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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 

國父誕辰 151 週年紀念 暨 

德明院校 2016 年度校慶聯歡晚宴   
日期：2016 年 11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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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席 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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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訂 位 表 ）     

    本人＿＿＿＿＿＿（日／夜  社） 聯絡電話或電郵＿＿＿＿＿＿＿＿＿＿＿＿＿ 

 

茲訂購 12/11/2016 校慶聯歡聚餐席劵（  ）位。   「如人數超逾，請自行複印表格」 
共銀 HK$250.00  x （  ）位＝HK$____________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姓 

 

名 

                        

※ 請與各理監事或 E-mail：hktakmingaa@hotmail.com聯絡 

IF UNDELIVERED, PLEASE RETURN TO 
P.O.BOX No.79891 Mong Kok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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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德明(台灣)校友會成立誌盛    

                                                         （仁社 ）   陸嗣偉 

 

 

 

自五十年代開始，由於種種原因，寶島台灣便是香港德明中

學畢業同學首選升讀大學的地方，六、七十年代最盛，以保送或

參加海外聯招方式進入國立、省立或私立大學，當時每年都有百

數十位同學赴台，畢業後由於兵役問題，男同學多數出國留學或

回港就業，只有少數同學留在台灣發展，大多數以專業人士為主，

如醫生、學者、工程師、律師、教師．．．等，女同學人數更少。

由於不同院校，畢業後散居各地，鮮有聯繫。有見及此，早於 2010

年時前故會長馮光漢已提出「凝聚留臺及澳紐兩股新動力，加強

兩地校友聯繫」。但多年來未有進一步行動，直至 2014 年由於《第

七屆全球聯誼大會》已回歸香港主辦，2016 第八屆由美中校友會

接辦，此時大家都希望第九屆聯誼大會能在台灣舉行，因此催生了要在台灣成立校友會的構思，而台灣

梁次震校友也透過其四弟梁世恆校友向香港校友會打聽成立校友會的辦法。幾位熱心人士包括《香港德

明校友會》的楊秉權會長、黃玉如理事長及梁世恆、陸嗣偉等理事，還有一位重要有心人－－加東蔡旭

生校友，於 2015 年 4 月 18 日從香港

一行五人飛往臺北，在義社溫宗禧校

友安排下，在臺北一餐廳與留台德明

校友們聚會，當晚台灣共 25 位校友

出席，場面熱鬧。此次聚會確定在台

灣籌組校友會意向。此後經過徵求發

起人，推定籌委會人選，經歷數次籌

組會議，準備相關檔案送交教育部、

僑委會等政府部門，經歷一段長時間

審核、等候，終於 2016 年 3 月批文下來同意申請籌組「香港德明(台灣)校友會」案。 

2016 年 8 月 7 日中午，在臺北市寶麗廣場（BELLAVITA）一家米芝蓮三星級法式餐廳舉行成立大

會暨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香港代表團共 20 人一早到達會場，由於會場是高級餐廳，環境幽雅，情

調浪漫，到步的同學坐在酒吧式的長桌上安靜地閒聊。未幾，本地同學陸續到場，氣氛頓時熱鬧起來；

有熱烈擁抱、有握手寒暄、有開懷大笑．．．隨團攝影師義社楊漢棟校友全場遊走拍攝。其後，林百里

校友的到場掀起另一次高潮，因為有《商業週刊》的記者跟隨，他坐下來不久便接受訪問，並與同學們

合照了不少相片。林百里校友很健談，他表示台灣現

政府不懂經濟，民粹主義抬頭，前景不感樂觀。十二

時，會議正式開始。 

由於是次會議紀錄是要呈交內政部存檔文件，故

邀請了僑委會及內政部官員作為觀禮貴賓，而《德明

財經科技大學》也有幾位代表出席，當日出席總人數

約 80 人。首先工作人員派發選票（留台校友專用），

這邊廂按大會議程依次進行會議：籌委主席致詞、貴

賓致詞及籌備工作報告等；選票回收後，在那邊廂則 

往台出席大會的香港校友 

台校友會兩大支柱林百里校友（中）梁次震校友（右） 

成事者－－梁次震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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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第一屆理、監事選舉點票工作，大會進行至尾聲時， 

