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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 

我會已接受主辦任命，適值新一屆理監事亦剛就位， 

因而在最近一次理監事例會中，迅即組成《籌備委員會》統籌有 

關事宜，期盼辦得有聲有色，讓全球校友於歡樂時光中，共聚恆久情誼。 

※活動名稱：《 慶祝德明院校（2014）年度校慶紀念暨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 》 

※舉辦日期：2014 年 11 月 7 日至 14 日 

※活動形式：（Ⅰ）聯歡晚宴 

          日期：2014 年 11 月 8 日(星期六) 

地點：九龍灣九龍國際展覽貿易中心（場地視乎租賃情況） 

席數：100 席 

（Ⅱ）本港一天遊 

          日期：2014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 

地點：荔枝窩印塘洲海鮮餐一天遊 

（Ⅲ）中國內地遊 

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至 14 日(星期一至五) 

地點：福建雙門（廈門金門）五天遊 或 

江西盧山三清山五天遊 

◢ 以上計劃、以籌委會最後之決定為準，敬請留意日後公佈 ◣  
※我們團隊：大會活動統籌．．．楊秉權會長 

宴會小組統籌．．．黃玉如理事長 暨全體理監事 

旅遊小組統籌．．．李文強副理事長 暨康樂組 

特刊小組統籌．．．陸嗣偉理事 暨學術組、文書組、會訊小組 

財務小組統籌．．．梁榮光理事 

籌募小組統籌．．．陳錦棠副理事長 

資訊小組統籌．．．楊國興理事 

＊我們有以上的分工，仍賴全體理監事的總動員和通力合作，方得以成。當然．．． 

最需要全體校友之鼎力支持方可獲得美滿成果！ 

德明精神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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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心 聲      （信社 69） 謝志芳 
2013 年度第一次理監事會議於二月底舉行，首先是新春團拜，我也借此機會向老師、校友拜個

