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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事由：為公告（2012/2015）年度會長及理監事選舉結果事
敬啟者：
本會（2012/2015）年度會長及理監事選舉投票事，已於 2012 年 8 月 20 日截止。並於
2012 年 9 月 12 日本會第 21 次理監事會議中，在監事長鄧祖鵬老師、評議監事何定樑老師監察
下點算選票，選出（2012/2015）年度理監事共２５名，入選名單及得票數目。茲公告如下：
（1342 剛）楊秉權 87 票
（1247 明）何定樑 76 票
（1257 仁）陸嗣偉 63 票
（1598 毅）陳錦棠 47 票
（1180 夜誠）陳仕鈴 38 票
（1664 夜毅）袁惠忠 33 票
（1124 信）謝志芳 28 票
（1629 夜廉）李順瑤 26 票
（1920 誠）黃顯邦 12 票

（1589 夜華）黃玉如 78 票
（1100 教）鄧祖鵬 75 票
（1391 毅）蘇鳳儀 53 票
（1305 夜勤）梁美玲 46 票
（1358 華）楊國興 35 票
（1504 義）陳建國 33 票
（1260 凱）陳麟芳 26 票
（1397 華）程汝國 17 票

（1291 毅）俞美莉 77 票
（1654 夜毅）李文強 72 票
（1277 善）譚錦清 49 票
（1298 自）梁榮光 42 票
（1472 華）梁紹深 35 票
（1581 建）梁世恆 29 票
（1249 義）陳華安 26 票
（1922 信）彭德興 16 票

附註：（一）其他入選名單（1471 華）梅小青 38 票、（1115 博）黃文莊 29 票、
（1292 毅）賴家寶 27 票、（1749 誠）鄭宇碩 27 票等四位校友，經諮詢後因未睱
出任理事職，懇辭。
（二）是次選舉共寄出選票（包括居海外會員校友）共 650 票(100%)，收回選票 122 票，
廢票 1 票(欠缺會員資料)，投票率(18.76%)。

又：有關（2012/2015）年度會長、理事長、監事長及各職部理監事互選事宜，經
安排於十月份舉行之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進行，結果稍後公告。敬請垂注!
此致
全體會員校友 台啟
香港德明校友會(2009/2012)會 長：楊秉權
理事長：黃玉如
監事長：鄧祖鵬
秘 書：俞美莉
敬啟
二零一二年九月廿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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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紀念暨校慶及
(2012/2015)年度理監事就職典禮聯歡晚宴
日期：2012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六)＊三時恭候．八時入席＊
地點：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倫敦大酒樓三樓
席劵
劵：每位港幣二百二十圓正(HK$
(HK$220.00)
席數：七十五席（場地所限．不能添席．額滿即止）
報名：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請填妥訂位表與本會理監事
聯絡※（在截止日前報名．本會將盡力安排同席或同區）※
※ 請聯絡我們
楊秉權 (8106 0574)
俞美莉 (9751 6150)
蘇鳳儀 (9195 1833)
梁世恆 (6920 2668)
楊國興 (9164 3795)
陳仕鈴 (9080 9074)

黃玉如 (9038 9628)
梁榮光 (6103 5183)
梁美玲 (9809 5268)
李文強 (9707 5380)
鄧祖鵬 (6134 9779)
賴家寶 (6775 2340)

※

陳錦棠 (9727 0417)
梁紹深 (8106 2862)
陳華安 (9030 2730)
袁惠忠 (9376 2270)
何定樑 (9209 5468)

陳建國 (9181 7161)
陸嗣偉 (9209 3801)
李順瑤 (8109 1201)
譚錦清 (9832 9220)
陳麟芳 (2365 4140)

（ 訂 位 表 ）
本人＿＿＿＿＿＿（日／夜

社）

聯絡電話及電郵＿＿＿＿＿＿＿＿＿＿＿＿＿

茲訂購 10/11/2012 校慶聯歡聚餐席劵（
）位。「如人數超逾，請自行複印表格」
共銀 HK$220.00 X （
）位＝HK$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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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德明校友會
（2012/2013）年度理事會已於本年八月廿六日改選，任期由2012年9月1日至2014年
8月31日。該會又於2012年8月5日，在芝城南華埠舉行週年燒烤大會，參加校友達卅
多人。除美食外更有餘興節目助慶。令各人均享受一個歡樂的週日。
理事會名單：
會 長：周君鐸 ( 連任 )
副會長：任善寧
財 政：周耀權
康 樂：譚婉貞
理 事：陳海韶 羅婉萍 阮仕球 陳樹森 麥延益 李儀祖 黃保養

