是同學 ~~
吳禮頓：明天，真社同學 40 年一聚這個活動正式開始了。由於太興奮之故，恐怕自己今晚不能入睡。
黎惠蓮：這個聚會之所以成功進行，確實是你們幾位同學的功勞，當然同學的踴躍參與就更是特效的強心針，我很明白做
義務工作的困難，“熱誠”是一股很大的動力，經過幾年的耕耘，大家終於看到成果。希望如眾人所願，往後的
聚會可以找到更多失散的同學出席。
鄭少芸：祝你們有個開心的聚會，數十年後能再相見，真是一個緣份。
陳潤廣：沒有師長們的承傳，我們不可能還相聚在今天。
梁遠高：真社同學們失散多年、經過諸多波折之後，終於迎來三十餘年以來最大規模之敍會。正如多位同學的祈望，願各
人藉此次重逢，可再凝聚能量，互勵互勉，在人生旅途上再發熱與光。
從同學們的心聲可證「德明、真社」在各人心中所佔的位置是何等重要。
晚宴當天，本人早在會場等候，主要為參與者提供名牌貼紙，好讓各人能望名憶事；首先到來是符保成老師、黎湛禾
老師黎郭素春師母伉儷，他們皆驚訝我能未忘其貌，繼有林兆萍老師、馬拔飛老師、鄧祖鵬老師鄧葉美賢師母伉儷涖臨，
而同學們亦陸續出現，巾幗鬚眉互相爭輝，老師
們亦在聚舊回想當年，忽然間，林兆萍老師取出
當年的操行紀錄，真佩服他能保存多年而完好無
缺，同學們趨之若鶩，爭相查看。老師們亦道出
在其任教學校與同事論及德明校友會聚餐每年皆
有五、六百人出席之情況，都認為不可思議，各
人皆認同這是德明精神的力量。
今年可算是真社的好時年，最初因為「第五
届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讓我們失散的同
學再相逢，而有年中的首次真社聚會，繼而強陣
參加香港德明校友會的聚餐，最後有四十週年慶
的日夜真社大結合與師長的聯歡晚宴。尤其可貴
者是這次四十週年敍會有兩對老師伉儷及三對真
社結緣的同學伉儷出席。晚會在師生同聚暢飲，
各人開懷歡樂的笑聲中，以一張大合照譜寫了真
社的四十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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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忠社金禧活動
時光荏苒

，

不經不覺今年是我們畢業五十週年，雖然這段悠長嵗月裡，各海內外同窗回港也有

,

聚會，但衹限于小規模，現應海外同學熱烈要求，回歸香港舉辦活動，大事慶祝 讓大家聚首一堂，

在港舉辦活動時間表
＊ 4-5/2011
＊ 5/2011
＊ 6/2011
＊ 7-11/2011
＊ 12/11/2011
報名方法：
：
報名方法
Tel：
Tel：
＃ L.A.

回憶昔日童年無忌，暢所欲言及話當年趣事的日子。

(

迎接海外同學入住酒店 如有需要

)

(約 300 元,地點未定)
(約 250 元,包午餐)
廣東遊(五日四晚),費用 2,500 元,行程另外列印

忠社聚餐

新界一日遊

可自由参加德明校慶聚餐，向林兆萍報名，電話：（852）96782694，餐費約為＄220

：
：

852）27993204/62243755
美國羅省：趙偉 Tel:
（818）503-0164
416）498-9904
加西： 宋爾匡 Tel:
（604）327-7551
趙偉兄負責海外報名及聯絡中心,初步估計約有一百人,暫定截止日期 1/6/2011,
現向各地同學發出邀請,敬希踴躍參加,多多支持.

