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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聯絡我們※
楊秉權
黃玉如
陳錦棠
陳建國
俞美莉
梁榮光
梁紹深
陸嗣偉
蘇鳳儀
梁美玲
陳華安
李順瑤
梁世恆
李文強
袁惠忠
譚錦清
楊國興
鄧祖鵬
何定樑
陳麟芳
陳仕鈴
賴家寶

(8106 0574)
(9038 9628)
(9727 0417)
(9181 7161)
(9751 6150)
(6103 5183)
(8106 2862)
(9209 3801)
(9195 1833)
(9809 5268)
(9030 2730)
(8109 1201)
(6920 2668)
(9707 5380)
(9376 2270)
(9832 9220)
(9164 3795)
(6134 9779)
(9209 5468)
(2365 4140)
(9080 9074)
(6775 2340)

日
期：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１２日（星期六）
時
間：下午四時恭候（麻將耍樂） 八時儀式 八時卅分入席
地
點：旺角彌敦道６１２號倫敦大酒樓三樓大禮堂
費
用：每位港幣貳百貳拾圓正(HK$220.00)大小同價
席
數：七十席 ＊額滿即止＊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１１月８日
即日起至１１月８日（如欲安排同席或同區必須在此日前報名）請與各理監事聯絡：
即日起至１１月８日
本人＿＿＿＿＿＿（日／夜
社） 聯絡電話及電郵＿＿＿＿＿＿＿＿＿＿＿＿＿＿＿＿茲訂購
12/11/2011 校友會校慶聯歡聚餐席劵（
）位。共銀 HK$220.00 X （
）位＝HK$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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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篇
4-9-2011 香港地質公園一天遊參加人數１０８人

團友攝於鹽田梓碼頭
4-10-2011 百年雙廾慶典七天觀光團
參加人數４２人

觀光團出發前攝於赤鱲角機場

團友攝於鹽田梓天主堂前

團友出席「四海同心聯歡大會」

團友遊覽澎湖景點

團友於帆船石前留影

＊是次慶典團由會長楊秉權帶領，理事袁惠忠、陳麟芳、陳仕鈴等
協助。由於熱烈響應報名人數達 42 人，幸得「台北經濟辦事處」
允許，分拆兩團玉成其事，謹此致謝！團友從台灣南部縱貫至北
部，及飛赴澎湖群島、更能出席「四海同心聯歡大會」，雖未能
安排出席「國慶閱兵大會」，亦不枉此行。
2

10-10-2011 建國百年雙十國慶晚會 參加人數３６人

本會理監事出席建國百年晚宴

大會主禮舉行切生日蛋糕儀式

「建國百年 普天同慶」今年為民國１００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海內外同胞均大事慶
祝，本會亦加入「香港各界團體慶祝辛亥革命建國百年活動籌委會」、協助籌辦各項活動，除元旦
日參與「紅樓升旗禮」、「龍之夜．飛躍百年」綜合晚會、組織慶賀團到台參與盛典、代表出席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國慶酒會」、國慶夜３６人出席「國慶晚宴」等等，以茲慶賀。

仁社通訊
仁社通訊
仁社同學畢業 45 周年紀念，一連串活動得到海外及本地同學熱烈響應，踴躍參加。
1.武當山高鐵五天團:7/11 至 11/11，共 51 人參加。
2.西貢地質公園一天遊:13/11，共 60 人參加
3.仁社同學聚餐:13/11 在彌敦酒店 14 樓嵩雲廳舉行,約 60 人參加。

誠社同學聚會場面

何定樑老師即席高歌

「誠知音」合唱團唱出嘹亮歌聲

誠社校友在周國英校友領導下，以音樂會友，寓

馬拔飛老師 何定樑老師 張維明老師 黃玉如理事長

歌唱於聯誼，促成同學得以定期性聚會，維繫友情，用
心良苦。日前該社又假座何文田百樂門宴會廳，筵開六
席，濟濟一堂，並邀請馬拔飛老師、何定樑老師、張維
明老師等蒞臨，足見尊師重道，誠德明好學生。本會理
事長黃玉如、理事李文強叨陪末座參與盛會。全晚歌聲
不絕，娓娓動聽。何定樑老師更被邀高歌一曲「在那
遠的地方」，博得全場「安哥」不絕。

**********************************************************************************

**********

德明夜中學教務主任馮乃寅之夫人黃玉蘭師母，不幸於本年八月中
在加拿大多倫多因病去世。本會得悉噩耗，隨即致電慰問馮主任及其
家人外，並知會美加各校友會就近慰問及於９月３日出席協助有關
殯殮事宜。本會理監事同人亦致送帛金及花圈以表哀悼！
本人日前曾致電馮主任問候近況，得悉生活起居均能如意，
亦有親友就近照料，為免老師孤寂，各同學可
致電(+1-416-3400693)問候
(
)

