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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國父誕辰 150 週年紀念暨德明院校 2015 年度校慶
(2015/2018)理監事就職典禮聯歡晚宴
日期：2015 年 11 月 7 日（星期六）
地點：旺角彌敦道 612 號倫敦大酒樓三樓大禮堂
席劵：每位港幣二百五十圓正
席數：七十五席 額滿見遺
（為場地安全，免過於擠迫，不考慮增加席數，敬諒！）
各位校友請先聯絡「粉絲」集中一起報名，方便本會統籌，謝謝！
（
本人＿＿＿＿＿＿（日／夜

訂 位

社）

表 ）

聯絡電話或電郵＿＿＿＿＿＿＿＿＿＿＿＿＿

茲訂購 7/11/2015 校慶聯歡聚餐席劵（
）位。
共銀 HK$250.00 x （
）位＝HK$____________

「如人數超逾，請自行複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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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與後頁所列理監事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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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事由：為公告（2015/2018）年度會長及理監事選舉結果事
敬啟者：
本會（2015/2018）年度會長及理監事選舉投票事，已於 2015 年 8 月 20 日截止。並於
2015 年 8 月 31 日由本會理事長黃玉如召集會長楊秉權、理事李文強、俞美莉、陸嗣偉、黃顯邦
、袁惠忠、程汝國、李順瑤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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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8）年度理監事共２４名，入選名單及得票數目。茲公告如下：
（1342
剛）楊秉權 88 票
（1291
毅）俞美莉 80 票
（1257
仁）陸嗣偉 68 票
（1305 夜勤）梁美玲 49 票
（1629 夜廉）李順瑤 42 票
（1581
建）梁世恆 35 票
（1358
華）楊國興 27 票
（1920
誠）黃顯邦 24 票

（1589 夜華）黃玉如 84 票
（1247
明）何定樑 74 票
（1124
信）謝志芳 67 票
（1180 夜誠）陳仕鈴 48 票
（1598
毅）陳錦棠 41 票
（1320
義）雷健仁 32 票
（1472
華）梁紹深 26 票
（1504
義）陳建國 23 票

（1654 夜毅）李文強 84 票
（1100
教）鄧祖鵬 73 票
（1391
毅）蘇鳳儀 62 票
（1298
自）梁榮光 43 票
（1277 英善）譚錦清 38 票
（1664 夜毅）袁惠忠 28 票
（1098
善）張再華 24 票
（1329
莊）黃紹光 15 票

附註：（一）其他入選名單（1087
德） 黃興邦 38 票、（1125 教） 馬拔飛 31 票、
（1115
博） 黃文莊 29 票、（1749 誠） 鄭宇碩 29 票、
（1606
義） 甘琨禮 27 票、（1417 華） 梅小青 27 票、
（1514 夜華） 莫耀強 27 票、（1926 教） 張維明 24 票、
（1292
毅） 賴家寶 20 票等九位校友。
經諮詢後因年長或居外或私務繁忙關係，未睱出任理事職，感謝支持，懇辭。
（二）是次選舉共寄出選票（包括居海外會員校友）共 734 票(100%)，收回選票
117 票，廢票 3 票(一票空白票、二票超額剔選)，投票率(15.9%)。
(三) 上期會訊通告及選票誤值年度，應為「（2015/2018）年度會長及理監事選舉」，
手民之誤，合此更正，謹此致歉。
此致
全體會員校友 台啟
香港德明校友會（2012/2015）會 長：楊秉權
理事長：黃玉如
監事長：鄧祖鵬
秘 書：俞美莉
敬啟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日

我們對各位熱心投票支持選舉的會員校友，謹以至誠的感謝！來屆
更新添三位校友加入理事會，秉承薪火相傳的理念，我們在此承諾定必
竭盡所能，服務校友，發揚《德明精神》。祈盼全體校友繼續踴躍支持
校友會，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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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本會（2015-2018）年度會長及理監事選舉已於月前經會員校友投票選出。已於
年 9 月 16 日召開第十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邀請新任理事列席，經出席理事互
選出各部職位（名單請參閱下列）。各理監事將於 2015 年 11 月 7 日在「校慶聯歡晚
宴」上、恭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先生主持監誓就職。校友如有任何
會務查詢或建議請與各理監事聯絡，多謝支持！