香港：郭卓權
加東：馬兆沛

（

（

大年初三遠足旅行 (西貢斬竹灣至昂窩村)

郭志成 （華社

73）

當大家還在串門拜年，往沙田車公廟上香之際，我們
一行二十一人在辛卯兔年初三 （2011 年 2 月 5 日)）下午
相約前往西貢作遠足旅行。
說實在話，只有三小時多的行程那能說得上是遠足呢
！但對那幾位一把年紀的仁社和華社同學而言，上高落低
、穿山越嶺及披荊斬棘的山徑，不算遠足也應算是「軟足」
吧。
各人先分別吃過午飯後，乘 94 路公車由西貢碼頭前
往斬竹灣，下車便於第一個景點----“抗日英雄紀念碑”拍
大合照，然後開始在有點猛烈的陽光下登山，好不容易經
過了“長山”的標高點，並依蜿蜒及樹木密茂的小徑往下
走到“蛇頭村”。那時，有一位同行的小朋友，歡天喜地
的對我說：到達終點真好。但我卻無情地回答他說：我們
只完成了全程的三分之一而已，並且餘下的路程也不大
好走。
走過一段行人路到達“黃毛應村”，我們重新再投入
大自然的懷抱；由於在密林中我辨認錯了一個岔口，原往
目的地“水浪窩”的小路已愈來愈遠離我們了，但憑我的
登山經驗及看到沿途樹上掛著殘舊和已脫色的小尼龍草標飾，我十分有信心這條是一條已被人遺忘
已久的古道，所以我決定帶大家尋找另一個出路；在大伙兒一路互相扶持及小心奕奕地在叢林里穿
梭了大約一小時後，突然眼前一亮，一幅典型的古老香港農村圖畫在面前出現，計有風水林、土地
公小神廟、滿地炮竹紙屑及廢田等，這正是一個鄉村的背部呀！我們再往前走，更看到很多破屋及
一所完整而莊嚴的祠堂，我連忙拿出地圖，這就是“昂窩村”，我們可以多步行一會便能乘車回家
了。
“昂窩村”這個廢村令我想起以前香港原居民與大自然的融洽相處及現代社會對她的侵蝕，不
其然覺得，旅行是記憶的釋放，是情感的舒展，走過的地方不會留下足跡，卻化成記憶，情感不斷
向遠方伸延。
後記：
後記：確是一次舒活筋骨及高瞻美景的遠足；
確是一次舒活筋骨及高瞻美景的遠足；加上陽光普照，
加上陽光普照，排出一身悶汗，
排出一身悶汗，使完成整個行程後帶來
的不是疲累而是身心精神的飽足，
的不是疲累而是身心精神的飽足，期盼下次志成兄的安排，
期盼下次志成兄的安排，可以讓更多校友體會個中對身心有益的樂
趣，亦希望登山活動能在校友間被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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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希望登山活動能在校友間被推廣。

懷念我們黃興華老師！
懷念我們黃興華老師！
忘了? 忘不了!!
忘不了!! 梁美玲（夜勤 71）
暮春將至，天氣乍暖還寒，間中寒流來襲，令人難
受。才近黃昏，天色已經沉暗下來。萬家燈火，都提早
亮了起來，外面灰濛濛的，街上行人不多，那一刻不像
朝氣蓬勃的春天，倒像殘剩的歳暮。就在無聊當兒，電
話鈴聲響起來----是鄧祖鵬老師的來電。還未及寒喧問
候，卻傳來令人難過的消息----黃興華老師與世長辭了！
黃老師是我最早認識的老師，他職任公民導師，與馮主任及鄧祖鵬老師
領導著夜校校務處的三名大將軍，是我眼中的「風塵三俠」。與黃老師結
緣，始於中一時的運動會，由於我熱愛運動，而老師也是同道中人。對於運
動，他給了我很大啟示：他認為運動令人充滿自信，沒有地域界限，能使不
同國籍的人聯繫起來；運動更有助提高個人修養，消除戾氣，使人目標勇往直前。老師的循循善誘，
確是難以忘懷，當中最大得著的是助我勇於面對困境，對人生充滿信心。
老師的離逝，我心裏著實難過。坐下良久，反覆沉思。他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語，一幕幕的在我
腦海蕩漾。他多才多藝，作事幽默風趣，與學生相交亦師亦友，從不擺起老師的架子。我最愛在小息
時碰上黃老師，他永遠笑口常開，令你如沐春風。無論學業上的問題，又或者閒話家常，話匣子一打
開，總不會令你空手而回。
我每每常對人言：就讀於德明夜校雖短短數年，但對母校感情卻甚為深厚，這全因老師如父母般
關愛學生。當飢寒困頓的日子，師長不忘伸出援手，與同學共度時艱；一句句窩心的說話，令同學的
精神又從新振作起來。老師們的無私奉献和嚴謹教學，令我們由衷尊敬，再苦也不敢偷懶。
黃老師教導我公民科，由於口才了得，學養又高，授課時一絲不苟，所以在經公科摘下可喜的成
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這是老師給我的訓勉，我雖不才，但會牢牢記著。想著！想
著！腦海盡是老師昔日的點點滴滴，前塵往事，要忘記實在不容易啊！

