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 明 會 訊

致親愛的校友們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有如小學新的一年作文開場白，我們真的又邁進新的一年。在此祝願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勝意，心想事成。 回顧歷屆校友會理監事們的努力和無私奉獻，共同合作，使會務蒸蒸日上，同時發展至今，能與時並進，製作了香港德明校友會網頁，服務大家。同時希望世界各地校友提供海外校友及師長們的生活訊息，以供大家知閱。繼承「一日德明員生，一世德明校友」的精神。 本會「編輯小組」提供《會訊》，每年出版四期，希望有電腦上網之校友，可自行上網閱讀及下載；若有意見或文稿亦可上載本會網頁交流，自由發揮理念，使《會訊》更加充實及精彩。特別今年(2014)由香港德明校友會主辦「第七屆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編輯《大會特刊》工作繁重，更有賴各位校友提供今昔資料(照片或文稿)，令特刊更加充實，同時感受昔日學生生活和師長的教誨。 謹此希望校友儘早報名出席聯誼大會，地點已定於九龍灣「九龍國際展覽貿易中心」，日期為十一月八日。因埸地、人數所限；同時亦有海外校友分別慶祝畢業 45 或 50 週年紀念，從世界各地回港慶祝，希望大家及早報名參與盛事(海外校友將優先處理)。   最後 祝願校友們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生活愉快！  香港德明校友會會長 楊秉權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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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願       理事長  黃玉如．    2013 這一年發生了不少令我感到懊惱的 事情！摯愛親人 離逝、患病；友好亦因中風昏迷已兩月未醒，仍住醫院。實在 太多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接連發生，幸好 2013 年將告結束！不 快之事亦應隨它而去！ 我懷著興奮的心情迎接 2014 年，因《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 大會》即將在香港舉辦，猶記得首屆大會距今已有１２個年頭。 過去六屆分別由世界各地校友會 ( 美西、加西、美東、加東、 紐英崙 )接辦，每次參與校友人數均有增加 ，大會內容亦越見 精彩，令校友們留下不少美好回憶！新的一年即將開始，我衷 心期待著來屆大會的來臨，更添精彩。 在此鄭重宣佈《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定於 2014 年 11 月 8 日，假座九龍灣「九龍國際展覽貿易中心」舉行晚宴， 隨即揭開大會序幕，並安排了一連串旅遊活動讓校友們參加。 適逢今年有「剛社」慶祝５０週年、「信社」45 週年，兩社均 有海外校友回港與香港校友一同慶賀，彼此共聚一堂。早前有 「鋒社」學長電郵查詢大會資料，他們表示有意返港慶祝畢業 ６０週年，這消息太令人鼓舞了！本人昨年中赴美旅遊期間， 除得到陳樹桓校長夫人及美西校友會眾理事、校友們熱情款待 外，師母更贊助大會活動經費三仟美元，並有意返港出席活動。 我們熱烈期盼師母與陳公子的光臨！ 為籌備大會事宜，理監事會已進行多次會議，籌備多項計 劃，包括出版特刊、設計封面及大會會徽等，當然經費籌募亦 是重點工作。如各校友有寶貴資料、意見，請不吝向我們提供， 俾作參考，務求將大會辦得有聲有色，發揮德明團結精神！ 

謹此祝賀大會  馬到功成！ 

全體校友 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黃玉如理事長與校長夫人及美西理事校友合照 

恭祝各位 

甲午年 

1 



 

※ 為方便校友網上瀏覽《德明會訊》，由本

期起將定時出版，敬請校友諸君多多牢記！ 

（第六期）10-04-2014（第九期）    10-01-2015 

（第七期）10-07-2014（第十期）    10-04-2015 

（第八期）10-10-2014（第十一期）10-07-2015 

（第十二期）10-10-2015 

當然如有特別情況，我們會增加或調整出版日

期，所以敬請各位經常登上本會網址＞＞＞＞ 

http://www.tmaahk.org 
除觀看會訊外亦可閱覽其他訊息，今期我們仍

會電傳本期會訊予您，謝謝您的關顧及費神！  

【會訊編輯小組】謹致 

 

 

 

 

 

  
※ 本會代表參與「香港各界社團慶祝中華

民國雙十國慶籌備委員會」，並成為主席團

成員，於十月十日黃玉如理事長及部份理事

出席上午酒會外，晚上楊秉權會長率眾出席

在倫敦酒樓舉行之晚宴。陳華安理事代表本

會出席擔任主席團主席成員。 

 