年。今年金蛇獻瑞,祝願：「舊歲龍騰去，新年蛇舞來，蛇頭一擺，祥雲籠罩；蛇身一扭，煩惱沒有 

；蛇尾一扭，財源如海。祝闔府如一字長蛇陣，從年頭到年尾，好運年年！」我亦聽到用數字來作祝

福語：「一帆風順、两全其美、三羊啟泰、四季平安、五福臨門、六六大順、七星拱照、八方來財、

九九無窮、十全十美、百事可樂、千事大吉、萬事如意」。 

由於我是教書的，假期多，又喜歡到處觀摩，所以在退休之後世界五大洲算是踏足過一些了。現

在年紀大了，反而喜歡短線的輕鬆之旅。因為自己在「婦女會」中感受到包團的樂趣，加上與陳錦棠

校長相熟，每次都快速成團。由於團費便宜，食住又不錯，所以感覺很好，尤其全團多是校友或親

友，要每組出節目，或唱歌、或講笑話、或看影片，真的是純玩樂團，沒有強迫購物，於是年內已玩

過四個地方：包括$199 開平海倫堡之旅、$259 的南昆山三寨谷森林渡假村之旅、$339 的順德君豪酒店

嘆<了能私房菜>、<太公蒸豬宴>等。這次一批童軍之友，還順道到我的中山雅居樂的家多玩幾天，真

熱鬧！上次去了東莞最高的索菲特酒店，費用只是$469。而我屆信社同學亦有十餘人到舍下小住，令寒

舍增輝，更感同窗的情誼與日俱增，這是值得高興的事，工作勞碌了大半生，也該是時候放慢腳步，

好好欣賞身邊的人與事，多作交流，回報肯定非淺。現在想到下次是三月廿四、廿五的中山圓明新

園、夢工場、果園摘水果，且食足八餐的兩天之旅，團費只是$299，到時又有另一批前輩好友到來重

聚，真感謝他們捧場！記得一位朋友用我的名字寫了兩句話：「志存高遠風華茂，芳馨馥郁現彩

虹」，我很感謝他寫得我這麼好。其實目前的工作以義工為主，去年我得到三張嘉許狀，一張感謝

狀，包括「仁愛堂鄰舍長者中心」的，工作包括講新聞、帶活動、耆老合唱團等；另外一張是「業主

立案法團」的，主要是去老人院唱歌，至於「婦女會」的也是這類出錢出力的活動，心想自己現在有

氣有力，當然希望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啦！話說回來，這

次理監事會議主要為籌組《2014 年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

會》，屆時信社剛好畢業 45 年，應該要大事慶祝一番。或

許有些同學不知道，現在校友會有新規定，各屆別的校友

每逢五年可以申請贊助活動費用，上限為港幣一千元。想

到全球聯誼大會，當年家父以帶病之身，仍盡全力促成此

任務，真佩服他的精神與魄力，當然亦全賴德明有很多出

色的師生。目前，我最期望的是明年我們香港主辦得更加

有聲有色，這當然有賴各校友有錢出錢贊助，有力出力辦

事，加油！加油！！  夜中學毅、仁、義三社同學較其他 社別聯繫得更密切，緣自毅仁二社 同年度畢業，而毅仁義三社曾籌組 「德明校友會夜中學分會」、及後 延伸至誠社經歷五載，其後因升學 或就業，各奔前程未能繼往開來。 殊感遺憾！及後「香港德明校友會 」重張旗鼓，得前故會長馮光漢牽 動，三社校友得以再續前緣，近十 年來均積極支持校友會聚會，踴躍 參加會慶聯歡。今年在李文強校 友聯絡下特於 3 月 10 日新春期間 ，假座尖東「德興火鍋酒家」筵 開四席，舉行新春團拜聯歡。更 邀請到校友會黃玉如理事長出席 ，並致送內藏（六合彩）獎券大 利是予各校友，代表校友會祝賀 出席者新年行大運，令校友雀躍 不已。對校友會贊助活動經費， 

謹 致 鳴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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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他方的＞＞＞＞＞您您您您※（夜中學廉社）劉才明校友，欲尋找於

69 年畢業同窗曾昭顯校友。如有四方君子知悉其近況或聯絡方法，請儘速通知我們。     
您知他/她在哪兒嗎? ※（夜誠甲）馬景泰、張良標、楊樹光、周燕玲、 

、汪海融、胡維義各位校友，周鎮東同學正尋找您們。各方人士如有任何訊息請通知 

周鎮東同學。E-mail : johnchunchow@yahoo.com 或本會轉告。 

  
 本會前理事（夜善）何德錶校友之夫人胡桃香女士日前不幸離世，本會理監事同人謹

致慰問，其家人已安排於 2013 年 4 月 18 日晚上，假座九龍鑽石蒲崗村道 181 號鑽石

山殯儀館八號堂設靈，供親友致祭。特此通告（夜善）同學及友屆時出席致祭。  
 

    

母校創辦人故陳濟棠將軍第十公子陳樹柏博士，不幸 

於 2013 年 2 月 22 日在港溘然辭世，校友會理監事同仁深 

表哀悼！陳博士已於 2013 年 3 月 5 日舉殯，同日假座九龍 

尖沙咀圓方「利苑酒家」舉行追思會。本會副理事長陳錦 

棠、理事蘇鳳儀代表本會出席致意，並向陳燿軍先生及其 

家屬致深切慰問。 

 
     

僑居加拿大溫哥華義社同學鄭漢雄，於 2013 年 2 月 28 日不幸 

逝世！並於 2013 年 3 月 12 日舉殯。義社同學同感悲痛！各地義社 

同學致送花圈悼念！我們永遠懷念鄭漢雄同學！ 

同窗誼厚 亞美兩地常喜聚頭 

結義情深 兄弟十人同悲折翼  蔡勃山敬輓 

（資料提供－義社陳華安）  
      
 

  本會理事長黃玉如母親劉嬌太夫人，月前不幸因病離世。於 2013 年 3 月 14 日在 

紅磡福澤殯儀館設靈，舉行安息禮拜，翌日於葵涌火葬場火化告別禮拜。本會理監事 

同仁出席致祭、並致送花圈以表本會哀悼之意！「德明卅五童軍旅」、「德明童軍之 

友會」、「誠之音」、「德明華社同學會」及華社校友莫耀強伉儷等除致送花圈外， 

亦有到場致祭。其家人並編印劉太夫人紀念冊以茲悼念，出席親友眾多，極備榮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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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樹柏博士是一位有遠見的教育家和創新者。陳博士是維吉尼亞軍事學院和伊利諾伊大學 

URBANA—CHAMPAIGN 分校校友，在當時被譽為“十大電氣工程師”。曾任聖克拉拉大學    

( SANTA CLARA UNIVERSITY,SCU ) 工程學院院長，執教 30 餘年，春風化雨，桃李滿門，並自 

該校退休後秉承父親作育英才的教育精神，於 1994 年在美國加州創辦國際科技大學      

( INTERNATIONALTECHNOLOGICAL UNIVERSITY,ITU )，以“透析矽谷教育，放眼全球發展” 