香港德明校友會(2015/2018)理監事芳名
【理

事

【監

會】

事

會】

永遠榮譽會長：黃文莊（博）
監事長：鄧祖鵬（ 教）
會
長：楊秉權（ 剛）
評 議：何定樑（ 明）
理 事 長：黃玉如（夜華）
審 查：陳仕鈴（夜誠）
副理事長：
稽 核：袁惠忠（夜毅）
（內務）：李文強（夜毅）
監 事：陳建國（ 義）
（外務）：陳錦棠（ 毅）
秘
書：俞美莉（ 毅）
財
務：梁榮光（ 自）
會訊編輯小組
學
術：陸嗣偉（ 仁） 蘇鳳儀（ 毅）
會
籍：梁紹深（ 華） 譚錦清（英善） 主 編：陸嗣偉（兼）
文
書：梁美玲（夜勤） 楊國興（ 華） 編 委：蘇鳳儀（兼）
樂：黃顯邦（ 誠） 黃紹光（ 莊）
梁美玲（兼）
康
總
務：李順瑤（夜廉） 張再華（ 善）
李順瑤（兼）
誼：梁世恆（ 建） 謝志芳（ 信）
楊國興（兼）
聯
公
關：雷健仁（ 義）
袁惠忠（兼）
李文強（兼）

※ 預訂餐券請聯絡我們 ※
楊秉權 (8106 0574)
俞美莉 (9751 6150)
梁紹深 (9259 4186)
黃顯邦 (9036 4378)
梁世恆 (6920 2668)
陳建國 (9181 7161)

黃玉如 (9038 9628)
梁榮光 (6103 5183)
譚錦清 (9832 9220)
楊國興 (9164 3795)
程汝國 (9086 0560)
陳仕鈴 (9080 9074)
張再華 (9499 3047)

陳錦棠 (9727 0417)
陸嗣偉 (9209 3801)
梁美玲 (9809 5268)
李順瑤 (9079 1699)
鄧祖鵬 (6134 9779)
陳麟芳 (2365 4140)
黃紹光 (9483 3784)

李文強 (9707 5380)
蘇鳳儀 (9195 1833)
袁惠忠 (9376 2270)
謝志芳 (6097 6447)
何定樑 (9209 5468)
雷健仁 (9034 6015)

※ 歡迎您們加入德明大家庭 ※

會員編號 社別 姓 名 會員編號 社別 姓 名 會員編號 社別 姓 名 會員編號 社別 姓 名
2050 義 王永樑

2051

毅 何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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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 凱 溫清勝

2053 凱 張挺渠

先嚴陳公魯慎府君，原名耀堃，字魯慎。民國元年
（一九一二年，歲次壬子）出生於廣州，時為十月十日。少
耽文藝，兄弟四人，他排第二，五歲喪父，四弟尚遺腹。母
李氏，劬勞鞠育，家計日窘，以苦學生畢業於廣州市立一中
。幸獲孀守二姑母陳淑媛之栽培，先後就讀於上海真茹國立
暨南大學文學院中文系。及後再獲資助東渡日本畢業於東京
日本大學法學院為法學士。方在東京考獲庚子賠款之鐵道專
修學校，作進一部之深造，乃值蘆溝橋國難開始，激於國家
民族大義，毅然束裝返國。
抗戰開始不久，廣州即淪陷敵，他先在羅定任中學教席
，後赴戰時省會曲江，參與宣傳，組訓青年等工作，並與留
日同學張佩常女士在澳門結婚。旋一同赴四川重慶，參加中
央訓練團留日學生訓練班。並加入中國國民黨，時為民國廿
九年秋，故迄今之黨齡高達七十五年矣。抗戰期間歷任省幹青年團之公職，為抗日戰爭盡一己之
力。抗戰勝利，復員返廣州專任廣州荔枝灣之廣東國民大學文學院中文系教席。其後移居澳門後
轉香港先後就任廣大書院、能仁書院、德明中學、德明書院、聯合書院、聖璐琦英文書院、珠海
大學等大專院校之中文系教席，長達三十年，菽水承歡，家人生計，胥賴於此。
比退休年屆，於一九七五年七月移民多倫多。於一九八Ｏ年秋在多倫多與多位熱心文化工作
人士創辦「中加文化交流協會」。迄今已達三十餘年。點滴服務僑社，歷任理事長、董事會主席
、會長、永遠名譽會長等義工外，兼講授系列古典文學講座。包括唐詩、宋詞、漢魏晉詩，六朝
駢體文等亦達二十多年。
在二ＯＯ五年於中加會成立「陳魯慎文教基金會」，每年秋季獎助華裔青年大學生入學獎學
金，每年五名，每名五百元，款由家屬及親友私人贊助，自創辦迄今已達第十屆。
曾獲獎項如下：
一．國民政府勝利勛章一座
二．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華夏勛章一座
三．安省卅年義工獎章一枚
四．安省傑出人士獎座一個
五．安省耆老傑出成就獎座一個
六．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三等華光獎章及獎狀
七．馬英九總統『福壽康寧』賀百齡賀軸一幅
八．吳英毅委員長『南山嵩壽』賀百齡賀軸一幅
曾出版以下著作：
一．《美加釆風錄》（民國六十年版）
二．《行恕樓詩文集》（民國八十三年版）
三．《國學蠡言》（民國八十八年版）
四．《行恕樓詩文集──續篇》（民國九十九年版）
五．《行恕樓詩文集──期頤篇》（民國一Ｏ一年版）
陳公計有三男二女，三媳一婿，男女內外孫九人，孫婿四人，孫媳二人，及曾孫五人，合共二十
九人，皆業有專精，學有所長，今日或已退休，或服務社會，或勤求學業，均和睦、健康、進步。
陳公於二Ｏ一五年七月十一日駕鶴歸西，享壽一百零六，子孫有成，堪稱福壽雙全。
（陳宅家人稟報）
陳宅家人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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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賢師陳魯慎教授

