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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與各社校友聯繫，貫徹薪火相傳精神。本

會藉著第二次理監事例會及猴年春節團拜邀請各社校

友代表出席，就校友會會務工作作出簡介及聽取意見 

。是晚宴開三席，出席校友計有張自立（碧）、林慶

洪（光）、陳麟芳（夜凱）、林顯強（夜仁）、吳祟

鉶（義）、蘇少冰（夜義）、黃展鵬（誠）、石元坤

（夜信）、陳展庭（興）、陳鳳釵（夜興）、郭沐彬

（夜建）、葉筠儀（夜莊）、張慧貞（強）等共十三

位。由於部份獲邀者未暇出席及聯絡不上，當然離我們目標尚遠，我們定必努力以赴，繼續在各屆校

友中眾裡尋他。在此，本會至誠期待校友們能毛遂自薦，或每社推薦校友參與，秉承「一日德明員生 

，終身德明校友」之宗旨，以祈能完成校友們一個網絡，互相維繫，繼往開來。謝謝各位校友！ 

 

※ 又本會為酬謝謝兆邦校友多年來贊助校友會活動，送贈「京都念慈菴枇杷膏」予校友們，適逢其

辦事處喬遷之喜，本會特由陸嗣偉理事題字「鴻業永昌」卷軸，以誌祝賀。               全體理監事在春節團拜晚宴上與部份社代表 
 

 

 

本會楊秉權會長月前 

到訪台灣，獲 總統 

馬英九接見，而秘書 

俞美莉於 2008 年訪台 

時亦獲 馬總統接見 

，同與總統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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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八屆聯誼大會 - (2016) 美國芝加哥 Chicago IL 

邀請函   INVITATION 各位親愛的德明師生校友，我們誠摯地邀請你參加 2016年9月24日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之德明院校全 球校友第八屆（2016）聯誼大會，藉 由每兩年一次的世界德明校友聚會，異鄉重逢，我們共同珍惜彼此 的過去，祝福未來，繼續發揚德明精神。 專此函達   敬頌  鈞安  美中區德明校友會 暨 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八屆聯誼大會籌委會敬啓 
2016年1月25日 

 【【【【大會聯誼活動大會聯誼活動大會聯誼活動大會聯誼活動 】】】】：：：： 

# 9月23日 入住酒店, 自由活動逛酒店附近有名的密芝根大道選吃芝加哥美食  

# 9月24日 入住酒店, 自由活動, 下午聯誼會正式開始，來自世界各地校友一同出席晚宴  

# 9月25日 美麗芝加哥一日遊, 早晨由酒店出發, 晚上各社自由安排聚餐  

# 9月26日－10月2日 美國中南部風光七天遊 - 乘坐豪華巴士出發  

# 10月3日 第八屆(2016)聯誼大會全程十天結束，各自回歸.  
 【參加費用參加費用參加費用參加費用】： （一）聯誼會正式晚宴： 時間：2016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六）四時恭候，六時入席。 地點：芝加哥中國城，南華埠富麗華海鮮大酒樓 聯誼會晚宴：每位US$60.00 （二）芝加哥一日遊包湖及河遊船：每位US$75.00 。 （三）中南部新奧爾良七天旅遊：每位US$880.00 全包連八個景點入場費，二人一房,膳食除外。 如三人或四人同房，價錢每人減 US$100.00。 ※酒店：Congress Plaza Hotel，大會有預留房間，每晚價錢 US$159.00+Tax 校友可自行循酒店為本會特設的 專線網上預訂留房。 

 【酒店資訊酒店資訊酒店資訊酒店資訊】： 為方便接送，大會提供以下酒店為校友住宿，位於芝加哥市中心，著名的湖濱公園及密芝根大道隣近 芝加哥 O~Hare機場可乘輕鐵 (CTA) (藍線 Blue Line-20 stops) 在 La Salle Station 步行8分鐘可直達酒店。 

Midway 機場可乘輕鐵 (CTA) (橙線 Orange Line-向 Loop方向，7 stops轉紅線 Red-Line-向Haward方向， 

1 stop) 。在 Harrison Station 步行6分鐘可直達酒店。 住宿日期是 9月23，24及25中任何日子，校友可直接上酒店為本會特設之專線網址訂房。(下列 )  