理念辦學，多年經營，終於取得卓越成績。該校今年穫得美國西部院校聯盟認證，躋身成為美國著 

名高等學府。同時，該校並提供五個碩士課程獎學金名額予香港德明校友或德明童軍旅成員之直系 

親屬申請（獎學金細則請參閱後附轉載資料），延續德明育才的教育理念。陳博士公子陳燿軍先 

生（現任 ITU 校長及 COE）日前致函本會簡介 ITU 及獲（WASC）認證事宜，謹轉載以供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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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際科技大學(ITU) 

 
國際科技大學（ITU）由已故陳樹柏博士於 1994 年在 

美國加州聖荷塞市創立，是美國西部院校聯盟 

（Wester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WASC） 

認證，提供研究生項目和博士項目的高等教育院校。ITU 提供電腦科學，工程管理 

，工商管理，數位藝術，以及在生物，物理和社會科學間的跨學科課程。ITU 工程 

科學位教育旨在培養全球科學和技術的創新人才；商科的學位課程教育旨在培養擁 

有高素質職業道德，深諳知識產權法，環境保護和深刻理解其他當代問題的管理人 

才。 

國際科技大學已被美國西部院校聯盟國際科技大學已被美國西部院校聯盟國際科技大學已被美國西部院校聯盟國際科技大學已被美國西部院校聯盟WASCWASCWASCWASC 認證認證認證認證。。。。

end_of_the_skype_highlighting ITU也是美國聯邦教育部也是美國聯邦教育部也是美國聯邦教育部也是美國聯邦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認可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認可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認可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認可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同時同時同時同時 ITU也是美國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也是美國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也是美國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也是美國高等教育認證委員會

(CHEA)認可的院校之一認可的院校之一認可的院校之一認可的院校之一。。。。 

 

 

獎學金申請細則：  
申請資格：申請人必須完成學士課程，並為德明校友或德明 35 童軍旅成員之直系子弟。 

名  額：五名。（若申請人數超額，將按申請人學業成績及各方面表現作評審決定。） 

申請辦法：第一期課程（2013 年 9 月開課）※2013 年 6 月 30 日前向《香港德明校友會》遞交申請書。 

     第二期課程（2014 年 1 月開課）※2013 年 10 月 31 日前向《香港德明校友會》遞交申請書 

備  註：學系資料請參閱下列網頁：http://da.itu.edu/ndex.php/course-descriptions/. 

  
 

關於 WASC 資料 

 

The WASC Accrediting Commission for Seni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r WASC 

 Senior Commission (www.wascsenior.org) is one of seven regional accreditation commissions 

recogniz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to accredit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fering 

Bachelor’s, Master’s and Doctoral Degrees. 

 

“The WASC accreditation process aids institutions in developing and sustaining effective 

educational programs and assures the educational community, the general public,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that an accredited institution has met high standards of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from WASC Senior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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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冰室遺恨 （二） (興社 72) 何炳泉  ＊本文承接（09/12）第八期《飲冰室遺恨》篇一 

政治篇政治篇政治篇政治篇 

梁啟超所著「學問之趣味」一文開首說:「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若用化學化分「梁啟超」

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來， 只怕所剩下的僅有個零了。」我在這裡也套

用任公的說法：倘若用化學化分「梁啟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政治」的抽出來，

只怕所餘無幾。 

任公從政的生涯，由公車上書（西元 1895 年）起算，到歐遊結束（西元 1920 年）退出政壇為止，

共二十五年。他曾參與的重要政治事項很多，戊戌變法是清末重大史事，但主導者是康有為，梁只不

過是配角。這裡只摘要敘述下列較重要的幾則： 

（（（（一一一一））））時務學堂時務學堂時務學堂時務學堂（（（（附自立軍附自立軍附自立軍附自立軍））））    

時務學堂是湖南巡撫陳寶箴（陳寅恪祖父，寅恪當時八歲）在 1897 年 8 月成立，任用熊希齡為校

長。梁啟超於 1897 年 10 月下旬到湖南長沙，就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以《公羊》《孟子》教，學生

