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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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費：每位 HK$400.00 ＊六時恭候 八時典禮＊  
※ 請 聯 絡 我 們 ※ 

楊秉權 (8106 0574) 黃玉如 (9038 9628) 陳錦棠 (9727 0417) 
    李文強 (9707 5380)  俞美莉 (9751 6150) 梁榮光 (6103 5183) 

  陸嗣偉 (9209 3801) 蘇鳳儀 (9195 1833)  梁紹深 (9259 4186) 

  譚錦清 (9832 9220) 梁美玲 (9809 5268)  袁惠忠 (9376 2270) 

  黃顯邦 (9036 4378) 楊國興 (9164 3795)  陳華安 (9030 2730) 

  李順瑤 (8109 1201) 謝志芳 (6097 6447)  梁世恆 (6920 2668) 

  程汝國 (9086 0560)  鄧祖鵬 (6134 9779)  何定樑 (9209 5468) 

  陳建國 (9181 7161) 陳仕鈴 (9080 9074)  陳麟芳 (2365 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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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至 15 日(週一至週六) 

                    (茶會宣佈) 

報名：即日起至 2014 年 8 月 28 日止(請參閱報名表) 

             5,500.00   US$ 715.00 
 

 

 

 

 

 

 

 

 

 

 

 

 

 

 

 

 

 

 

 

 

 

 

 

 

 

 

 

 ※海外校友持外國護照者，請自行辦妥內地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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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收到了部份年長校友的反映《三清山》行程，魚我所欲也，奈何心力有所不逮！ 

故此為您另添熊掌任君選擇－－  

 

 

 

 

 

 

 

 

 

 

 

 

 

 

 

 

 

 

 

 

 

  
※ 因需出入內地關口兩次，如持「美國」、「加拿大」或其他國籍護照，請自行申簽兩次內地簽證。 

※ 如持有「回鄉證」毋需辦理內地簽證，持「外國護照」入台須否辦理簽證，請自行查詢。 ※ 查詢（黃玉如）+(852)9038 9628 E-mail:annie_3311@yahoo.com.hk(李文強)+(852)9707 5380 E-mail:mklee1724@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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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心意!．．．．我的謝意！ 

※ 近日我們收到了一些校友的心意，願意提供一些他們的個人創作書畫及藝術品，建議於是次「校友聯

誼大會」晚宴上，供校友義購，所得款項全數贊助大會經費。本會理監事會認為此法可行，除多謝該

校友建議，亦謹此呼籲各校友如有興趣參與贊助物件，請聯絡我們，我們會有適當安排。謝謝！  
致致致致：：：：德明院校校友們德明院校校友們德明院校校友們德明院校校友們     
          鄭重向大家宣佈 《香港德明院校 2014 年度校慶紀念暨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鐵定於 2014 年 

11 月 8 日在香港揭開序幕，「聯歡晚宴」、「蒲台、南丫雙島大聯遊」、「江西南昌、三清山龍 

虎山、婺源六天直航團」及「廈門、金門高鐵四天遊」．．．等一連串活動。資料詳情請登上本 

會網頁（www.tmaahk.org）或參閱《德明會訊》。有任何不清晰地方，可直接電郵或來電查詢。  
【【【【報名程序須知報名程序須知報名程序須知報名程序須知】】】】     
（Ａ）海外校友：請將個人資料、參加活動項目填妥於參加表格，連同費用交予所屬海外校友會，彙 

集統一轉給香港德明校友會辦理手續。  
※僑居美國各地校友： 

我們已誠邀美西德明校友會代勞處理報名及收費事宜。請各校友聯絡美西德明校友 

會許傑儒會長 ( rkhuie@yahoo.com ) 、幹事伍健儒校友 ( ronmamieng@yahoo.com )  

支票抬頭 ( TMAA )。  
※僑居加拿大各地校友： 

請聯絡加東德明校友會司徒祝寧（tmaaon@gmail.com）辦理報名手續。  
（Ｂ）其它地區及香港校友請直接聯絡香港德明校友會報名： 

黃玉如理事長  電話：(852) 9038 9628  E-mail：( annie_3311@yahoo.com.hk ) 