# Congress Plaza Hotel  地址：520 S Michigan Ave, Chicago, IL 60605 Website：congressplazahotel.com  本會已與酒店定有合約房間，價錢 USD159.00 +Tax  

Here’s a link for the attendees to book online at Congress Plaza Hotel:  
https://reservations.ihotelier.com/crs/g_reservation.cfm?groupID=1567578&hotelID=5054  

 

10月2日旅遊回來後會安排大家自費入住機塲附近酒店一晚，方便大家次日乘搭飛機回家，機場附近有 新落成 的 Outlets 商塲，可供校友回程後或次日離芝前前往購物及餐食，機場及酒店巴士免費接送。 

# Raddison Inn–Airport，價錢 US$110.00 /每間房，包稅包早餐。 校友亦可自由離隊或選擇入住去程前之 Congress Plaza Hotel，但要事先自行留位.  
 【旅遊資訉旅遊資訉旅遊資訉旅遊資訉 】： 

1.9月25日 芝加哥城市一日遊，暢遊美麗的風城，芝加哥大學，包船票遊密芝根湖及內河。觀賞兩旁之各種 
 

美 中 區 德 明 校 友 會  
TAK MING ALUMNI ASSOCIATION MIDTAK MING ALUMNI ASSOCIATION MIDTAK MING ALUMNI ASSOCIATION MIDTAK MING ALUMNI ASSOCIATION MID----USA USA US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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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格獨具的每座建築物 由專業導遊講解介紹。 
 

2. 9月26日－10月2日 美國中南部風光七天遊，乘坐豪華巴士出發：－ 第一天：酒店出發往春田市－林肯故鄉、聖路易士－世界最高紀念碑－西進運動大拱門、密西西比河、百 威啤酒廠 （Spring field City; St. Louis; gateway Arch: Budweiser Beer factory） 第二天：孟菲斯－參觀貓王皮禮士利故居，瞭解這一位搖滾之王傳奇人物生前事蹟和 介紹其不凡一生的電 影（Memphis - Elves Presley Mansion ; Graceland）。 第三天：橡樹莊園－美國的南方大宅；新奧爾良－JAZZ樂的發源地。（Oak Alley Plantation; New Orleans） 第四天：新奧爾良－查塔努加，乘坐遊船暢遊密西西比河。（New Orleans Boat tour; Chattanooga, TＮ） 第五天：紅寶石瀑布；石頭城園；攀岩列車；步行于奇岩怪石之間。登臨山頂，觀望七州 。 （Ruby Fall; Rock City; Incline Railway;） 第六天：迷失之海；大霧山國家公園；大型民俗馬術歌舞表演並可同時享用豐盛晚餐。 （Lost Sea; Gatlinburg Tramway; & Dixie Stampede Dinner Show） 第七天：往戴頓市參觀全世界最大空軍博物館，其中有各式新舊戰鬥機，展示出美國空軍演變 過程，黃昏 時返抵芝加哥，自費入住機場附近酒店一晚，機場附近有新落成的 Outlets 商塲，可供校友回程 後往購物及晚餐，機場及酒店巴士免費接送。 

# Raddison Inn–Airport，價錢 US$110.00 /每間房，包稅包早餐，校友亦可自由離隊或選擇入住去程 前之 Congress Plaza Hotel，但要事先自行留位。 

3. 10月3日：第八屆聯誼大會十日活動完滿結束，2018第九屆再見。 
 ※※※※ 活動報名方法活動報名方法活動報名方法活動報名方法 Event Registration ( 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報名截止日期: 六六六六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月三十日，，，，因因因因場場場場地地地地所所所所限限限限，，，，額額額額滿滿滿滿即即即即止止止止，，，，請請請請先先先先查查查查詢詢詢詢。。。。 ) ※※※※ 