我們竭誠歡迎您們加入德明大家庭 
2000  (        )    梁文南       2001  (毅社)     孫愛蓮   

2002  (夜仁社)傅麗琼       2003  (建社)     岑少華  

2004  (信社)    余惠玲       2005  (信社)     劉麗珍

2006  (信社)    吳炳釗       2007  (信社)     周煥嬋  

2008  (信社)    柯子鯨       2009  (信社)     蕭道權  

2010  (信社)    陳慧貞       2011  (信社)     黃思濃

2012  (信社)    孫錦禧       2013  (信社)     鄒月華  

2014  (信社)    陳少雄       2015  (信社)     張尤雄  

2016  (信社)    吳仕成       2017  (信社)     陳渭奇

2018  (信社) 葉 波 

噢!出錯了! 上期《會訊》我們找到了錯處 

              P.2 第三段「設靈」誤「設靂」 
                     P.7 第一段「掀起」誤「揭起」 
                     P.7 第三段「美食兩天」漏「食」 

                         請多多包涵！ 

 
 

※ 本會理事陳華安（義社）日前不幸兩

度腦部中風，經廣華醫院搶救後，現仍昏

迷中，稍後或會轉往「黃大仙護養院」留

醫。本會楊秉權會長、黃玉如理事長、李

文強副理事長及梁世恆理事先後兩次往探

望，未見甦醒。陳太及其家人極感擔憂，

理監事仝人除致以慰問外，並於是月例會

中籌集慰問金聯同校友會慰問金，委託

（義社）雷健仁校友及吳祟鉶校友及理事

長黃玉如送交陳華安太太接受，並祝禱陳

華安理事早日痊癒，身體安康！本會對義

社校友們積極探望及關懷協助陳華安理事

家人之精神，謹表謝意謹表謝意謹表謝意謹表謝意！！！！ 

  

※ 本會理事彭德興（信社）因私務繁忙，未 

克擔任會務工作。月前於例會中向本會請辭

理事職，經本會挽留不果，無奈接納請辭。

彭德興校友當選理事逾年，積極參與會務工

作，並為《會訊》編輯小組成員，協助編輯

及郵寄工作。理監事仝人對彭校友之退任，

深感遺憾！冀望彭校友日後私務空閒，能再

次為校友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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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您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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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樓宴會廳 

費用：港幣四百元正 
 

                  蒲台島．南丫島．雙島海上大聯遊 

                       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９日（星期日） 

費用：港幣二百元正 

  
 

 

 
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１６日（星期二＞星期日 

團費：全包約港幣五千元（時間尚早未能核實）  
．．．．．．．．．．．．．．．．．．．．上列活動詳情及報名方法，將於下期會訊公佈。。。。    

                           我們需要您的協助  
截件日期 

【徵求會徽及特刊封面設計啟事】                          ２０１４年３月３１日 

第－項：（德明院校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會徽設計。 
第二項；《德明院校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會刊》封面設計。 
※  為求活動能盡善盡美，令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回憶。我們衷心希望各位校友協助設計上述兩項目 

，內容只需符合下列要求：（如有查詢，請與本會理監事聯絡） 

1.具有香港特色,又能顯示我海內外校友情誼之融匯。   

2.顏色不論。 

3.會徽必須採用右列圖案及圓型設計。(參考圖 1)．．．．．．．．．＞ 

4.封面 A4 尺寸。(可參考附圖) 

5.所有作品請用電腦繪畫，將原稿及轉成 pdf 之檔案一併傳送本會。(hktakmingaa@hotmail.com) 

5.獲選作品之設計者，本會將於晚宴大會上致送紀念品，以表謝意。 

6.獲選作品之版權，將由本會永遠擁有，並可在任何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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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禮台 

                                                                                                                 

                                                                                                                 

迎接台北經濟文化處嚴重光處長蒞臨 

 

 

 

 

 

 

主禮嘉賓領唱校歌                      

楊秉權會長致詞 

 

 

 

                                                                        嚴重光處長致詞                                                                                                                       

 

 

 

 

 

 
黃玉如理事長致詞 

            凱社 50 週年金禧紀念 最多參與人數(日夜)共 9 席 
 

 

 

 

 

 

 

 

                                                                   嚴處長頒大獎予幸運校友  
誠社(日校)４5週年紀念 

第二最多參與人數共 7 席半 
 

 

 

 

 

誠社(夜校)４５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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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辭 



 
 
 
 
 
 
 
 
 

最全力支持者          最全力協助服務團隊 李光華校友、莫耀強校友、甘琨禮校友、梁次震校友                德明童軍第３５旅  
 
 
 
 
 

 