李文强副理事長 電話：(852) 9707 5380  E-mail：( mklee1724@yahoo.com.hk )  
酒店住宿安排酒店住宿安排酒店住宿安排酒店住宿安排，，，，訂房表格請在網上下載訂房表格請在網上下載訂房表格請在網上下載訂房表格請在網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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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德明院校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 

※活動報名表※ 

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英文姓名    性別性別性別性別    社別社別社別社別    同行親友姓名同行親友姓名同行親友姓名同行親友姓名    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中)                       (英)  僑居地地址： 聯絡電話： 香港聯絡地址：（如有） 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     
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Ａ）（Ａ）（Ａ）（Ａ）    □□□□    ((((ˇ̌̌̌表示選擇))))    ＊截止報名日期：28/8/2014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1,2001,2001,2001,200 人人人人    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    
        

參加人數 每位費用 合 計 

(          )位 US$52.00 US$ 

【【【【慶祝德明院校慶祝德明院校慶祝德明院校慶祝德明院校 2014 年度校慶紀念年度校慶紀念年度校慶紀念年度校慶紀念        暨暨暨暨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HK$400.00HK$400.00HK$400.00HK$400.00    

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聯歡晚宴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聯歡晚宴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聯歡晚宴第七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聯歡晚宴】】】】                    共共共共（（（（        ））））位位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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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合合合計計計計：：：：HK$HK$HK$HK$    (          )位 Ca $58.00 Ca$     
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BBBB））））    □□□□    ((((ˇ̌̌̌表示選擇))))      ＊截止報名日期：28/8/2014             

參加人數 每位費用 合 計 

(          )位 US$29.00 US$ 

【【【【蒲台島蒲台島蒲台島蒲台島．．．．南丫島南丫島南丫島南丫島．．．．雙島海上大聯遊雙島海上大聯遊雙島海上大聯遊雙島海上大聯遊】】】】    

日期：2014 年 11 月 9 日(星期日) 

費費費費用用用用：每每每每位位位位 HKHKHKHK$220.00 $220.00 $220.00 $220.00 共共共共（（（（        ））））位位位位（（（（合合合合計計計計））））HK$HK$HK$HK$ (          )位 Ca$32.00    Ca$  
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活動項目（（（（CCCC））））□□□□    ((((ˇ̌̌̌表示選擇))))     ＊截止報名日期：28/8/2014            

□□□□    A 團團團團        【【【【江西南昌江西南昌江西南昌江西南昌．．．．三清山三清山三清山三清山．．．．龍虎山龍虎山龍虎山龍虎山．．．．六天航空團六天航空團六天航空團六天航空團】】】】                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至 15 日(週一--週六)  
□□□□ B 團團團團        『『『『廈深高速鐵路廈深高速鐵路廈深高速鐵路廈深高速鐵路、、、、海峽兩岸金廈雙門聯遊海峽兩岸金廈雙門聯遊海峽兩岸金廈雙門聯遊海峽兩岸金廈雙門聯遊』』』』   日期：2014 年 11 月 10 日至 13 日(週一--週四) 

（（（（Ｄ）Ｄ）Ｄ）Ｄ）本人樂助大會活動經費本人樂助大會活動經費本人樂助大會活動經費本人樂助大會活動經費：：：：                    $$$$＿＿＿＿＿＿＿＿＿＿＿＿＿＿＿＿＿＿＿＿    

*請選擇適用者                                                                （Ｅ）（Ｅ）（Ｅ）（Ｅ）廣告贊助廣告贊助廣告贊助廣告贊助：：：：                                                                                                                    $$$$＿＿＿＿＿＿＿＿＿＿＿＿＿＿＿＿＿＿＿＿    

※( 匯率按 US$1.00 = HK$7.70 結算 ) 

※( 匯率按 Ca$1.00 = HK$7.00 結算 )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A)(A)(A)(A)    ++++    (B)(B)(B)(B)    ++++    (C)(C)(C)(C) + + + + (D) + (E) = (D) + (E) = (D) + (E) = (D) + (E) =    

＜＜＜＜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報名辦法＞＞＞＞ 

1. 所有參加校友請填妥上述表格，以便本會核實統計及安排聯絡工作等。 

2. 請填妥表格以電郵傳達 E-mail：annie_3311@yahoo.com.hk (黃玉如)或 E-mail：mklee1724@yahoo.com.hk  (李文強) 

3. 郵遞請寄：香港 九龍 旺角郵箱 79891 號  Mongkok Post Box No.79891 Kowloon, HONG KONG. 

