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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院校 2017 年度校慶聯歡晚宴 
日期：2017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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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2017 校慶聯歡聚餐席劵（  ）位。   「如人數超逾，請自行複印表格」 

共銀 HK$250.00  x （  ）位＝HK$____________     活動編號：（2017-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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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校友可利用本會網頁 www.hktmaa.org    網上報名 活動編號：（2017-C03） 

※ 或與各理監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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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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編號：（2017--C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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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tmaa.org 
 

※ 一直以來本會網頁製作未如理想，主因缺乏有關人才，專責處理，為 

求達到理想效果，於上期會訊廣徵賢士，惜未獲回音。適值善社蔡旭生校友回港， 

誠邀商討有關事宜，幸得蔡校友獻議，從新設立網址，另行編輯內容配合本會所需 

。有關建議於最近的理監事例會中通過，並加強資訊小組由楊國興理事統籌，成員 

有楊秉權會長、黃玉如理事長、李文強副理事長、陸嗣偉會訊主編及譚錦清理事等。 

負責日後網頁內容編撰及審核，並委託蔡旭生校友在加遙控上載網頁，待小組操控 

運作成熟，方接回處理。現時網頁內容包括即時資訊、會章資料、理監事資料、會 

員名冊、班社資料、德明會訊、歷屆畢業同學錄、活動訊息及報名欄、各社同學會 

活動資料、書畫廊、意見欄及瀏覽統計等等。我們亦計劃設立「德明文物庫」以收 

集母校當年物品如校刊、獎狀及運動會獎牌、證件．．．等等，以照片傳給本會。 

當然在這段時間我們正在摸索及整理中，更歡迎各社同學會將有關活動資料及照片 

提供上載。各位校友請立即瀏覽本會網頁各位校友請立即瀏覽本會網頁各位校友請立即瀏覽本會網頁各位校友請立即瀏覽本會網頁，，，，如有任何建議如有任何建議如有任何建議如有任何建議，，，，歡迎提歡迎提歡迎提歡迎提出出出出，祈能盡善盡 

美，謝謝大家！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在此在此在此在此謹謹謹謹向向向向蔡旭生校友的蔡旭生校友的蔡旭生校友的蔡旭生校友的熱誠協助我們熱誠協助我們熱誠協助我們熱誠協助我們，，，，致萬分謝意致萬分謝意致萬分謝意致萬分謝意！！！！ 

 

    
※ 在更新本會網頁的同時，我們計劃將母校「歷屆畢業同學錄」放在網頁上，在翻 

閱內容時不覺感觸起來。當看著老師的照片時，雖然老一輩的老師大多在天頤養天 

年，但在腦海中卻浮現出當年老師諄諄善誘，春風化雨的教學精神，確令人懷念不 

已！再看看同學們的畢業相、課堂內外活動相片，位位都是俊朗嬌俏可人兒，相片 

下自撰宏願小記，相互薦詞。如今年華老去，兩鬢斑白，所成何事？能不唏噓！還 

好可撫相自我安慰。 

 其實，「歷屆畢業同學錄」不但是母校的里程碑，更是歷史文獻，她記錄著母校 

當年代在香港教育界豐碩成果，孕育了不少精英才幹，在當今香港或海外工、商、 

政、教界中，大不乏人。如果您不翻看「歷屆畢業同學錄」，您不會知道母校在作 

育英才方面的能量是多麼的大！ 

   現在我們收集到的各屆同學錄有博社、德社、明社、浩社、碧社、復社、光社、 

忠社、勇社、凱社、剛社、毅社、仁社、義社、誠社、信社、廉社、勤社、興社、 

華社、真社、莊社等。尚欠正氣社、冠社、協社、曦社、智社、雷社、鋒社、建社 

、國社、善社、美社、敬社、自社、強社、見社、賢社、思社、齊社等。 

 有關已收集到的同學錄，除部份在整理中，其他大部份已上載到校友會網頁中， 

歡迎各位校友上網瀏覽。我們極之期望能收集到全部同學錄供校友查閱，令母校歷 

史更能完整。我們謹在此呼籲如收藏有所缺屆別我們謹在此呼籲如收藏有所缺屆別我們謹在此呼籲如收藏有所缺屆別我們謹在此呼籲如收藏有所缺屆別同學錄同學錄同學錄同學錄並並並並能借用能借用能借用能借用者者者者。。。。    

請聯絡本會理事長黃玉如請聯絡本會理事長黃玉如請聯絡本會理事長黃玉如請聯絡本會理事長黃玉如。。。。（（（（電話電話電話電話：：：：9038 9628））））謝謝謝謝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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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在整理「歷屆畢業同學錄」時，發現 