僅四十人。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加以案語，秘密分佈，傳播革命思想。 

時務學堂可說是梁啟超的「黃埔軍校」，為他日後的事業提供可用的人才。可惜的是任公在時務

學堂只教了半年，否則會有更多的學生可以受教，有更多的人才投靠在任公身邊。由於戊戌政變的發

生，學堂亦被迫停辦。更可惜的是，隨梁啟超去日本的高材生有十一人，在唐才常自立軍起義失敗而

死難的有八人，故追隨任公在日本的時務學堂高足僅餘三人。 

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三個學生中，有一個名叫「蔡鍔」，日後竟與任公攜手合作，捍

衛中華民國，留名千古。 

有關自立軍的起義，由於涉及時務學堂的歷史，故附帶說明如下： 

唐才常是湖南瀏陽人，與譚嗣同是同鄉摯友，曾任時務學堂的中文教習，故與任公相熟。戊戌政

變後，亦東渡日本，與康、梁密切來往；但又與中山先生等興中會人士往來。1899 年，唐才常得到康

有為二萬元捐款，準備回國起事。他離開日本啟程回國時，中山先生及梁任公都來送別，唐才常此行

可說是得到興中會和保皇會的共同支持。在康、梁來說，唐才常的自立軍，可說是勤王義師，為光緒

帝清君側；在興中會來說，可說是革命同路人推翻滿清政府的一次起義。可惜自立軍的起義因康有為

未按期匯款接濟而延期，前軍統領秦力山未獲通知，按期獨自在大通起事，戰鬥三天失敗。 

最後引述兩位名人的說話作為本節的結語。 

章太炎說：「唐才常，近代中國曾起進步作用之人物，自立軍亦應視為一次起義。」但康梁後來

與中山先生交惡，兩黨勢成水火，自立軍這次漢口起義，在革命史上並未視作推翻滿清的其中一次起

義。 

梁啟超在時務學堂的另一高足楊樹達說：「一千九百年庚子反清之役（自立軍），民四倒袁之

役，皆時務師生合力為之，以一短命之學堂而能有如此事業者，古今罕見也。」 

（（（（二二二二））））人才內閣人才內閣人才內閣人才內閣    

孔子棲棲遑遑奔走四方，孟子以七十之齡不遠千里求見梁惠王，他們這樣辛勞所為何事？無非是

為了天下蒼生，所以任何艱辛也會在所不辭。這是讀書人的抱負，梁啟超自然不會例外。民國建立之

後，他滿腔熱血，等候機會一展所長。機會終於來了。反袁的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為了打擊國民

黨，便拉攏梁啟超的進步黨。任公當然知道袁要利用他，但他亦想藉這個機會使中國的政治走上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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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軌道，而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些事，所以慫恿進步黨人熊希齡授受袁世凱組閣的邀請。 