子遙（凱社）岑桐

臨江仙

芸窗殘簡亂飛蓬

榮身耀祖此心同

二零一五年七月 陳魯慎教授仙遊前遺稿

笑說期頤一老者 瀕年醫廨追蹤
前賢垂訓在 出語必由衷
回首利韁名鎖處 貞人奮戰如虹
厚生多種福 積善漸成龍

左列臨江仙詞，乃吾師陳魯慎教授於加拿大密市祈德醫院彌留
時之最後遺作，細看詞中文字，遣辭雋永，文筆絢麗，臨終前仍不
忘勸人行善種福，盡顯學者仁德之風。
猶憶本年七月初，仍接陳師惠柬及轉贈左永強先生《楓華雜粹
詩文集》，豈知尚未覆謝，數日後卻自學長們傳來師已駕鶴仙遊之
訃聞。雖師已過期頤，享壽一百零六歲且安然而去，然每念昔日諄
諄教誨，心中難免慽然。
筆者自幼得德明師長之培育，銘感殊深。然自中學及大專畢業
後，一生營營役役，少向師長們問安實有違學子之道。於二零零一
年赴溫哥華，從謝秉鈞主任口中才得悉陳師當時在多倫多，由於陳
師對古典文學博大精深，故鼓勵筆者與之聯絡以便於沾領教益。後
得學長之助獲取陳師當時居址，即開始鴻雁相通，也自此對筆者在
文學上裨益甚大。惜因地隔南北，尚難拜望我師。直至二零一零年
，筆者參與多倫多德明校友會舉辦全球校友聯歡，才得於席上再與
我師重逢，然相隔已四十七年矣。後由於筆者當時為悉尼詩詞協會
常務副會長，偶而要主講詩詞及文學課程，為搜羅資料，故經常向
陳師請益取經。自此書信來往更頻繁，而對筆者在文學上之研習實
有莫大進益。
綜觀陳師之一生，盡表現出大儒風範。其為人也溫柔敦厚，卓
犖大度。從不道人之短為其美德。而命其樓名為《行恕》，則以勉
己勵人。正如其著作《行恕樓詩文續篇》中嘗云：“余賦性謙和，
對人尊敬，生平鮮疾言厲色，本敬人者人恒敬之之信念”。此固儒
家之精神，亦為人處世之道也。又文中曾述及“一生從未服官，僅
執教數十年，喜得學子愛護與尊敬如恒，師道尚存，私心輒喜”其
實當其自日本學成歸國時，曾得當時主政粵省府之李伯豪將軍頗多
獎掖，要得一官半職，當非難事，然竟棄之。而一生寧與其夫人張
佩常師母過著清淡之振鐸生涯此亦標顯其高風亮節之操也。
由於陳師為人一生正直勤奮與忠精，以此身教，是故其子孫盡
皆事親至孝，學業有成。縱使陳師後期行動不便，其子孫仍經常相
陪往主持文學講座。至於其子孫成就亦輝煌燦爛，內外孫蕃衍甚眾
。有關其子女成就可從下列見之；