4. 如用支票付費抬頭請寫「香港德明校友會」寄付本會，或經由各海外校友會彙集轉交本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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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 

NO 中/英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香港身分證 NO 回鄉證/其他護照 NO 有效日期 手提電話 
1 (中)       

 (英) 
2 (中)       

 (英) 
（Ａ團）每位港幣 $5,500.00 共（ ）位             * US$715.00 / Ca$786.00 X (       ) =       
（Ｂ團）每位港幣 $3,580.00 共（ ）位        * US$465.00 / Ca$512.00 X (        ) =    

*HK$/ 

US$/Ca$ 

*港幣/U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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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遊 雲 南 美 景                       （毅社）  蘇鳳儀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2014 年校友會舉辦第一次為期六天的雲南昆明、大理、麗江境外旅遊。   『旅程日誌』  三月七日三月七日三月七日三月七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晴晴晴晴 早上九時三十分，校友們齊集於赤鱲角國際機場，辦妥登機手續後，一行四十人在領隊帶領下前往候機室等候上機， 由於「香港快運」不提供餐飲，而我們由於人數眾多，旅行社未及集體訂餐，故要自行進餐或帶備包點作為午餐。 飛機準時起飛，一路晴空朗日，兩小時三十分後安抵雲南省會昆明市，映入眼簾的是一個現代國際機場，寬敞、明亮 ，與我在三十二年前到過的昆明國際機場（當年我乘搭中國航空飛昆明，空姐制服是西裝長褲，但制服上竟然出現”補丁” 而在空中服務員的工作間，她們的座椅竟是常見的圓形摺櫈）真有天壤之別。 從昆明長水機場到達市中心，車程約一小時。昆明市是雲南的省會，是中國西部第四大城市，是該省的政經、文教及交通中心，且位處雲貴高原中部，海拔 1891米，因夏無酷暑，冬無嚴寒，氣候怡人，四季如春，素有“春城”之稱，如今三月天正值春花盛放，放眼市區，花海處處，行人熙來攘往，好不熱鬧。唯有點不協調的、是因為三月一日昆明火車站曾發生暴徒砍人事件，因而時有小隊軍警巡邏，但卻未有緊張氣氛，反令我們更安心一點。在市中心我們參觀了金馬、碧鷄兩座古牌坊，還有鎸刻在中心廣場地面的清代昆明市舊城地圖。我們吃過雲南野菌火鍋宴後 ，返抵下榻酒店已是晚間九時多了。休歇一宵，明天將展開奔赴麗江的長途旅程。 三月八日三月八日三月八日三月八日            （（（（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晴晴晴晴    吃過早餐，整裝待發，副理事長李文強給了大家女團友一個驚喜，他稱獲楊秉權會長的指示 代表校友會送給每位女團友一枝紅玫瑰，因為今天是「三八婦女節」，送花以示祝賀。大清早即能 搜羅廿六朵已包裝好的鮮花，真難為了他。 今天第一個景點是昆明滇池旁著名的大觀樓。大觀樓瀕臨滇池，滇池原為市內一個淡水湖泊 ，而西山蜿蜒伸出滇池仿似一位長髮飄飄躺睡湖上的睡美人，可惜如今公園擴建而不復見舊貌。 園中處處垂柳，水榭亭臺，比比皆是，更難得的是一大群來自北方飛到此地避寒的紅咀海鷗在棲 息，悠然得雖人至而不去。然而最矚目的是大觀樓著名的一百八十字長聯：  【上聯】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 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 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下聯】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淩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 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橫棟卷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煙落照只 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青霜  此長聯乃清光緒十四年昆明孫髯翁所撰，上聯寫滇池景觀，下聯記歷朝興替，被譽為天下第一長聯。 