熊希齡內閣，是指民國二年（1913 年）7 月 31 日成立，民國三年（1914 年）2 月 12 日結束的以進

步黨領袖熊希齡為國務總理的中華民國政府內閣。內閣組閣於 1913 年 9 月 11 日，1914 年 2 月 12 日被

袁世凱總統解散，由孫寶琦臨時內閣取而代之，前後共存在約 5 個月。 

梁啟超原想在內閣出任財政部長，但袁世凱心目中早有人選，更不會將如此重要的位置交給「不

是自己人」的「他人」，所以告訴熊希齡，內閣閣員只有農商、司法、教育三個職位由熊支配。梁啟

超知道後斷然拒絕，最後幾經商議，雙方讓步，由總理熊希齡兼任財政部長，梁啟超出任司法部長。 

後來由於袁世凱於 1914 年 1 月解散國會，國務總理熊希齡被迫副署，這個內閣在國人眼中不外是

袁世凱的橡皮圖章，閣員已知事不可為，最後熊希齡以涉及「熱河行宮盜寶案」而辭職，人才內閣告

終。 

梁啟超在司法部長任內（任期五個月）並無建樹，只有一些紙上的規畫；之後梁啟超在段祺瑞內

閣終於當上財政總長（在任四個半月），但經手的借款多被段祺瑞移作軍費，一切的構思無錢付之實

行。梁啟超既然做了「官」，但又不能一展所長，做出成績，救國救民。是否證明他不過是一個文

人，只會紙上談兵；是理論家，只會空口講白話；等到實際行動時便一籌莫展，失敗告終呢？ 

平心而論，梁啟超「做官」時間太短，自然不能做出甚麼成效；在袁世凱獨攬大權及北洋軍閥當

權時候的民初政局，又能有甚麼作為呢？ ＞＞＞＞（三）篇三 下期再續     
龜 包                （夜勤 71）  吳淑珍   

久違了的龜包，偶然在一家小賣店中發現了它的蹤影，就像驀地遇上失散多時的老朋友，頃間 

激發無限親切和驚喜！  
隨著社會越來越富足，人們對食物的要求越來越高，麵包的款式也隨之日新月異，內涵也一天 

比一天講究，一些傳統的包款便逐漸式微；昔日曾經流行一時的龜包，在一般的麵包店中，早已絕 

跡多時了。今天的偶遇，油然揭開了記憶中與龜包共度時光的片段。  
當年日間上班，夜裏上學，下班後為了爭取溫習時間，通常不會回家耽擱，而是直接回到學校 

的圖書館自修，等到晚上十時放學，才回家吃飯的。然而，上課前也得照顧一下肚子的空虛，那 

麼，最省時，最省錢的辦法，就是到後樓梯的小賣部買些零吃兒點補點補了。當其時，龜包正是我 

的首選。  
杏黃色的龜包，也許因為形狀像隻龜而得名吧，我愛它甜淡適中的味兒，但其實偏愛它的主因 

，還是它夠實在──沒有餡料，也不會靠酵母造成的氣孔刻意擴大體積，整個包就是一團密致的麵 

粉。這樣，對我來說就是個有力的支持，它讓我有足夠的精神專心聽課，有足夠的體力挺到黑夜裏 

放學回家。於是，《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就這樣得以涉獵；「勾股弦定理」就 

這樣學會求證；「阿基米德原理」就這樣逐漸明白。  
說也奇怪，那時候，龜包雖然經常吃，甚至天天吃，但總不會吃厭的；尤其在寒冬時節，手腳 

都快要凍僵時，上課前，左手一個龜包，右手一瓶熱騰騰的維他奶，啖之津津，其味無窮，在那一 

刻，簡直勝似一席盛宴，足以令人溫飽盈懷了。  
歲月悠悠，久違了的龜包，今天又在眼前重現，我掬之在手，擁入懷中，這才發覺，原來它的 

美味，其實一直在滋養著我身，滋養著我心，助我穩步前行。啊！親愛的龜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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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焉 能 無 恥    (華社 73) 黎慶忠   我國的文明開化是始於中原一帶，一般而言中原人在與人交往當中所用的言語和行為都是比較含蓄內歛，而南方人則可能因氣候水土不一樣，所以言語和行為都比較豪爽率直。筆者以前就曾聽說在我國的北方有這麼一個的故事：「有一個人在一個公開的場合中聽到某甲在侃侃而談，大吹大擂自己的德政，但此人心中早已知悉某甲骨子裡其實只是個言行心口不一、行事多為沽名釣譽之徒，但礙於環境又不能不與他作公開的照面和寒喧，於是就當眾讚揚某甲真是個七德齊全之大善人。某甲聽罷就立時喜上眉梢、洋洋得意，一副樂於照單全收的樣子，但同時在場的其他幾位年長有識之士卻暗地裡在心中竊笑。」。原來這句指人能於“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八德中，已做到七德的讚賞語，其實卻是在諷刺着對方仍獨欠最後一德，即「無恥」也。意即謂對方是個不要臉的“無恥之徒”。  近年兩岸分別發生了一些案件，使小弟明白到甚麼叫做“無恥之徒”。亦知道「人」若是對自己的言行沒有了羞恥愧疚之心，其所作所為就會與禽獸無異了。