點票也完成，結果選出理事九人，候補理事二人、監事三人、

候補監事一人，隨即向全體會員宣讀結果（詳見附表）。 

 

 

 

 

 

 

最後，由一位當年是銀樂隊成員的學

長－－凱社的謝海平校友領唱「校歌」，

雄渾的歌聲在餐廳的樑柱間迴盪著，良久

不散，很有回到校園的感覺。 

其後到午宴時間，該米芝蓮三星級 

法式餐廳由名廚侯布雄主理，招牌菜式名

為“澳洲 M9 威靈頓和牛”，利用麪粉及

配料包裹著牛排放入焗爐烤熟，形成表皮

酥脆，肉質香軟的美食，據說是梁次震校

友自掏腰包請客，所費不菲。除此之外尚有

多款配菜也很精緻，隨著這美酒佳餚午宴結

束後，《香港德明(台灣)校友會》成立大會暨

第一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也宣告完成。 

 

 

 

 

 

 

附註：雖然舉行了第一屆理監事會，但要校友會正式確認成立， 

必須在未來 6 個月內，至少完成召開 5 次會議及備齊所需檔案， 

才能向內政部立案。有勞溫宗禧校友及各位理監事同仁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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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德明(台灣)校友會 

第一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會】        【監事會】 

理事長  梁次震（義） 常務監事  劉展棠（仁） 

常務理事 丘子宏（誠）   監事  謝海平（凱） 

常務理事 莫英庭（華）       殷 川（勇） 

理事   蘇 侃（義） 候補監事  楊婉珍（誠） 

杜志良（信）   ＊＊＊＊＊ 

   黃興邦（德） 

   廖漢文（興）  【工作人員】 

   謝傳璋（誠）  法律顧問  丘文聰（華） 

   鄧立亨（毅）  秘書長   溫宗禧（義） 

候補理事 連木春（華）  秘書    梁念遠（善） 

   蘇 敏（善）  會計    吳瑛琦 

獲選理監事合照 

完成任務、立此存照、發揚光大 

本會楊會長，黃理事長率理事向梁次震校友舉杯祝賀 

「義」不容辭，甘琨禮校友跨海支持 

梁世恆理事與名廚佳餚合照

 



 

 

 

 

 

 

 

 

 

 

 

 

《香港德明中學校友會》在臺籌備會已向內政部提出申請立案登記，民國 105 年 8 月 7 日中午在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28 號的（BELLAVITA）寶麗廣場舉行成立餐會，出席的香港德明中學校友包括

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梁次震、籌備會執行秘書溫宗禧等數十人。僑務委員會僑

民處郭大文處長出席見證，《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李萬得，前理事長王正立，榮譽理