美中德明校友會新一屆理事合照


我們竭誠
加入德明
會員編號
(1972)
(1973)
(1974)
(1975)
(1978)
(1976)
(1977)

我們的努力．．．如您心願

歡迎您們
大家庭
社

別

（夜勤）
（明）

（夜毅）
（夜仁）

姓
梁振榮
黃燦騰
盧廷標
程啟桓
彭耀榮
蘇汝鴻
林顯強

恭賀
中秋佳節闔府
健康快樂慶團圓

美中德明校友會週年燒烤大會後合照



名

美西（毅社）江德儀校友在上期會訊，要求
本會透過訊息尋找失去聯絡十多廿年的校友兼鄰
居（夜毅）蘇汝鴻校友。訊息一出，便獲得校友
協助，令兩人得以再次聯繫情誼。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time and effort to found
my long lost neighbor. I called him yesterday and had a
long chat with him. I hope I’ll see you at the reunion in
November, and I can thank you in person. Again, I
thank you.
Best regards
Marsha Yip 12/8/2012

另：僑居圭亞那（仁社）李桂良校友欲尋找
之校友，本會亦已將有關資料提供各有關人
士聯絡，唯本會未能再取得跟進訊息。

如需協助．．．請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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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教育縱橫談

建社

74）劉照昌

十多年前，我在《大公報》發表了「愛國主義和公民教育」一文，想不到今年香江推行「國民教
育」
，沸沸揚揚，加上弱勢政府，時機不當，教材錯失先機，開壞了頭，造成今天不倫不類的殘局。

一、校外的國民教育
剛看一齣電影「世界末日」
，別怕！全因有美國。──挽救世界，由電影到現實，都是一樣。這是
拍給美國人看的，目的是在娛樂刺激之餘，讓國民培養「對國家、世界的承擔」
，有民族的自豪感、光
榮感。
還用說嗎？這就是「國民教育」
，校外的國民教育。
早前，有一部電視劇集「外星人」
，發現外星人的是美國，打倒、消滅外星人的也是美國。我們，
中國！沒資格有外星人到訪。外星人出現在英國、加拿大，連印度都去了，就是沒有來中國。比較客
氣的要算是《娜拉》
，她真是中國人的朋友，至少她肯來中國盜墓！給一點面子，賞賞光。
同樣，巨型的機械人作亂，總是在東京、紐約，在咱們神州大地，例如上海，卻幾乎絕跡。咱們
！該多拍這類電視、電影，天下、世界的重擔就在我們身上，沒有中國，世界有可能滅亡；沒有中國
，老美、歐洲、日本就頂不住了！國民身分認同就是這樣建立起來。

二、國際社交的民族自豪感
六十年代，陳寶珠講一句，比我們教師講一萬句還有效。教育不一定在學校，明星效應更勝教師
千言萬語。以國際社交來說，也是校外的國民教育的講壇。
奧運會從來是大花筒，窮國別指望有能力主辦。哪為什麼花一大筆錢來舉辦這國際體育盛事呢？
有可能搞一次就民窮財盡的耶。那是為了鞏固國民身分認同。
「來遠方，懷遠人」
，萬邦來朝，你說多
有面子！這就像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儼然執世界的牛耳。
試想，當自己國家的國旗在會場中飄揚，奏起國歌，榮耀不僅僅是金牌運動員，而是整個國家的
全體國民；感動落淚的，不僅僅是金牌運動員，可會是一部分國民，至少，我經常為此而十分激動。
如果你是英國人，你會為中國人得勝而歡呼、激動和感到榮耀麼？我們中國人會為日本人得勝而歡呼
、激動和感到榮耀麼？

三、以國家象徵的尊重作為始點
我受的「國民教育」是中華民國的。初小讀共產黨學校，高小到中學讀國民黨的──德明中學。見到
國父遺像要鞠躬，國父遺囑要背默，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如果有同學不守規矩，就要
罰抄國父遺囑。當然，有儒家思想的，中二那年，特別上《孝經》課，別的學校沒有。
「仲尼居，曾子
侍。子曰：先王有至得要道．．．．」現在還能背誦頭幾句。到臺灣念大學，在操場集會，有升旗禮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冉冉上升，同學們仰望國旗行禮。在臺北教書那年，報載有小學生在路上撿起國
旗，獲教育部獎勵。香江黃昏，電視播國歌，沒見有人肅立。在深圳吃晚飯，看香江電視，大陸同胞
仍舊嘻嘻哈哈，舉杯暢飲。在臺灣看電影，片頭是「十大建設」
，要唱國歌。電影院裡，觀眾站立，表
示敬意。