時近傍晚，我們來到了束河古鎮，這是來到雲南最先遊覽的一個古鎮，規模不大，民居處處，水道環繞，可惜都與一般旅遊景點無異，都是土特產商店，無甚可觀，所幸還留有一分古舊寧靜。繼續行程、漸已暮色四合，進得麗江城來，已是夜幕深垂，氣溫也隨之下降，據說當時大概攝氏七八度而已。享用完納西風味餐後回到酒店，便結束第二日旅程。 三月九日三月九日三月九日三月九日            （（（（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晴晴晴晴    清晨起來，空氣特別清新，為了避開行程上與其他遊客的擁擠，我們先去遊覽麗江古城（大研鎮四方街古城），此城與四川閬中、山西平遙、安徽歙縣並稱為 保存最為完好的四大古城。它是唯一沒有城墻的古城，據說是因為麗江世襲 統治者姓木，築城勢如木字加框而成了“困”字之故，可惜此次行程未包括 遊覽“木王府”，有點美中不足。     來到古城中心廣場，已見水道縱橫，環繞民居。此城始建於宋末之初， 門前有橋，屋後有溪，故有“家家溪水繞戶轉、戶戶垂楊賽江南”，可惜行 程匆促，時間有限，無法走訪更多地方。稍作逗留觀看了一群納西老太太在 廣場歡樂地跳著他們的民族舞；還有不少長者悠閒地在曬太陽，確令我們城市人羨慕。麗江城歷史悠久，古樸自然，既有山 城風貌，又具水鄉韻味，不同民族，和諧共處。麗江最大的民族是納西族，除了它的獨特風采外，難能可貴的是它仍保存有 自己的獨有文化和文字—東巴文字—是現今世上僅存而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 雖然字數不多，但足以讓我體會到在追求科技文明的同時，別忘了自己民族的 文化特色—那是我們的根。 午餐後，前往觀看“印象麗江”大型歌舞表演，這齣表演是多年前由名導 演張藝謀為納西少數民族而設計的，內容以表現納西民族的風土人情和節慶，在露天大劇場演出，遠處的玉龍雪山是天然的舞臺佈景，這已是很大的氣勢，觀眾席有時也成了部分演出舞臺，演員策馬在觀眾席後方呼嘯而過，幾乎觸手可及；演員全是當地農民，人數以百計，氣勢很大，算是另一道人文風景線吧。隨後乘坐登山索道登上玉龍雪山的雲杉坪，這裡海拔 3240 米，是納西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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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聖潔之地，在此可較近距離欣賞玉龍雪山。玉龍雪山是北半球緯度 最低，海拔最高的山峰，東西寬 13 公里，南北長約 35 公里，雪山山腰 雲騰霧繞，遠望像一條銀色的巨龍，因而得名，主峰扇子陡有懸冰川， 海拔在 4500—5000 米。難得的是在徒步雲杉坪途中的一段山徑，有幸看 到了一些“樹化石”，真是大開眼界！晚上，在麗江古城享用了一頓名 為“犛牛宴”，可惜犛牛肉薄如雪片，未能品嚐到個中真味。       三月十日三月十日三月十日三月十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晴晴晴晴     今日，因要加遊當地導遊推介的自費節目“洱海遊”，較前兩天提早    出發，洱海位於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 市，是雲南省第二淡水湖，中國第七大淡水湖。只可惜洱海雖浩瀚，但小船僅劃出離岸不 遠觀看漁鷹捕魚，但表演很一般，甚至漁鷹潛下水後再被捕魚人抓上來後有人看到魚兒似 是塞進漁鷹咀巴去的。接下來看罷湖邊小舞台的兩支民族舞蹈表演，也就結束“洱海遊” 了。還好校友會贊助一半費用！看吧還有薑茶及魚湯可喝。 接下來，是參觀喜州嚴家大院，原是大理白族昔日一富戶人家的大院，收歸國有後， 近年由地方政府依舊貌整修後開放為展示白族民居的狀況，但它呈現出來的卻未達目的反而成了一間間的土特產商店，這一 點它就不如山西平遙古城的喬家大院，讓遊客感受到昔日的生活氣息。車子繼續前進大理，途中遊覽了天龍八部影視城，是 為拍攝影視劇而搭建的實景，但近年已少旅客參觀，顯得寥落，若計劃遊大理 的話，此景點不去也不會是個損失。 下午抵達大理古城，此城建於明洪武十五年，城內街道，縱橫交錯，為典 型的棋盤格局，建築為清一色的青瓦白墻，顯得十分古樸。當地導遊介紹若遊 大理古城，由於面積頗大。非短時間能走遍各條街巷，建議大家乘坐環保車選 主要景點參觀，既省時更省腳力，這對我們來說是不錯的選擇。 