長子建智──卒業於美國加州巴克萊大學機械系，先後再獲兩名碩
士學位。
次子建信──卒業於台灣大學機械工程，並考取加拿大工程師執照。
三子建仁──卒業於台灣大學獸醫系。
長女建新──卒業於香港大學地理系及多倫多大學教育系。為逸仙
中文學校校長以傳揚中國文化。
次女建德──卒業於渥太華大學電機系並獲碩士學位。
回顧前塵，縱使往事如煙，然師之音容恒在。從谷歌網絡中，只要按上陳魯慎教授五字，隨時
可重看吾師講授唐宋詩詞文學之風采。有關師之仙遊，筆者雖處南洲，千里相隔未能相送，然自友
人口中得悉，當日靈堂滿置各方好友之祭文及德明與珠海各社校友致送之花牌。如非文章與道德俱
崇，曷能臻此？故師之一生，誠亦生榮死哀之事也。

後列是筆者個人收集各界對吾師追悼之詩詞恭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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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江仙

日

次韻陳魯慎賢師遺作凱社學生岑桐恭和

擁筆升華再起程 芙蓉城遠去傳經 邁超壽域松椿比 緘對朋儔月旦評

悼陳魯慎教授

究典窮經研國學 才華氣動天虹 襟懷曠達哲賢同 行文隨興起 下筆盡雕龍

百載中華多劫難 天涯遍歷師蹤 縱居頻轉若飄蓬 一生持正道 從不變初衷

七

春水悠悠懷化雨 秋風颯颯聽罡聲 每披行恕樓文讀 眼燭心燈輒自明

而今兩位賢師頤年乘鶴西去
本會理監事仝人
謹致以最祟高的懷念敬意

凱社岑桐敬輓

6

關懷備至

訓勉有嘉

日

多倫多晚晴詩社執事 袁英齊敬輓

五

德明碧社 羅達權敬輓

日

退休後仍念念不忘對校友會及同學們

十

清平樂 念師恩

五

作育英才

月

十

楓城雅韻 偏是黃昏近 含笑三春籬竹藎 鶴弔天邊長恨

十

春風化雨

七

德明碧社 羅達權敬輓

月

諄諄教誨

年

月

閒吟我獨徘徊 誰憐心字成灰 從此清風明月 推敲難再相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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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陣急風吹落葉 守望屏前 報候聞垂泣 捧讀瑤章才半月 蠅頭小字如常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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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道孤鴻容易輟 誰料朱顏 不共驚天劫 網紙寄書和淚摺 人間那不傷心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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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惋惜
賢師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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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悼陳師魯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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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魯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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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天色原清徹 匝地驚聞一旱雷 鶴馭竟迎師遠去 德音猶自夢中來

二

馮乃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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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遺樗散諄諄誨 得與良材列列栽 可奈哲人今已萎 徒歌木壞與山頹
凱社學生岑桐敬輓

接連痛失兩位賢師

二

憶 良 師

之一

（毅社） 譚蔭棠

陳魯慎老師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去世。我初入德明時，陳老師係教務主任，兼教高中三國
文，到我升上高中後，陳老師已轉教大專書院，故我一直無緣受教益於老師。我重遇老師是他在多
倫多創立《中華文化復興會》，後改《中加文化交流協會》，並定期舉行國學講座，我曾是座中聽
講學生。後來，謝秉鈞主任要求我在多倫多組織《加東德明校友會》，為草擬章程，多次討教於老
師。退休後，往來增多，我覺得與老師閒談，實在是一種樂趣。他博學多才，頭腦清醒，思維敏捷
，對各事各物，都興趣濃厚。知道我在台大主修氣象，和我討論天氣預報的困難及環保的重要。我
在核電站工作，問我核能發電的原理及輻射的危險。我展示我所藏中國歷代古錢，他提出從古錢可
以看中國朝代的興衰。他鼓勵我出書，並先贈我一序。他知道我和陳建仁同屆，對我特別親切和信
任，九十六歲前還放心讓我帶他外出飮茶。他喜愛飮鐵觀音茶，及品嚐各類點心。他胸懷廣濶，處
事按步就班。那次不小心滑倒，引致行動不便，需要扶持。對我說康復不用心急，慢慢來，要有恆
心做運動，一定可以回復正常。結果，真的可重新行走，出乎我們各人及頣康意料之外。老師對人
生也看得開，曾對我説老人住在安老院，只有一個目的，安享晚年。所以，所有老人應該安份守己
，循序漸進。可是有些才七十，八十歲老人竟然打尖爬頭，爭歸道山，何苦！老師主要是心臟衰竭
及肺積水，在全無病痛中很安詳地與世長辭，享年一百零五，確是福夀皆全。老師在僑界及文化界
均德高望重，治喪由兩界人士組成，場面嚴肅隆重。