夜毅 李文強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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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珍貴圖片是抗戰勝利後，民國 34 年(1945)
母校在港復校翌年重組九龍第 35 旅第一屆成立
宣誓合影，極富紀念性之照片。根據翻查校歷
資料顯示相片內之學長估計應為冠社、協社
及曦社（第 2、3、4 屆）校友。本照片乃由
曾珮琦學長（後排左一）提供，六十五年之
照片竟可保存如此完美，彌足珍貴。本刊同
人謹此向曾學長深致謝意，曾學長已於
2010 年成為校友會會員。
＃ 識得相中人，請與本會聯絡

一日德明員生 一世德明校友
＊ 上下圖文足證德明員生貫徹始終 ＊
謹向他們再致祟高敬意！

明社校友於 2011 年 7 月例行聚會中，
97 高齡梁沃瀛老師（前排坐右二）亦有
出席，難能可貴。梁老師亦於 2011 年 7
月８日，贊助港幣伍百圓成為校友會永遠
會員，謹此致謝。明社校友中何定樑學長
亦為老師輩級，更為校友會理監事骨幹，
誠亦師亦友，充份發揚《德明精神》。

照片提供：何定樑 （明社 1956）
「1965 年度德明夜中學高中畢業大旅行」，
行程遍及當年新市鎮荃灣及青衣島等地方。
照片內老師（後排左二起）教務主任馮乃寅老師、
生物科關承浩老師、數學科宋其芳老師、中文科
林應麒老師、英文科宋兆祥老師等與毅社部份同
學合照於青衣島上。想當年夜中學師生融合一片
互敬互愛。回想過去，確實懷念昔日情！

照片提供：李文強 （毅社 1965）

約 66-67 年中「德明校友會」與
「夜中學分會」聯合於校內舉辦《歌
唱音樂比賽》，由梁友聯及李文強
兩位校友籌辦，參加同學非常踴躍
。記得當年蟬聯兩屆《流行曲組》
冠軍是藍滌芳同學，聞說藍同學日
後曾從事歌星工作，隨後移民外國
，亦有與同學聯繫。照片為頒獎禮
上由鄭潤材校長、中學部黃梓榮老
師、夜校部黃興華老師主禮。

照片提供：李文強 （毅社 1965）
4

義社 1965

）提供，
本輯照片乃由何月容校友（
展示該社於《校運會》獲獎成績。
猶記當年每隔兩年(或是三年)必舉辦《全校體育
運動會》，一連三天均在旺角球場舉行，活動聲勢
浩大，敢誇全港學界之冠，期間培養出不少體壇精
英，回想當年協助籌劃活動師生的辛勞，培感自豪
。昔日情，只可尋追憶！
5

仁社之光

方漢民從花店老闆到僑領之路 仁社 (1966) 陸嗣偉
方漢民－在美西屋崙市的華人社區裏是一個響噹噹的人物，他
嗓門特大，操着一口濃重的開平鄉音，就算在人多嘈雜的地方，老
遠便聽到他的聲音。他 1945 年在廣東開平出生，九歲到香港，中三
時入讀德明，中五未畢業便到三藩市依親，一方面在父親花店幫手，
一方面繼續學業。讀了一年，由於年齡關係被徵召入伍，派到通訊