大理古城是目前仍有大量民居的古城，最古舊的房子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我們穿街過巷，體騐居民生活。現今三月適值百花盛放，桃花紅、李花白，特 別是櫻花怒放，叢叢聚滿枝頭，讓人看得心花怒放，紛紛說明年不用遠赴日本 賞櫻了，因為昆明的櫻花也不遑多讓啊！而且還有茶花、報春花和許多不知名 的美麗花朵哩！大理民居的外牆許多時都會有寫上一些文字或圖畫，除了是一些祝福吉祥語如“紫氣東來”“彩雲南現”等； 有趣的還會從字句中透露屋主自家的姓氏，如“百忍家風”、“清白傳家”、“眉山清秀”、“琴鶴家聲”等，你猜得到嗎？ （答案在後記） 古城之行，我門參觀了一間採用中式飛簷樓閣建築而成天主教堂，正 面看飛簷層疊如龍頭；從側面看則如一艘方舟（挪亞方舟）。大門的門聯寫著：【上聯】   一體分三位三位為一體這是上主神秘深奧莫測        【下聯】   兩性合一身一身含兩性此乃基督特徵理所當然 旁邊一建築物再有一副對聯寫著：        【上聯】   育出桃李芳天下        【下聯】   造就棟樑興中華 前者蘊含宗教深義，貼切工整；後者讓我感受殊深，這在我們德明校友看 來應深有感受，回想我們母校興學以來，也為國家社會造就不少人才：海 內外高等學府不乏教授是德明校友；有不少校友是港臺商界翹楚；在國外 各領域人才就更多了！而德明校友遍及全球，儘管母校在香港教育改制和政治因素等等影響下而被逼結束，但廿餘年來在謝 秉鈞、馮光漢兩位已故主任帶領，德明校友會前輩理監事努力下，一直運作，延續至今。每年校慶聚餐總有師生三代甚或四 代同堂了。在現屆理監事會理就已經是三代同堂。雖然，校友會再難有新棒接 力，希望校友對校友會多加支持，凝聚校友力量和情誼，發揚德明精神！      還有我們在古城路經大理省立第一中學，部分校友更被該校學生邀請幫忙填 寫問卷，更訝異我們已過花甲之年仍能作伴同遊！我們在該校大門前拍了一張大 合照，藉此找回當年在學的感覺。 三月十一日三月十一日三月十一日三月十一日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偶小雨偶小雨偶小雨偶小雨    連續多日的長途車程，今天便踏上回昆明的旅程了。連日來雲南天氣都是 天朗氣清，風和日麗。今天遊覽九鄉風景區蔭翠峽時，忽然飄下了一陣小雨，幸好馬上進入景區溶洞，無甚影響。這裡的溶洞若以鐘乳、石筍等景觀而言，它不及桂林；但此處溶洞發育於六億年前，但它有溶蝕和浸蝕的溶洞穴系統和許多水文地質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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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餐安排在景區餐廳，在完餐前又有一個驚喜，李副理事長宣佈有 三位團友（兩位校友、一位德明姑爺）在三月生日，東海旅行社老闆特送上大蛋糕為他們慶祝，立時響起了歡呼和熱烈的掌聲，三位壽星在生日歌聲中齊切生日蛋糕，讓大家分享他們的喜樂！在深山野嶺中能出現美味花巧的蛋糕，又成一絕！      晚上十時許才回到酒店，大家要帶齊連日來的戰利品下車，整理 行裝，準備明日的歸程。 三月十二日三月十二日三月十二日三月十二日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晴晴晴晴    今天有兩個行程，先是參觀了一所茶文化交流中心和一家玉器店，這是例行的購物景點。雲南名茶—普洱，馳名遐邇， 大家採購了不少；至於玉器，大家就開開眼界而已。離開雲南前，我們品嚐馳名的”過橋米線”：一碟碟的食材、佐料和米線，放入一大碗的濃濃雞湯中，也算是別有風味！ 下午三時十五分，航機準時自昆明起飛，校友們帶著滿滿的行囊、滿心的喜樂和回味踏上歸程。  後記：今次“春遊雲南美景六天團”有好幾個特色： 1. 本團是名副其實的“耆英團”，據統計全團４０人總年齡共 2673 歲，平均年齡 67 歲。有七位校友年齡超過七十歲，其 中一位更是望八之年。 2. 每餐都是“千歲宴”。 3. 雖然是耆英團，但行動並不緩慢，體力亦不輸年輕人，真是老當益莊，溶洞內石階超逾三百五十級也難不到我們，大概 是武林「晨」功吧。 4. 這趟車程走的是昆麗高速公路，它在 2014年 1 月通車，是目前全中國高速公路中設備最新的。同時也是旅遊車過路費最 貴的，導遊說一個單程（中途休息共 8 小時車程）路費就接近人民幣 460 元。 5. 答案：依序為 張－楊－蘇－趙。       
歡迎您們加入德明大家庭 
2019 （夜毅）沈少芬； 2020 （信）雷灼暖； 2021（ 毅）楊玲； 2022 （毅）丘桂芬； 2023（毅）薛桂容  
謹致深切慰問．．．． 