1. 團體報名團體報名團體報名團體報名：：：：請你向你原住地之德明校友會報名，由貴會作出團體報名。 

A. 請各地校友會填好團體報名表，提供參加者姓名，社級，參加之活動。並代收集總費用，寄交或電滙本會。 

B. 如鄰近校友會有陸路包團跟隨本會行程者，也請提供參加者姓名，社級，並代收集餐費，寄交或電滙本會。 
 

2. 個人及家庭朋友成員報名個人及家庭朋友成員報名個人及家庭朋友成員報名個人及家庭朋友成員報名：：：： 

A. 利用報名表連同費用寄交本會 或你原住地之德明校友會。 

B. 網上報名：－ 
 第1步：填妥下列在線報名表格後按下 ( submit ). Fill out the on-Line form. 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八屆（2016）聯誼大會，網上報名專線網站：http://goo.gl/forms/mtVtJBVXP1  第2步：檢查你的電郵收件信箱中的大會即時傳入之電子確認信。Check your e-mail inbox for confirmation  

e-mail。 第3步：按照確認電子郵件的支付費用指令 Follow the payment instruction in the confirmation e-mail 第4步：付款被確認後，你將收到有関登記完成的另一封電郵 

Once the payment is cleared, you will receive another e-mail about registration completion. 最後，你已完 成登記， 準備出席。 
 【捐款贊助捐款贊助捐款贊助捐款贊助 Sponsorship / Donations 】 本會的基本活動收費都是由酒樓及旅行社定下之實價，大會的其他經費開支尚待集資完成，如蒙厚愛。有意 捐助是次活動，多少無拘。請將捐款數目填寫上報名表，交來本會便妥，本會收到後會寄上收據，並保証將 你的捐款悉數用作大會的經費。 
 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 Committee及工作人員的聯絡電話及工作人員的聯絡電話及工作人員的聯絡電話及工作人員的聯絡電話：：：： 主委：周君鐸 (仁社) e-mail： simonchow@forebright.com Tel: (708) 737 8452  總協調：陳海韶 (仁社) Tel: (630) 506 1195  財務組召集人：周耀權 (誠社); e-mail：chowyukon@gmail.com  財務核數顧問：麥延益 (毅社): e-mail：tyymark@gmail.com  會刊組召集人：任善寧 (仁社): e-mail：yum10001@yahoo.com Tel: (630) 917 7715  周耀權 (誠社)：e-mail：chowyukon@gmail.com  報名組：任善寧；周君鐸；周耀權；黃保養。 旅遊車隊接待組召集人：李宇明 (廉社)： e-mail：mrymleeusa@gmail.com Tel: (815) 505 7251  林樹球 (仁社)：Tel: (312) 543 3640  聯誼餐會總務召集人：黃保養 (誠社)： e-mail：poyeungwong@yahoo.com  籌劃及接待等工作人員：陳樹森；梅英秀(忠社)；梅素影(誠社)；阮仕球及阮太周柳仲(仁社).，譚婉貞(義社)  

－－─－－歡歡歡歡迎迎迎迎您您您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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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呼萬喚始出來的「台灣德明校友會」籌備已近尾聲，月前已獲台灣內政部發出准許證書，在台 

校友們正密鑼緊鼓籌組中，有可能於八月中成立，本會為響應該會成立，擬組團前往祝賀及旅 

，視乎台方校友會提供有關組會計劃進展，方能成行。如確定計劃本會定必儘快通知各位校友， 

以祈得賞所願，歡聚一堂！  
             2061  黃文海（剛）  2062  饒麗金（義） 2063   張志雄 （夜信） 

2064  林鎮泉（夜信） 2065  何汝強（夜信） 

                                                ※ 由於資訊傳達延誤，未能於上期會訊列出各位名單，深至歉意！會籍組

已即時將各位會員證及入會收據寄出。請諒！ 

 

           

  特別通告 
 

 

 

 

 

 

 

 

                              強社校友於 2016 年 2 月 27 日在 

                              酒家團拜，並邀請黃陞光老師出 

                              席．真的德明學生──尊師重道 
 

                                 ＃ ＃ ＃ ＃ ＃  

 