這些案件包括：港星存於電腦中的大量淫照被公開，當事人只逃避而沒有正式承認過失及悔意；陳水扁及其家族的巨大貪污案，當事人等雖被判罪成，但全家亦是從未承認過錯，為求脫罪，男的將過失推給行賄者，女的則詐病以逃避出庭，他們在庭上的言辭，日常行為的表現均屬無恥卑劣，相信已是前無古人了。  由以上例子可知人若無「羞恥」之心，則任何有如以上的罪惡都會隨時發生，相反若「人」能常懷”知恥心”來待人處事，則一生都會言行謹慎，避免犯罪。 為何唯「人」才獨稱萬物之靈？若言因為人有靈性(包合五常八德)及思維，但其他動物也有；如牛、馬替人耕作及運輸就有義德；狗替人守户、雞為人司晨有忠德；烏鴉能反哺、山羊懂跪乳亦是有孝德等。動物的思維雖不及人類的複雜，但亦有一定的反射思考能力。那麼「人」與動物最大的分野是在那裡呢？我個人的看法就是在於「人」獨有知恥德之緣故。  再講只要看所有動物的交溝都是會隨時隨地去進行，而全無被公開之顧忌，唯有「人」才不一樣，這就因為「人」有羞恥之心也。  明朝憲宗時期，出生了一位極力推崇儒學的著名學者，名叫王守仁(陽明)他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並創建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理論構架而組成了明代的哲學思想體系。王陽明夫子一生不但自己潛心悟道，更為了宏揚儒學中的五常(仁義禮智信) 和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 就經常親身到各地的鄉鎮去實地講學。  有一次，他剛預備到某鄉的祠堂去講學，題目就是「人皆有羞恥之心」目的是想人人都能知禮守法，改惡遷善。就在講學前的一個晚上，有一位從外地來的慣匪 ，見祠堂裡正燈火通明地有許多人在佈置着，就認為內裡會有値錢的東西，於是當晚就潛入祠堂想偷財物，但不知為何他竟然在祠堂屋頂之橫樑上睡着了。天亮後，他就被嘈雜的人聲吵醒，原來正是王陽明夫子的講學開始了，那慣匪碍於不能現身離開，於是就無奈地像被迫似的留於樑上亦一同在聽講課了。課文中王陽明夫子舉出了許多有關「人」與「恥德」之間的論証，而作為聽眾的鄉民則不時以熱烈的掌聲去回應，肯定王陽明夫子的言論。但那位仍卧於橫樑上的慣匪卻愈聽愈感到不是味兒，心中的無明煩燥不斷的昇温，最後實在忍耐不住了，一下子就從樑上躍下，繼而對王陽明夫子出言反駁：「我自小就習慣偷盜，一生皆以此為業，卻從沒有感到有羞愧之想，所以我認為你所言不實也。」王陽明夫子聽罷就說：「既然如此，先生你可願意跟隨我作一實驗？」。慣匪豪言回應：「我行走江湖多年，天不怕、官亦不怕，難道就怕你這個老頭不成！」，於是王陽明夫子就開始：「請你先脫下帽子。」，慣匪毫不在意的即時就把帽子脫下。接著王陽明夫子繼續；請脫下你的外衣、上衫、鞋、襪、內衫…由於此時祠堂內早已坐滿了上百的鄉民，而各人的眼光亦全注視著那位慣匪，故當慣匪跟隨著指示將自己的衣裳一件一件地脫下來時，人們已看見他不單臉上開始呈現出猶疑之色，而動作亦隨之而緩慢起來了，在慣匪已光了上身之後，王陽明夫子再說：「請把你的褲子脫下來吧！」。此際，慣匪的神情顯然已完全呆頓了，但最後亦礙於面子才結結巴巴、極不情願地把褲子脫下，不過此時的他不單面容呆滯，連頭也垂得低低的不敢抬起，就連回應的聲音亦低至幾乎聽不到，最後當聽到王陽明夫子說：「 請把你身上最後的內褲也脫下來吧。」，慣匪聽後就即時噗的一聲跪下並語帶請求道：「我怎能在眾目睽睽下光著身子呢？夫子，我認輸、知錯了。」。王陽明夫子就善意地安慰他說：「好；你終於明白了，這就是「人」本有恥德良知自然流露的表現，今後相信你亦再不會作盗竊之事了吧。   在四書中的孟子亦有記載： 孟子《盡心篇》：「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做人是决不可以沒有羞恥之心的；能明白如果我們做出了世人皆認為是無恥的事，而自己真的又會為此而感到羞恥的話；那麼我們此生都不會再做出相同有羞辱自身的事來了。) 孟子《盡心篇》：「 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 ，何若人有。」（羞恥之心對人一生的處世關係是很重大的；對於世間那些專門運用機詐變法去做出欺騙或不道德行為之人而言；羞恥心對他們而言是根本是談不上的，因為他們心中早已沒有了羞恥心之存在矣；正因為他們已沒有了羞恥心，所以他們的人格、操守就不及其他人了；既是如此，那試問他們還有甚麼的能耐、本領是可以比其他的人強呢？)．．．．．．  
小弟看完了以上孟夫子的遺教都感到慚愧，因為自己仍未徹實做到呢？但願能提供以上聖賢的遺訓

給大家，希望能與各人一起互勉、進步、以提升自身的品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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