事長蘇明正，副理事長劉嘉松等人，以及該校圖書館館長陳維華、主任秘書饒邦安亦連袂出席盛會，

會中選出廣達電腦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梁次震為首任理事長。  

「香港德明中學」創辦人之一為陳濟棠將軍，而《德明 

財經科技大學》（前德明行專）創辦人陳寶馨女士為其女公 

子，兩校頗有淵源，因此皆以  國父誕辰紀念日 11 月 12 日為 

校慶日、校訓同為「篤信好學」校徽、校歌皆相同，基於此 

項淵源與情誼，《香港德明校友會》自民國 104 年開始，連 

續捐贈該校還願獎學金台幣 53,000 元，民國 105 年台幣 

69,936 元；此外，香港德明校友們今年開始準備每年再贊助 

該校台幣 50,000 元，於每學年舉辦品德宣揚短劇及短片的賽 

，以建立《香港德明校友會》和該校的長期合作，未來規劃 

得獎作品於 Youtube 網上公開，希望藉由這項推廣品德的活 

動，能提升該校同學品格、增進校譽。  

《香港德明中學校友會》理事長黃玉如一行 20 人，於 8 

月 7 日來臺慶賀臺灣校友會的成立後，翌日(8 日)早上前往德 

明科大校園參觀。由該校主任秘書饒邦安、學務長柯志堂、 

圖書館館長陳維華、品格教育中心吳柏緯執行秘書等人接待 

，一行人除參觀學校媒計系、財金系專業教室外，伯南紀念 

館是他們必訪之地（香港德明創辦人陳濟棠將軍字伯南）， 

其中一位還拿出 50 年前在伯南紀念館前的老照片前往對照回 

憶，透過陳館長詳細熱忱的解說接待， 

香港德明校友都覺得不虛此行。  

 
 

 

 

 

摘錄自中央日報 

2016-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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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毅 李文強報導） 

德明（明社）學長適值今年畢業 60周年，該社校友特於 7月

21日假座何文田百樂門酒家舉行晚宴聚會。校友會楊秉權會長、

黃玉如理事長、李文強副理事長承蒙獲邀出席。是晚抵達會場門

外，即聞談笑歡樂夾雜辟拍雀聲，此起彼落，好不熱鬧。何定樑老師與數位學長迎來，留過名後，忙

不過來與在座學長打打招呼。回頭一望，除了標上「德明中學明社畢業六十週年紀念」大字外，還有

一幅放大了當年畢業的大合照，標誌著高中第十

屆，民國四十五年七月畢業，足證剛好一個甲子 

，真是別出心裁，聞說是出自何定樑老師構想。

其實在座多位學長也曾回饋母校，為人師表，作

育英才，如梁玉泉學長。其中亦有高人，如多年

來均有參加苗圃行動「行路上廣州」，寓慈善於

運動之周立軍學長，聽說曾以三個月時間從雲南

步行到西藏，確是老當益莊。是晚每位出席者都

獲贈由廖源茂學長設計及製造的精巧鎖匙扣乙個作為紀念。是晚筵開四席， 

在座學長合計三千多歲，平均年齡差不多八十歲，超乎千歲宴，還見 

各位精神奕奕，多位更是嘻皮笑臉成個老頑童。不亦樂乎！ 

最後要一提者， 

在座中有一位似

是超齡同學，打

聽一下，原來他

是各位學長的物

理科曾祖清老師 

，失敬！失敬！

年逾九十多歲的

曾老師精神飽滿，非常健康，難能

可貴！又證德明學生數十年後仍記

著老師，是多麼的「尊師重道」。

酒過三巡，肚滿腸肥，散席之前來

個大合照，永存珍重！楊會長亦率

領我等向各學長拜謝！祝各位學長

身壯力健！老懷快慰！ 

 
 
 
 
 
 
 
 
 
 
 
 
 
 
 

               月前夜毅校友馮麗華、 

胡瑞華、聯同在加詹華 

峰、黎紹榕往訪在加居 

留夜校英文科宋兆祥老 

師，各人邀請老師、師 

母及家人午膳，並於家 

中合照。期間正值老師 

九十六歲生辰，在此遙 

祝老師身心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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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校友加入我們的大家庭 
（興社 ）莫煥卿 會員 No.2066 