※本會理事陳華安校友（義）數月前不幸兩度腦中風，在廣華醫院兩次手術後，現已轉往竹園黃大仙 

療養院護理中。近日本會正、副理事長黃玉如、李文強、理事陸嗣偉及由美回港李小玉校友前往探 

望，病情稍有進展，對呼喚略有反應，但仍需以導管引入營養液。陳太及其家人不辭勞苦，輪番照 

顧。同人等深感惆悵！祈盼華安校友早日康復！還請各位校友共同禱告，祝願其早日痊癒！身體安康！ 
         

※本會會長楊秉權校友之夫人楊梁潔雲女士，月前不幸因病離世。本會理監事仝人深致哀悼！楊會長 

及其家人已於二月廿六日晚上、假九龍紅磡福澤殯儀館永安堂以佛教儀式設靈治喪。本會各理監事 

出席致祭，眾多剛社校友亦親臨致祭。除本會外，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中山學會、港九 

住客聯會、海外各剛社同學會、德明童軍旅等均致送花圈敬輓。是晚出席喪禮親朋好友眾多，極備 

榮哀！ 

                                                                                                                                                                                                                                                                                                                                                                                                                                                                                                                                                  
※義社梅挺暢同學，不幸於三月五日在芝加哥家中離世。消息傳來，校友同學同感哀痛。梅同學年 

青時為戰地攝影記者，故有超職業的攝影技術，屢為德明校友錄製精彩旅遊活動照片ＣＤ。梅同 

學是美西校友會永久會員，是以美西校友會已安排花圈送到靈堂，以表哀悼！  
訃告 
本會評議監事何定樑老師之令壽堂何老太夫人，日前不幸病逝。本會理監事仝人深表 

哀悼！謹致慰問。何定樑老師及其家人定於二０一四年四月十一日（星期五）晚上， 

在九龍紅磡世界殯儀館二樓明思堂設靈治喪。本會理監事將出席喪禮致祭，敬請各位 

校友屆時撥冗出席致祭，以表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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