                                   凱社五十周年，闊別

五十年的謝海平，風

釆依然。初中一時我

和他一同加入銀樂隊 

。高中一時有一半隊

員因一些誤會而退隊 

，殊感可惜。高二母

校遷到舊導群中學，

銀樂隊光輝時代無以 

為繼，高中三時參加校際音樂節只 

得第三．凱社中一至高一在亞皆老 

街校舍上課，亦是德明最光輝時代 

，學生老師對母校亦團結一致。銀 

樂隊、口琴隊一時無兩，威震學界 

。我記得下午三時放學後就到天台 

練習室練習，凱社謝海平、廖國宣 

、林明康、梁煥賜、邱冠煌、周沃

彬．．．等等都是隊員其他凱社同

學就記不起。另有各屆別同學多為

忠社、勇社、剛社和毅社。我在這

裡 認識很多同學，是一個跨界別社

交平台。 

※相中如有認識者請提供，謝謝！ 

                            本圖文由凱社陳有轉載梁友聯校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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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會網頁不幸被病毒入侵，致未能開啟，現正搶修解毒中，約需時個

多月，不便之處，祈請見諒！如須知悉本會訊息，請登上其他友會或德明

童軍網頁瀏覽，網址請參閱封面。謝謝！ 

德明加東校友會聚餐，部份出席凱社校友 
馮奇 



 

 

 

 

 

 

 

 

 

   （義社 雷健仁） 

   一如去年，繼全校週年聚餐後，同儕意猶未盡，除了籌辦義社聚餐，今年更舉辦了杭州之旅。 

聚餐聚餐聚餐聚餐 

義社聚餐席設中環嶺南會所，當晚承蒙何定樑老師、黃玉如理

事長、李文強副理事長應邀出席，席間氣氛熱烈，海內外同儕

歡聚一堂，踴躍發言，話兒時，憶舊事，無限溫馨！ 

 

杭州之旅杭州之旅杭州之旅杭州之旅 

杭州之旅已完滿結束，此行除杭州之外，

主要遊覽是紹興、金華、奉化。旅程由黃

偉豪同學一手策劃，所到之處均充滿詩情

畫意，並具歷史典故，例如魯迅故居、魯

迅書室、蘭亭、蔣氏故居、諸葛八卦村等 

，非一般旅程可比。  
蘭亭是東晉著名書法家王羲之的寄居處，正是「有

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

右。」現今的蘭亭風景區屬國家４Ａ級的風景區，

區內園林優美，是懷古尋幽的好去處。 

 

魯迅先

生生前

所居住

的地方

現已成為重要的人文博物館，屋子都是一般「為官」的格

式，房子內陳展的傢俱頗殘舊，有些由政府補上，有些在

民間尋回，但不知真實性有多少。  
行程中也參觀了蔣氏故居，蔣氏故居是蔣介石先生前 

後幾輩的故居，如今被列為５Ａ級旅遊景點，蔣氏 

小洋房是西式兩層樓房，是蔣經國先生的居所。 

諸諸諸諸諸是諸葛亮後裔的聚居地，建築格局依「八陣

圖」排列，村落是櫛次鱗比的古建築群，保存了大量明清古民 

居，是國內著名的古文化村落。 

此行獲益良多，大開眼界，真正體驗「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的真締！謝謝各位，金金金金！ ※編者按：本文原在上期會訊刊出，由於有急件稿擠，須臨時抽起，事非得已。謹向作者及校友致歉！請諒！ 

何定樑老師、黃玉如理事長、李文強副理事長 與黃偉豪、吳崇鉶、雷健仁同學切餅共慶歡聚 
西 溪 濕 地 大 合 照 

 

鑑 湖 倒 影 

魯 迅 三 味 書 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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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社） 黃偉豪 

 