 
想當年     仁社    郭祖欣  

本期德明校友會會刊主編陸嗣偉君（註一）來電郵催我投稿，內容著重回憶中學時代同學間、師

生間、老師間、同學或老師和閒雜人等（註二）之間的互動趣事。我很爽快地答應，於是開始努力回

想中學時代的學校生活。 

回憶的運作很像在對自己的腦袋進行掃描，結果發現腦袋裡頭儲存的東西，有些消失了；有些殘

缺不全；有些好像變了形。許多事件的發生和演變過程都出現缺口，補上這些缺口，很可能等於在扭

曲事實、偽造歷史。我不得不鄭重地提醒自己，千萬不可魯莽從事，胡思亂想、胡亂寫稿，譁眾取寵 

。我只敢寫一些我確定的東西。說實在的，我和陸嗣偉君在中學時代從來沒有同過班。下課的時候大

夥兒在教室外面走廊上活動的時候，我發現有幾位別班同學的個子和塊頭跟我很像，其中一位後來確

定就是陸嗣偉君。但我跟他的密切交往則是大家都上了臺灣大學才開始的。到臺灣上大學的德明仁社

同學很多，相當於中學的一班人數。陸嗣偉君跟我一樣，站在眾多赴臺升學德明校友之間，同屬雞立

鶴群之輩，兩人個子高度和傳說中孫中山先生的個子高度相當。後來我發現有些仁社同學叫他「阿

偉」，有些卻叫他「乞兒」（註三），很是納悶。經過一番打聽，才知道「乞兒」這綽號原來是陸嗣

偉君給某同學取的，但並不流行，反而給其他人拿來稱呼綽號發起人。我不好意思叫他「乞兒」，便

叫他「阿偉」，以示加磅的友善。二Ｏ一Ｏ年，德明校友大聚會在多倫多舉行時，兩人曾在多個場合

不自覺地碰巧並肩而立，兩人高度仍然不相上下。這樣的一致性貫徹了五十多年而不變，實在不簡單 

，有深厚的意義。二Ｏ一Ｏ年的聚會上，很多同學改稱他為「偉哥」，有一份自強男兒的新形象，不

過我的兒子仍然稱他為「偉叔」。 

除了「偉哥」和我的身高五十年不變之外，我暫時想不出有甚麼中學事件在每次回憶中是永恆不

變的。我在大學時代每想起中學時代的王達才，很確定他的個子高度跟阿偉和我是一樣的。可是我現

在回想大學畢業後碰見他的時候，卻見他長高了，比我高了。當時有消息人士跟我說，他借助增高機

增高了。這消息的真實性我到現在仍然不能確定。 

阿偉原來指望我寫一些關於「中六上學期生物科期中考集體交白卷事件」（註四）的回憶。其實 

這事件在多倫多仁社同學之間已經談膩了，大家都不想再談了。只當「有朋自遠方來」的時候，有人 

提起這樁舊事，大家才又興奮地各自憑自己的記憶滔滔不絕地大談一番。因談了無數次，許多參與回 

憶和高談闊論的仁社同學已熟能生巧，能夠很詳盡而緊湊地陳述事件的始末和發展的來龍去脈。 

這樁舊事有幾個略有差異的版本，都出自同一批回憶陳述人（註五）。可見事件真相逐漸地多多 

少少給扭曲了。這樁「交白卷」行動的參與者可能各有各的動機，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集體行動的結 

局是圓滿的。雖然大家都交了白卷，但生物科期中考大家都得了六十分，都及格，皆大歡喜。 

這樁舊事的真相將會隨著參與者的老化、壽終而不斷漏缺、扭曲和消失。老化和壽終本來就是一 

個完整的生命的必經階段，不必避忌。有些事件參與者想比較完整地回憶，記憶力卻好像不管用，心 

裡便開始害怕，以為自己的記憶力衰退了，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就快患上老年癡呆症。我認為，從某 