憶 良 師

之二

（仁社） 陸嗣偉

記得第一次聽到陳魯慎老師的名字始於 2008 年初，那年校友會剛換屆，
《德明會訊》改為彩色
版並增加篇幅，遠在加拿大多倫多的陳魯慎老師收到後，來信編輯小組大表讚揚。當時我並不認識
陳老師是何許人也，後從一些學長口中得知，陳魯慎又名陳耀堃，曾任教德明中學，其夫人張佩常
亦同校任教。至此，依稀記得有這麼一位老師，不過印象模糊，但其夫人張佩常則曾教授本人歷史
科。陳老師曾任教多所大學國文系，在加國又創立「中加文化交流協會」
，德高望重，地位尊崇，
但來信都非常客氣，開端以主編及編委稱呼，書末以百歲老人陳魯慎敬上為結，如此對待晚輩，我
們實在受寵若驚，這反映了老師君子之風，不管對方輩份高低，總以平輩論交，待之以禮。他老人
家每次來信都會對校友會理監事多加勉勵，又提供多方意見，為的是加強校友會運作，以壯大組織
，足見他對「德明精神」的傳承期望殷切！老師是一代文豪，據說他每天都在閱讀報章、書籍及寫
作，所以世界各地發生事情都瞭如指掌，對於各種戰禍、天災、人命傷亡事故尤其感觸，憫死傷生
之情往往化為詩文以紀之，多年以來，會訊刊登不少他的大作。老師才識一向為世公認，不言而喻
。但最令本人折服的是他以百歲高齡能寫出蠅頭小字，洋洋千言，殊不簡單，實在使人欽佩。余生
也晚，未能受教於老師，遭雲山阻隔，甚至素未謀面，本欲明年（2016）芝加哥《第八屆全球校友
聯誼大會》之後，到多倫多謁見他老人家，奈何老師遽然而逝，始終緣慳一面，誠我人生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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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軍活
動，是透過
富挑戰性和
有進度性的
訓練和活動
，促進青少
年德、智、
體、群、美
五育的發展
。本旅多年來都是循著上述的綱領而
去訓練各童軍成員。
德明童軍在各領袖用心的帶領及
教導下，歷年參加各童軍技能比賽，
屢獲殊榮。尤以今年度(2015)，本旅深資童軍團、童軍團、
幼童軍團及小童軍團，四個支部全部均獲取獎項，勇創佳績。
現把奪取的獎項詳列如下：
※ 旺角區最佳服務旅團銀獎
※ 深資童軍團
深資童軍團：
：
旺角區深資及樂行童軍支部技能比賽亞軍
成員：方家傑，彭思穎，黃璟豐
※ 童 軍 團：
（一）旺角區童軍支部技能比賽
A 隊：區寶琦 羅曉峯 黃璟雯 劉俊康
獎項：1. 原野烹飪單項冠軍
2. 團體季軍
B 隊：侯清朗 文顥霖 龔偉綸 龔偉男
獎項：1. 團隊遊戲單項冠軍
2. 團體冠軍
（二）傑出旅團獎勵計劃銀獎
※ 幼 童 軍 團：
傑出旅團獎勵計劃銅獎
※ 小 童 軍 團：
（一）旺角區小童軍公園定向比賽團體優異獎
成員：賀柏謙 李明睿 連正 梁希曼
個人亞軍～賀柏謙
（二）傑出旅團獎勵計劃銅獎

（旅長：譚錦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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