年回國與馬總統合照

兵訓練班接受訓練，在畢業前一周
聽到消息，他們畢業後將會派到越南，這一下子有如晴天霹靂，因為
他的未婚妻已獲美國簽證，如果他去了越南，後果堪虞，於是心生一
計，畢業考試時故意「肥佬」
，按規定，不合格的人不能派往前線，
於是他被改派到美國第一師任大廚，逃過一劫。直至 1972 年美國自
越南撤兵，他也退役。退役後他決心在花藝上發展，便在三藩市市立
學院報讀了一個花藝專業文憑課程，畢業後夫妻倆搬到鄰埠屋崙市開
設花店，由於學有專長，服務專業，又能以誠待客，故生意蒸蒸日上。
方君一九八零年開始服務屋崙僑社，因為他的中文基礎良好，備
受重用。一九八五年入選為屋崙華人聯合會董事；八七年被選為屋崙溯
源堂主席，此後蟬聯十二次正副主席之職。他說這一切都是得益於當年
在德明時代接受嚴格的中文教育所至，因此他對母校及昔日的師長，發
出由衷的感恩之情。
一九九六年被邀請回國參加中華民國正副總統的就職慶典，九七年以
美加中華會館主席團身份應邀回國訪問，獲當時的正副總統親自接見。
九八年成為全美洲中華會館聯誼會年會召集人，在屋崙市成功舉辦第十
九屆年會，提高屋崙市和華埠的形象。自九八年至今，榮獲中華民國僑
務委員會委任為僑務顧問。
方漢民育有一子一女，均已成才。他四十年來都生活在「花花世界」
之中，好不寫意，閑暇時愛唱粵曲，每年都到廣州與當地名旦合唱名曲，
近年已半退休，喜與老妻到各地旅遊，享受二人世界。
備註：以下為方漢民近十年來獲得的榮譽
2002 年 榮升全美溯源堂顧問。
2003 年 被選為傑出德明校友。
2003 年 榮膺美國共和黨眾議院榮譽主席。
2004 年 被邀請參加布殊總統就職典禮。
2006 年 被推選為國會共和黨眾議員委員會傑出”共和黨人獎”和”傑出商人獎”。
2007 年 被屋崙華商總會推選為”傑出商人獎”。
2008 年 為屋崙東灣地區”馬蕭後援會召集人”。
2010年 榮升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諮詢委員。
97

與妻子結婚時合照

與妻子合照於旅途上

在廣州與當地名旦合唱名曲

與親友合照
6

陳魯慎 敬上

滿庭芳

金油飆漲類愚頑
寰宇依稀血淚澘

（一） 傷世局

老去方知世網艱
天災人禍相煎迫

老去方知世網艱
興邦多難證如山

（二） 祝國運

百年寵辱驚心目
禍福相依資國脈

未報親恩空涕淚
心旌寥落增憔悴

（三） 念親朋

良師諍友東流水
老去方知世網艱

（四） 愧奬飾

陳魯慎

陳魯慎

聖賢矩矱未踰閑
老去方知世網艱

百歲老人

百歲老人

百載浮生指顧間
元戎奬勉添慚悚
辛卯冬日

婉謝親友期頤祝嘏

五嶺梅開，羊城西畔，寒門生計難周。期頤回首，塵事不淹
留。深悵修持缺漏，學藝海，未敢容舟。衷懷裏，親恩莫報，
此恨竟悠悠。
浮生無忝處，黌宮解惑，啟廸驊騮。念轉型民主，貪瀆煩憂。
海嘯金融惡態，倫常壞，遺禍千秋。天災急，蒼顏讀易，看滾
滾東流。

7

※ 百歲耆英陳魯慎老師，經常來信本會閒話家常，時
嘉勉勵，更對本刊編委同人褒獎激勵，同人汗顏不已！
誠努力以赴，圖報教誨之恩。以耋耄之齡，陳老師經常
參與加東校友會活動，精力充沛，確老而彌堅。老師思
路敏達清晰，更能以蠅頭小書，筆觸堅挺工整，令我等
後輩驚嘆稱奇！以師為傲！本會理監事同人遙祝老師在
加身心康泰！萬事如意！

嗣偉主編 暨 鳳儀、美玲、國興、紹深、文強列位編委均鑒：
寄來「德明會訉」2009-2012 年度第八期，經已得收，深以為
謝。會訉內容，宗旨純正，立論正確，內容豐富，印刷精美，足證各
位之領導功深也。
茲謹隨函寄上最近拙作「滿庭芳」詞壹闕及「老去方知世網艱」
轆轤體詩一章，其中詞、屬於誠懇之自白，詩、屬於傷時感事之舒
懷，詩中之元戎云云，乃台灣馬英九總統賀慎期頤，派專人到多倫多
贈送「福壽康寧」立軸及壽酒壹瓶，所增慚感云爾，歲月易得，一事
無成，回首期頤，恍然若夢，德明昔日執鞭振鐸舊侶，已寥若晨星，
浮生至此，夫復何言，惟冀德明各屆同學自立自強，互助互勵而已，
專此敬候
崇祺
何定樑、黃文莊等元老同念！

二零一一年八月廿六日於多倫多

陳魯慎老師來鴻

生活磨蝕了生命中的活潑。一位校友在年前整理舊物
時，檢起了一篇約四十年前的稿子，觸動了片刻．．．．．
誠社(1968)

小女子

（筆者已忘了這車旅的確實日期和塲合)