四、歸屬感和感恩的內化
學生如果唱校歌只是敷衍了事，依依唔唔，愛唱愛不唱，那麼，你知他們多愛校，對學校有多歸
屬感了。學校如此，國家亦然。
「碧海汪涵，青山崢嶸，羨彼神秀，立我德明……」 這是我中學的校歌，現在，母校關了門，但
是，每年校友會聚餐，慶祝校慶，我們這班老人，由世界各地聚首一堂，有廣州來的，歐美都有，大
家白髮蒼蒼，站起來笑著唱當年的校歌。 學校沒有叫我們愛校，但我們真的愛護、緬懷昔日學校培育
的恩澤。特別是我，那時，私校多，沒什麼義務／免費教育，要交學費，食飯都有問題，哪來多餘錢
讀書？幸好，我成績前列，每年都拿獎學金，免交學費，有時全免，有時半免。 那是「伯南獎學金」
，
所以，我十分多謝／感激我的恩人，陳伯南先生，他就是有「南天王」之稱的陳濟棠將軍，雖然無緣
見面。沒獎學金，讀完中學都不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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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是「國民教育」。我是這樣「獎」大的。

五、國家歷史的認知
錢穆在五十年前有這樣一番話：「因其不懂地理，所以也不懂歷史，不懂真實情況。若使全國知
識份子都如此，全對其國家民族之以往和現在無知識，這豈不是等於亡了國！」《歷史與地理》
（1962 年 12 月新亞書院歷史系學術講座）
現在香江的中學，中國歷史是選修的，讀的學生亦不多，因為難讀，學生多數「思」而不
「學」。至於中國地理更茫然不知，從來不讀，殖民地教育比現在還要多接觸中國的歷史與地理。試
想，如錢先生所說，「全對其國家民族之以往和現在無知識，這豈不是等於亡了國！」
大陸開放，回去看看，遊一遊旅行熱點，大概走馬看花，不只是書上的歷史與地理，有真實感。
這要改革中國歷史科，而不是把它革掉。亦應增設中國地理科，這比搞什麼國民教育要實際得多。

六、「處境倫理
、「處境倫理」
處境倫理」的真情實感
《禮記檀弓》下有一段文字，正好說明「國民教育」的真義，益見教協的什麼約章實違古訓，只
是玩弄政治手段。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
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
「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
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是什麼原因？那沒有什麼措施、行
政、教育，完全是「處境倫理」，在那個情境，人的內心感情自然流露，那要教育嗎？正如在祖先的
墳墓，悲哀自然有；在宗廟自然肅穆。並沒有約章規定，也沒有教育和考試。後來，「鵝湖之會」，
陸象山有詩批評朱熹：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語錄上》，《陸九淵集》卷三十四）
說的就是《檀弓》這記載。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現在簽約章，就是「作誓」、「作會」，其結果可知。

結語
政治藝術講妥協，教育也不是成於一朝一夕，大地邊緣的香城，像秋海棠葉子緣邊的一顆晶瑩水
滴，焦躁只會加快它的蒸發。
編者按：際此香江社會正就「國民教育」須否實行成科，社會輿論及群眾行動正閙得沸沸騰騰，
本文作者亦就其個人經歷及見解以文表達，純為其個人定論。並不代表本會立場，本會
樂見政府應與教育專業人士、學生代表、社會賢達就有關問題深入諮詢商討，求存同異
，制定可行方案。毋庸各走極端，造成社會分化。

猜猜我是誰？估中無獎！有難!
當您聽到電話係你朋友叫您估佢係邊個時？
千祈唔好瞎猜，佢會藉機默認，引您入彀套料。
佢會話遺失電話，已換了新機及新號碼通知您聽。
其實佢係絕您後路，免您致電複查真偽。
佢話有支票未及兌現先過數您戶口再退回給他對沖
其實套您銀行戶口資料，借艇割禾，金蟬脫殼。
本會理事身歷其境，險些中局被騙！
敬請小心小心 千奇百怪的電話騙局！
不是國民教育，有機會北京觀光，請在此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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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假 活 動