個角度看，忘記舊人舊事倒是好現像。假如人腦跟電腦的記憶體一樣，有限量的資訊儲存量，那麼， 

讓腦部記憶容量給太多的舊事物和舊資訊霸佔，新事物、新資訊反而記不住，那正是老人癡呆症的徵 

狀。讓腦袋多記憶新東西、新事物，可能是保持腦部記憶功能活躍、昌旺的好辦法。 

以此推論，多舉辦舊老同學聚會是好事，特別是小型聚會。新聚會除了可重溫舊人舊事之外，同 

時也催生新人事動態和關係，可用來練習與會者的記憶力。可以預見，多參加校友聚會，可多練「與 

時俱進」的「想當年」的記憶力。效果會是很明顯的。 

※  ※  ※  ※  ※  ※ 

註一：中學生時代我們之間經常這樣互相稱呼，男女不分。 

註二：這班人包括福利社賣零食的阿嬸、阿叔，校務處各科人員、實驗室助理員、送包  午餐伙食的 

跑腿等。 

註三：即國語所謂「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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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國楚老師不幸於七月上旬病逝，享年七十四歲，喪禮已於七月廿三日（星期六）在世界殯儀館舉行，本會理監事同仁謹致哀悼，並派員及致送花圈致祭。 
 

 
註四：當時仁社中六甲班和中六乙班的生物科老師是關承浩先生。「交白卷」行動針對的不完全是關

老師所指定的考試範圍，也針對校方不合理的課程安排。大部份準備升大學的仁社中六同學想

報考的是理工學系，不需要考生物科。許多同學認為，才剛考完中五會考，再讀不準備考的生

物科，是浪費精力和時間，因此踴躍參加「交白卷」行動。 

註五：這批人指的是先後移居多倫多的仁社同學，其中金聲白、楊遜理、郭祖欣、王沃強當年都曾參

加「交白卷」行動。後來也都是該事件的常設講師，金聲白則經常以首席常設講師姿態向來自

遠方的仁社同學傳播有關該事件的資訊。吳厚生和黃永發當年不在場，沒有參加，但每次聽常

設講師陳述該事件，總聽得津津有味，恨不得時光倒流，回到一九六五年。來自香港的仁社同

學如周君鐸、湯錦波、陸嗣偉、廖柏露等也是該事件參與者，他們碰到多倫多這班人，經常不

由自主地談起該事件。來自美國西部的陳伯英、梅惠湛、宋穗光、張貽光等，則不論有沒有參

加該事件，都對該事件十分關注。像陳伯英之流，簡直可當該事件的客座講師。        
 

 

 

 

 

 

 

 

 

 
 

 

 

  
 

  

                   

 

 

 

趙 山 （夜信 林鎮泉） 

 

 

 

 

 

  
此山安處 （夜信 林鎮泉） 

編者按編者按編者按編者按：：：：本文原應刊載於《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七屆聯誼大會特刊》內，由於編委之誤，不知何故將該文存於一隱閉檔案內未被發覺，成滄海遺珠。近日忽然在電腦檔案內出現，真是合浦珠還，佳作得以重現眼前，復於是期會訊供校友們欣賞。編委對此失誤，謹向作者及各校友深致萬分歉意！敬請愿諒！ 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更正啟示：：：：《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七屆聯誼大會特刊》內「班社小記」第 43 頁（誠社）及（建社）畢業屆別資料出錯，應更正為（誠社）日校第 22 屆 夜校第 6 屆，（建社）日校第 28 屆 夜校第 12 屆。上述錯誤由（凱社）陳有學長指正。編委對陳學長細究鑑正，深表謝意！並對誠、建兩社校友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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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鎮泉校友，廣東潮陽人，1968 年德明夜中信社中五畢業。數拾年皆從事工商業，半輩子為生活忙碌，近“耳順”之年，感人生無常，遂把握當下，先是學佛修禪，繼而研習國畫書法，藉此增添生活姿彩及豐富人生閱歷，現以拙作跟大家結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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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報名參加 請與下列理事聯絡查詢及確認名額：      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30/ 9 / 201630/ 9 / 201630/ 9 / 201630/ 9 / 2016））））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 