最敬愛的師長          最合作的團隊 馬拔飛老師、鄧祖鵬老師、何定樑老師、朱莉英老師           香港德明校友會全體理監事          
最遙遠的來客        最具代表性的來客 來自美加各地的熱情校友                德明校友會的全球性代表     

 
 

                                               見社 1983 年畢業                                              
最高學齡之師兄、師姐 博社 1953 年畢業      最低學齡之師弟妹 
 

※ 《慶祝 國父誕辰 148 週年紀念暨慶祝德明院校 2013 年度 

校慶紀念聯歡晚宴已於 2013 年 11 月 9 日在老地方—倫敦大酒 

樓舉行，是晚高朋滿座，筵開七十五席，參與校友及嘉賓逾九 

百多人，擠得水洩不通。今年適逢「凱社」畢業五十週年金禧 

紀念、「誠社」也逢畢業四十五週年紀念，入席校友達九席及 

七席半。成首、次位最多參與人數，端是「友誼永恆」，發揮 

「一日德明員生，一世德明校友」之精神。今年除有最高學齡 

「博社」學長出席外，更高興出現最低學齡「見社」學妹參與 

，是值得我們鼓舞的，希望日後能尋找到更多未有出現的各社 

校友及師長，共聚一堂，乃理監事們的共同願望！最後請體諒 

我們的辛勞，如有接待安排不週，請多多包涵！謹致謝意！ 

我們摯誠的感謝！ 梁次震校友   莫耀強校友 甘琨禮校友   李光華校友 汪恩光校友   謝兆邦校友 劉才明校友      鄧羽林顧問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香港京都念慈菴有限公司 大道企業 華昇體育器材有限公司 康加實業有限公司 
贊助大會經費及全場抽獎禮物，

謹此致意！（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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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社） 楊國興            
 從上山纜車內上望如國畫般的山巒起伏  

這個旅程在三年前仁社學兄們已有初步構思，無奈基於種種原因，年復年的拖延，終於在今歲成事 

成行，且聲勢浩蕩，全團 四十六人我們佔近一半，我社三人有幸能參與其中。本來最完美的行程是五天 

航空團，惜首日要在清晨 五時卅分於機場集合，對大家來說有難度，唯有改作五天巴士團。 

十月十五日上午約九時卅分從福田口岸出發，起初車內充滿歡樂聲，慢慢大家就安靜下來，不是無 

話可談，而是進入疲勞時段，因不能在車內舒展筋骨哩！晚上十時卅分終於抵達江西南昌市內酒店，車 

程整整十三個小時 (可從香港直飛溫哥華了)。 

第二天上午，主要車遊市內廣場及參觀《八大山人紀念館》，午飯後直驅三清山，下午約六時已抵 

三清山山下酒店，導遊叮囑大家要早休息，以待翌日應付今次行程的重點 ──三清山。 

第三天重頭戲來了，清晨早餐後從酒店步行 廿分鐘到索道纜車站，由於時間尚早，遊人不多，所以 

很快已可上車；開始時向上望無甚可觀，過了第一山峰，眼前一亮，再上的山峰一列奇形怪狀石柱盡顯 

眼前。到站後，大家已急不及待出動長短鏡頭，要導遊三番兩次呼召才捨得暫停聚合；經導遊一輪講解 

路線後便開始步行登山（級）十多分鐘後到達一平台，此時仰望四周都是奇石處處，甚麼犀牛石、烏龜 

山、神鵰石．．．等等。小休後，開始最艱辛的一段行程，可幸沿途風光明媚，又有一班老朋摯友談天 

論地，辛勞的感覺不經意地便過去了，一個多小時的拾級行程後（有校友數算過約有二千多級）我們終 

抵光明頂，踏上世界上最長的懸崖棧道 （絕大部份是平路），苦盡甘來的感覺美妙非常，隨後這段路是 

享受，繞着棧道至山

後，看到了最精彩的景

觀，群山叠叠，從前以

為國畫是寫意景，原來

也有寫實的。不經意的

五小時遊山行程，一瞬

即逝，感覺是滿足，最

難得是一眾年長校友大

都能從容完成壯舉，只

有兩位沒有隨大隊步行

登山而已。 

第四天是行程的甜點部分，參觀《婺源博物館》、《洪村》和《景德

鎮瓷器廣場》，是較輕鬆的閒逛，亦是給大家一個回氣機會。 

第五天，上午八時回程，大家早有心理準備至少 十三 小時的車程，

還幸一路上交通暢通，回到深圳路段亦通行無阻，晚上九時已抵福田口

岸，旅程至此完畢。相信今次三清山之旅定能成為大家日後美好的回憶。 

 