在百花盛放的季節，香港德明校友會的年度春遊在四月八至十日順利完成。參加是次春遊的歷屆

校友和家屬近九十人，盛況空前！ 

平心而論，這次行程，無論在景點，行程

安排和膳食去評價，均無驚喜！可是，參加的

同學還是興緻勃勃，絲毫不受影響，箇中原因  

，從一位參加者的回應，道出了全體團友的心

聲：「我們歷屆德明校友，能有緣在旅遊中相

聚，閒話家常，已經非常感恩！我們出外旅遊 

，或在香港同行家樂徑，效果都是一樣的！」  

聊聊數語，充份反映了「一日德明同學，

一世德明校友」的精神！ 

是次旅程，如常乘兩部旅遊巴從香港出發，取道

深圳灣口岸，從南而北越過廣東省，途經粵北客家名

鎮「河源市」，進入江西「龍南」，然後到達江西省

「贛州市」，途中首天暢遊的景點包括了龍南的「關

西新園」，參觀典型的四角客家土樓。第二天，在煙

雨濛濛的天氣下，按行程到了國家 4A 景區「通天岩

石窟」，遊覽了「武隆客家風情園」，路經號稱歌德

式風格的建築「和

諧鐘塔」，登上

了「宋代古城

牆」，和走過贛

州著名的「東津

浮橋」等。 第

三天，在花了一

整天車程回香港

前，團友們在贛

州「特產一條街」盡情購得不少當地的土特產，而

校友會在黃玉如理事長和李文強副理事長親力親為

帶領全部行程之餘，還代表校友會向全體參加團友

各人送贈贛州著名的「淮山米粉」，眾人盡興之餘，更感皆大歡喜。 

由於參加江西行的德明校友和家屬近九十人之眾，所以全程用了二輛大型旅遊巴士，分成 A 車和

B車兩組，我和義社的同學們被編在 A 車，其他在 A 車的校友可說是老中青校友並存，當中更有七十

年代中期畢業的現屆新任理事黃紹光學弟在內。在首尾兩天香港和贛州間漫長的長途車程中，由於得

到黃學弟活潑生動的帶領下，使車內氣氛充滿溫馨和愉快，笑聲不絕，本來是六七小時的沉悶車程，

變成了校友們的集體回憶，大家對母校的培育表示感恩，在發言的過程中，更有從感恩而至激動的場

景，各人緬懷當年的心境，溢於言表。當然，除懷舊外，歌唱是少不了的環節，很幸運，在車上有歌

聲如出谷黃鶯的黃翠儀師姐領唱，除了她個人美妙的獻唱外，還帶領了我們唱了不少的懷舊老曲如

「我在您左右」、「高山青」、「綠島小夜曲」、「採紅菱」、「戲鳳」、「扮皇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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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不過，不得不一提的，是我們的老校友「忠哥」袁惠忠

理事，以他精湛的演唱技巧，為我們唱了足本的粵曲「臥薪嘗膽」 

，實在令我們聽出耳油。 

三天的旅程，實在很短。在回程中，各人均表示意猶未盡，對

校友會在未來日子再辦長途或短途旅遊的計劃均引頸以待。為此，

副理事長李文強兄在回程中公佈了校友會八月擬組團赴臺參加「臺

灣德明校友會」的成立慶典，也提醒我們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芝加 

哥的《第八屆德明全球校友聯誼大會》已開始報名的訊息，相信屆 

時德明校友又再有另兩次聚首一堂的機會了。    富裕的客家圍屋有自家的舞台娛樂場                 
 

 

   
義社通告義社通告義社通告義社通告：：：：以 1966 年中五畢業計算，2016 年為義社畢業的金禧年，為此，義社除鼓勵該社同學

踴躍參加 9 月 24 日在芝加哥舉行的《第八屆德明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和 11 月 12 日香港德明校

友會的週年聚餐外，更於 11 月 13 日在香港假座嶺南會所舉辦「全球義社同學週年聚餐」及 11 月

15－19 日「臺灣阿里山、溪頭、日月潭、台北五天遊」義社旅行團。相關詳情，歡迎各義社同學向

雷建仁，吳崇鉶或黃偉豪同學查詢。 

雷健仁 luikinyun@yahoo.com.hk 

吳崇鉶 matesland@yahoo.com.hk  

黃偉豪 whw202@mac.com 

左圖－建於 1939 年的太子樓現為酒家，內裡掛上甚多蔣經國總統的歷史照片，可惜都是影印本。 左下圖－為蔣經國總統任贛南專員時，在「避暑山房」休憩時的娛樂廳。 

是次旅行有六位團友於四月份內生日，東海特意送上生日蛋糕祝賀，巧妙的有一家人媽媽、兒子、媳婦均同月生辰 ，真是滿堂喜慶，祝大家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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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本期特轉載兩位學長之文章，推崇孝道之尊。尤以受教於母校之學子，在故陳樹桓校長所著《孝經》熏陶下，傳承孝道品格之真締，堅守《青年十二守則－－孝順為齊家之本》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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