黃紹光（（（（9483 3784））））黃顯邦（（（（9036 4378））））    

楊秉權（（（（8106 0574））））黃玉如（（（（9038 9628））））李文強（（（（9707 5380）））） 報名辦法：：：：1.報名時須付定金港幣 2000.00，餘額須於出發前 14 日付清。亦可報名時全數繳付。 2.填妥下列表格，連同團費金額以「龍珠假期」抬頭支票，寄：九龍觀塘海濱道 175 號國際工業大廈 12 樓 29 室黃紹光 或 3.將團費總額存入黃紹光理事戶口(匯豐銀行 566-004321-001)將入數單及參加者名單或護照副本 WhatsApp.予黃紹光確認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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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報名後如中途退出，所繳費用將按(旅遊業議會)規則處理。 ※本會可代購旅遊綜合保險每位港幣 150.00。80 歳以上另議。※        

 中/英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 NO. 護照 NO. 有效日期 住宅電話 手提電話 同房 
1111 (      )         

2 (      )         

3 (      )         

4 (      )         

旅遊日期旅遊日期旅遊日期旅遊日期：：：：2016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13－－－－－－－－17 日日日日(星期四至一星期四至一星期四至一星期四至一) 
集合地點：香港國際機場      出發時間：提前一天，（10 月 12 日、晚上 11：45） 

每位團費：成人$6480  小童 11 歲以下不佔床$5880  機位所限名額 30 位 團費已包：9 正餐 4 早餐 4 晚住宿，免收領隊導遊司機服務費、機場稅、新跑道融資費           送每位價值 10 萬元平安保險（85 歲以上減半保額）（備註：單人獨立佔房需補房差價 HK$1300） 
特區護照免簽證特區護照免簽證特區護照免簽證特區護照免簽證，，，，及所有護照必須有半年有效期及所有護照必須有半年有效期及所有護照必須有半年有效期及所有護照必須有半年有效期，，，，以回程日計以回程日計以回程日計以回程日計，，，，為確保為確保為確保為確保資料無誤資料無誤資料無誤資料無誤，，，，請提供護照副本請提供護照副本請提供護照副本請提供護照副本 

【精彩行程】參考航班：大韓航空 (去程) KE616 01：55 / 06：20  (回程) KE615 22：50/00：30+1 第一天：香港 � 釜山 � (內陸機) 國際渡假聖地濟州島 → 龍頭岩 → 神奇之路 → 玻璃城堡(包入場)  （午）濟州豬肉麵 （晚）韓式鮮魚定食 （住宿）濟州：4 花酒店 Black Sands Hotel 或 CORDELRIA 或同級 第二天：市內享用早餐 → 城山日出峰(世界自然遺產)(包入場) → 城邑民俗村 → 涉地可支海岸風光 →          海女博物館(包入場)          （住宿）濟州：4 花酒店 Black Sands Hotel 或 CORDELRIA 或同級 （早）市內早餐 （午）濟州海鮮火鍋 （晚）黑豬肉燒烤 第三天：市內享用早餐 → 柱狀節理帶(包入場) → 天地淵瀑布(包入場)  → 【國立人參公賣社】→ 【護肝產品專賣店】
� (內陸機) → 釜山 → 慶州      （早）市內早餐 （午）濟州風味   （晚）韓式料理   （住宿）慶州：韓華或大明渡假村或同級 第四天：市內享用早餐 → 世界文化遺產佛國寺包入場) → 普門湖觀光園地 → 巨木水庫 →          膽星臺(新羅善德女王膽望國運遺址) → 【化妝品專賣店】 （早）市內早餐 （午）餃子火鍋 （晚）韓式拌飯 （住宿）釜山：釜山國際酒店或 5花級 Crown Harbor Hotel 第五天：市內享用早餐 → 釜山 →  → 冬柏公園 → 2005APEC 會議場地 → 海雲臺冬柏島燈塔(釜山地標)  →         鐵索吊橋 → 龍頭山公園 → 紮嘎其海鮮市場（可自費即時品嚐新鮮魚生）    � 香港（旅途愉快、平安回家） （早）市內早餐 （午）人蔘燉雞 ＋ 長壽麵 （晚）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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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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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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