 

 

 

 

 

 

 

 婺源博物館                             6        洪 村 



凱社畢業 
金禧誌慶 (凱社) 陳有  凱社同學（1963） 於去年 11 月 6 日  至 12 日間舉辦了 高中畢業 50 週年 誌慶活動。包括 三項旅遊，凱社聚餐及校慶聚餐。我們畢業 50 周年，難得海內外同 學共聚一堂，懷舊說笑，互訴真情。聯誼之外，不 忘德明校名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意義，因此安 排了「中山、珠海、澳門兩天遊」，緬懷中山故居及翠亨村昔日生活情景是主要項目，雖如願完成，可惜時間不足，錯過了新建的《中山紀念館》。隨後遊覽珠海《圓明新園》及《石景山》。次日遊覽澳門[龍環葡韻]房屋式博物館、《大三巴》、《炮台山》、《漁人碼頭》及參觀水舞間表演，絕對是盡興而回。 50 年來香港變遷不少，海外同學回港希望遊覽的地方實在很多，曾發出問卷調查，選出最多人想要遊覽的景點。由於一天時間有限、行程必須緊湊，僅安排了天水圍《濕地公園、流浮山海鮮餐、《青嶼幹線觀景台》、《志蓮淨苑》及《南蓮園池》等景點。就已讓大家目不暇給了。 為了讓海外同學感受內地高鐵情況，特安排高鐵丹霞山及乳源大峽谷三天遊。可惜受到侵襲菲律賓的超強颱風海燕外圍環流影響，天不造  美，旅途下雨，但總算完成旅程  。除了旅遊節目外，凱社聚餐是 主要項目，筵開 9席總共 101 人                          出席，包括三位嘉賓：何定樑老   師、校友會楊秉權會長、黃玉如理事長等光臨。順此致謝！我 們也歡迎兩位夜凱同學陳麟芳及方啟波參與盛會。宴會中，不少同學發表畢業後進修就業發展情況，互訴情誼，共同祝福。亦有梁友聯樂器演奏；謝海平、劉泰和、駱以方．．．等等高歌演唱 。 抽獎也是增加氣氛的好節目，為了方便海外同學，奬品都是精小易 攜，物輕情重，人人都珍惜中奬的機會，因而氣氛高漲，享受了難得的開心聚會。參加校慶聚餐也是凱社慶祝活動之一，人數逹 7席之多很多海外回來的同學都是首次參加這個筵開 75席的   聚餐盛會，與香港校友共聚一堂，意義無窮。拍攝大合照是必 然項目，為大家留下美好回憶。 轉瞬間，七天的活動便過去了，50 年後，百年再聚必然是幻想。但却啟動了一個意念：人生在世須珍惜，明年郵輪 聚會遊。到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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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月７日 至 １２日（ 星期五 至 星期三 ） 
                  ＄５６８０．－  小童４９８０．－ 
 

 

 

 

 

 

 

 

 

 

 

 

 

 

 

 

 

 

 

 

 

 

 
 

歡迎報名參加請與下列理事聯絡查詢及確認名額：楊秉權（8106 0574）黃玉如（9038 9628） 

            李文強（9707 5380）   袁惠忠（9376 2270） 黃顯邦（9036 4378） 報名辦法：：：：1.填妥下列表格，連同團費金額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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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將參加者名單及內容 e-mail:mklee1724@yahoo.com.hk 及將團費定金$2000.-，餘額$3680.-必須於 22/2/2014 前 存入李文強理事戶口(匯豐銀行 168-690014-288)並請電覆確認。   3.所有報名費用，以本會轉交予旅行社收迄發出收據後，方受(旅遊業議會保障基金)保障。   4.報名後如中途退出，所繳費用將按(旅遊業議會)規則處理。 
( ( ( ( 報報報報    名名名名    表表表表 ) ) ) )＊收集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及有關旅行社、酒店、保險及出入境機關記錄＊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２０１４）））） 

NO. 中/英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 NO. 回鄉證 NO.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旅行費用 同房 
1 (      )         

2 (      )         

3 (      )         

4 (      )         

香港德明校友會 主辦      歡 迎 參 加 

春遊雲南美景六天航空團 名額３０名．額滿即止 

8 


	Microsoft Word - 五期會訊1
	Microsoft Word - 五期會訊2
	Microsoft Word - 五期會訊3
	Microsoft Word - 五期會訊4
	Microsoft Word - 五期會訊5
	Microsoft Word - 五期會訊6
	Microsoft Word - 五期會訊7
	Microsoft Word - 五期會訊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