（信社 69） 謝志芳

退休後的我，退而不休，除了到老人中心做義工、講新聞、護老者外，又經常去學唱歌
，目的是為了去老人院、社區會堂，甚至去大會堂唱歌給別人聽，雖然要出錢出力，但當掌聲響起,，
那已是回報了。特別是耆老合唱團，要為生日會或慶典活動時助慶，那更有意思。
我與校友會的陳錦棠校長很熟，我建議去開平西班牙式的海倫堡度假酒店，因為屬於超值團，住
和吃都不錯，兩天才 199 港元。結果我們很快便把整個團包下來，其中大半數是我的雅居樂之友，
而當中大多數是德明校友，當然也有信社的老同學，包括彭德興、蕭道權夫婦、謝賜高、張健美、余
惠玲、陳慧貞、柯子鯨、利甜女夫婦等。還有一對遠自委內瑞拉移民歸來的雷灼暖夫婦，看來他倆玩
得最是高興。我想：下次如果趁着有同學返港或校慶之便，能提早辦包團,使僑居海外的同學感受香
港這老家及老同學的熱情，那有多好。
我們一行四十餘眾，於七月十八日出發時大雨淋漓，想不到當旅遊巴士上了高速公路之後，簡直
是寸步難移，後來導遊從手機網上得知有交通意外，且有危險物品需要封路，幸好我預早約定了一位
相熟的導遊“小梅”，她既搞笑，又懂應變。而我亦帶備了青山、孔蘭薰、謝雷及楊燕的演唱會光碟，
聽完了《蘇州河邊》
、
《可愛的人生》等名曲後，我則以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以示歡迎大家的參與，
時間就在等待與歡樂的歌聲中慢慢過去，最後，我們反而改在附近吃了一頓豐富的地道順德菜。
西班牙城堡式的酒店，很有郊區的寧靜舒適感覺，寬敞的睡房，特大的陽台，一覺醒來──看到
太陽出來．便到游泳池浸泡一下．與好友們閒聊一番．真是身心舒暢！飽嚐自助早餐之後，大家精神
奕奕，我建議各組都要表演，於是我先來一曲,在拋磚引玉之後，發現臥虎藏龍。第一組由女校長高
歌一曲梁醒波的「擔番口大雪茄」
，這是香港本土的粵曲小調，很是有趣！而陳校長的數字歌亦是一
絕。及後，他與導遊小姐的山歌對唱亦很妙，令笑聲此起彼落。而信社的同學更是中英文歌曲皆有，
無論男女同學都唱得很陶醉，捨不得那枝“咪”自然是掌聲四起。俗語說得好「得閒拍吓掌，一世有
福享」這也是很好的手部運動呢！而我的先生也趁此機會說話了，他說自己是德明姑爺，外父（謝秉
鈞）對他的影響很大，很欣賞德明團結及合作的精神。他亦唱了一曲李抱忱教授的《你儂我儂》
，他
說當年第一次聽這首歌，是在台灣由蔣緯國先生唱的，歌詞又有意義，所以記憶猶新。
最後的兩個景點是星光公園和十九涌漁人碼頭。星光公園名副其實,這裡有很多歌星、明星的銅
像，我們在星光大道的梯級上拍下全體照及德明校友照。這裡的銅像造型各有特色，很多同學逐一拍
照留念，時間到了，也捨不得走。至於十九涌漁人碼頭則己重新修建，岸邊排列的木船很美,，店舖
整齊，除海產外，又有水果與甜品，最後衝剌要快啦，所以買個不亦樂乎！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很快，尤其是這兩天在充滿歡樂歌聲中度過，真是超值的享受。我們要踏上
歸途，返回集合處---福田口岸。這次旅程人人都滿載而歸，除了手信外，還有那份濃濃的同窗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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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日期：2012 年 8 月 20 日--27 日
參加人數：32 人

山西平遙古城內大街

團友於古城內「喬家大院」(大紅燈籠高高掛)場景合照

團友參觀山西「雲崗石窟」景點

團友攝於「雲崗石窟」前

恭喜「福 祿 壽」三星共慶生辰快樂

團友合攝於「雲崗石窟」最大佛像前

山西往內蒙沿途近「雁門」山頭均可看見古長城遺跡

團友於「元太祖忽必烈陵」前
7

團友合攝於「輝騰希勒」大草原蒙古包前

團友在「響沙灣」沙漠合照 享受大漠風情

團友在「響沙灣」沙漠滑沙遊戲

在內蒙「五塔寺」前合照

合照於山西大同內全國建築年代最早及最大之「九龍壁」

建於北嶽「恒山」山麓之「懸空寺」氣勢非凡
團友合攝於山西「懸空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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