訃

告

前德明中學國音導師林維健老師，日前不幸因病逝世。本會理監事同寅深感惋惜！
同表哀悼！已向林老師家人致深切慰問。遵林老師家人所囑，有關殯殮安排如下：

攝於上年校慶晚宴

2011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七時正，假座九龍城喇沙利道、
喇沙中學校舍一樓聖堂舉行安息彌撒。 （不設花圈安放）
不設花圈安放）
2011 年 5 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座九龍大角咀楓樹街
九龍殯儀館禮堂，舉行大殮、辭靈、出殯儀式。
＊敬請校友出席喪禮，以資追思！（如惠賜花圈請預早送往九龍殯儀館）
如惠賜花圈請預早送往九龍殯儀館）

不登!不登!!仍須登!!!奈何哉
連續多期會訊均有報導老師及好友離世訊息，殊感唏噓嘆息！生、老、病、死，雖是
人生歷程。唯獨接連而去者乃至親友好，能不哀傷悲慟嗎？每每在編輯文稿中不希望再傳
惡耗，可是．．．唉！只好關機默禱！珍惜人生，與同好者為社區、為大眾作出貢獻，不
愧此生！祝願各位師長、同儕身體健康！生活美滿！
編委：李文強編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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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德明校友會 主辦

報名表

姓名：

1.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團號:J9200

1.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性別：

1.男/女
2.男/女
因需時向僑委會辦理慶典參觀證及團位（40 名）所限，報名從速、先報先得

出生日期：

1.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身份證 NO.

1.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特區護照 NO.

1.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有效日期：

1.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手機電話：

1.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3

家居電話：

1.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
＊ 報名辦法 ＊

報名：請填妥海報表格，連同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及特區護照副本、最近三個月２吋／半身照片２張（照片背面
寫上中英文姓名）。可 E-mail : mklee1724@yahoo.com.hk 或郵寄 東涌 裕東苑 喜東閣 309 室 李文強收。
證件：１. 參加者必須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及特區護照（出發日起須尚餘六個月以上效期）。
２. 參加者須自行申請（台灣入出境許可證），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者除外。
３. 簽證＞＊凡在香港出生或於 1983 年後曾赴台者，可透過網路免費申請（入台證）
（網址—http://www.immigration.gov.tw）
＊可於抵台時，在桃園機場辦理入境落地簽證，費用台幣 200 元。（避免阻延時間，最好不採用）
４. 非在香港出生及未有赴台紀錄者，必須申請辦理初次（台灣入出境許可證），可上網查閱有關方法。
（網址──http://www.nas.immigration.gov.tw）
繳費：１. 報名時繳付團費訂金港幣 2000.元，餘款〔團費餘額、機場稅（港）＄153（台）＄200、燃油費＄450〕
須於出發前２１天清繳。報名後如中途退出，所繳費用將按（旅遊業議會）規則處理。
２. 所有費用請以「東海旅遊（香港）有限公司」抬頭支票寄東涌 裕東苑 喜東閣 309 室 李文強收。
３. 所繳費用，以本會轉交予旅行社收訖發出蓋有印花收據後，方受（旅遊業議會保障基金）保障。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