我看了一天的海。從花蓮到成功，車子一直走在太平洋的旁邊。悶坐無聊，但卻正好讓我仔細地
注意了一位老朋友的風姿。說起來，也許該是笑話。長在南島的我，自小便嬉水於灘畔海邊，才第一
次看海？真的，是真正地看！眼睛雖然是用來觀察，但這靈魂之窗，卻不見得常常開啟。記得從前要
是有人這樣問我：
「你喜歡山還是水? 」我總會說：
「山。」每次聽到人家說：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我便只得心中認一句：我是笨了一點。
那是個陰暗的日子。沒有太陽，厚厚的雲壓得特別低。遠眺過去，太平洋上，沒有波光，沒有雲
影，也沒有海鷗，只是一片灰茫，我感到一股沉鬱的味道。車子靠着邊走，樹從我的面前衝來，過去，
馬上又迎着我趕來；我來不及接，數不清楚，它們又過去了。前面是崖，這裏也是崖；過了崖又是崖。
崖下面是石頭，是礁石。浪一直要爬上來，滾下去又翻上來，濺起花；要沾到石頭，沾到崖，沾到樹，
更希望沾到車子。可不會的，我得意！
頭微揚地我望向遠方。是一道一道皺紋，海總是老的。嗯，要不然，她哪來這器量？但大概是氣
了吧，我想。海上紋在動了，一波一波地，從遠遠海的那邊趕來。風總又順著她，愈趕愈大，愈趕愈
深，好醜！就像一隻就要站起來的海怪，想吞了我！我馬上把窗關上！紋更深了，慈祥的她終於動怒
了，喊著——著陸吧！於是，那本來要張大的緑口，馬上滾出了浪花。像淚珠，我難過了！團團白的，
就像是披了白袍的小矮人，蜂湧而上。你擠我擁地，兩隻小小短短的白腿，誰也不讓的拔得又急又直，
跑向前方。矮小的身材，跑起來東歪西倒，左搖右擺，十分滑稽！
風還是順著，浪再揚高，矮人們又滑過了坡；再拔足，勁更强了。風送著，還是送著，滑下來，
舒緩了……看！已經走了很遠了。那白白的浪花，從中間向兩旁展開，像感染似的紛紛翹起了頭。我
從左面看到正面，又到右面。 車子已從左灘到了右灘，遠了。牠還在飛撲，就像一隻在振翅的飛鳥，
露出了乳白的胸毛，撲衝而下，啄食那響往陽光的生命。翅還在抖，揚著威，忘了注意頭便要埋到海
裏去，跟著身子也捲到裏面不見了。紋平了，可是海還是沒有年輕呀！那邊是浪，這邊也是浪，海面
上都是浪。此起彼落地，就像是黑夜的偷襲隊，半彎著身子，提著槍從海那邊來，腳步輕、密而不亂
地；靠陸了，腳步更快，浪更擠，更難走了，怎麽辦？浪花濺起了水點，那是熱情，那是信心，濺向
四方…只希望能激起更大的浪花！
風又送過一段，那白的一群，又跨過了一峰...「你憑藉什麽？本來是不懂方向的你。」我同樣也
問自己。風又鼓起了勁，又是一隻海怪，一堆矮人，一群夜兵，一股熱潮、、、
車子下了坡，走出了崖，前面視野驟然寬放，是一個三角洲。窄窄的，但總可以暫時緩和一下海
岸壓人的氣勢。是一個窄灘，一群群亂石，逗著浪玩；這裏沒有白天，沒有黑夜，只有嬉玩。是一天
一夜，也是一生一世。車子又爬上了坡。拐過了彎，又拐了彎，拐了許多許多彎。經過崖，三角洲，
又是崖，我都在想。崖，樹，礁，浪，還是不息地在編織一個架子，追求那均衡，以對抗那恆古以來
的不均衡。生活不是嗎？我靠下來。
車子還在走。車廂裏很悶，沒有風，我拉開窗子。前面是一個寬闊的海灘，展示了無限的美感。
那弧形的白幕，像一把銀髮，輕柔地拍打著沙灘。沙子都變得軟綿綿的，就為著她的溫柔。她唱著，
我聼到。聲音像銀鈴，磁美的，像一首小夜曲。一道道白白的浪，三兩成群或是手牽手的擁在一起，
衝上灘來，像盛開的繡球花簇，整齊地橫互在海陸之間，畫出了界。弧形變成直綫。車子已經走到灘
的中間。海面上還是道道的白浪，大的小的，長的短的，散亂的，無力地搥打著她男人的胸膛，對他
訴説不平。白綫只剩下一小段了。
車子從左灘開到右灘，上坡。我囘頭看，又是一道優美的白弧，漸漸變歪，更細更遠了，不見了。
車子開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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