部份班社社旗與現時各友會所採用的有所差異，經理監事例會討論，除義社社旗在初 

中時曾出現藍色底色，經義社理事代表確認採用現有綠色底色社旗外，認為原則上應 

以畢業同學錄所載版本作出修正，為慎重起見，特於本期會訊公佈，供校友們參考以 

求確認，如無異議，日後會採用確定版本為準。  
現行採用版本                修正後版本 

 

＜第九屆德社＞ 

 

 

 

＜第十屆明社＞ 

 

 

 

＜第十一屆浩社＞ 

 

 

 

＜第十二屆碧社＞ 

 

 

 

＜第十四屆光社＞ 

 

 

 

＜第十五屆忠社＞ 

 

 

 

＜第十八屆剛社＞ 

 

 

 

＜第廿九屆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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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有品 鏡頭有愛」 
台灣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品格教育微電影成果展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自創校以來一直注重品格教育的涵養，除已行之有年的「德明品格共    
同圈」外，更展開「品格教育攜手計畫」，近日更透過香港德明中學校友會的贊助，與該校全國校

友總會的攜手協助，辦理「德明有品 鏡頭有愛」品格教育微電影競賽，更於 106 年 6 月 9 日辦理成 

果展暨頒獎典禮。  

德明科大與已停辦的香港德明中學雖然各自獨立營運，但兩校有極其深厚的歷史淵源，並且使

用相同的校訓、校歌與校徽，故在香港德明中學校友的奔波與該校全國校友總會的努力下，將品格

教育透過微電影的方式宣揚，即是三方的共識，透過此活動辦理即是宣達「品格第一」的宗旨。  

當日出席者眾，包含香港德明中學臺灣校友會代表蔡旭生、鄧立亨與梁念遠先生及校友會全國

總會李萬得理事長與王德勝監事皆與會出席，透過與該校徐守德校長，饒邦安主任秘書、圖書館陳

維華館長與資訊學院侯君溥院長與多媒體設計系黃雍欽主任的溝通與對話，對學子的殷殷期盼與對

學校永續經營的發展、品格教育的重視，皆是與會者最關注的焦點。  

經由選拔，「微電影組」學生作品包含:「因為我相信」、「聽說你想死」與「超商人員」脫穎

而出榮獲前三名，作品內容包含對於校園霸凌的省思、同性戀愛的包容與不同職業的尊重，涵蓋校

園、職場與社會議題，可說相當豐富與多元，而劇本組「謠言」，更對於「人言可畏」有更深刻的

描述，足見觀察力與社會議題的重視。  

透過影片的實作教學，讓學生從 

劇本的撰寫到最後演出的階段，讓學 

生透過戲劇，實際運用在藝術興趣和 

人文教育，也為品格教育開拓新的契 

機。希望藉由此類實務課程激發並加 

強相關專業，從拍攝的過程中體會品 

格教育的實質內涵，建立正確的價值 

觀、行為準則及現代公民素養，除為 

國家社會培養更優秀的高等教育人才 

，更為推廣品格教育盡份心力。  

 ＊轉載自【中央網路報】(金嘉珍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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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旭生祈與大家共勉： 

各位同學，我們雖然是社會裡的

小人物，但我們要有大胸懷，即使多

數人不重視人格品德，我們少數的正

義公益，仍不可不發聲。德明的傳統 

，是孝敬父母師長，這也是您們在德

明科大一同學習的。 

                            德明的理念也表現在我們香港德 

明各屆畢業生的社名裡，像忠勇剛毅，仁義誠信，真善美。 

   我們德明這樣的堅持，就是為了興華建國。今天各位參賽同學，正在為學弟妹們做示範，

做榜樣。不久的將來，我們德明就為社會國家做示範和榜樣。願德明精神，繼續源遠流長。 

  



 
 

 
 

   香港德明（台灣）校友會已定於 2018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在台北市主辦《德明院校第九 

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由於該會成立不久，基本會員人數不多，在籌劃方面對參加人數及活動模 

式未能掌握。經本會楊秉權會長月前訪台時與該會理事商討後，建議知會各海外校友會協助發出 

「校友參加大會意向問卷」，完成統計後作出初步估量作為日後籌備範本．稍後再進一步宣傳，以 

便確定活動規模。眾志成城靠洪荒之力，極需海外校友會及全球校友鼎力支持，當能如願以嘗。 

本會為響應建議，特編列「參加德明院校第九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意向問卷」供校友填寫回應 

 。敬請各位校友積極回覆敬請各位校友積極回覆敬請各位校友積極回覆敬請各位校友積極回覆，，，，協助促成盛會協助促成盛會協助促成盛會協助促成盛會。。。。        

※※※※ 附告：大會計劃在會場展覽校友書畫大作供出席者欣賞，歡迎校友提供，辦法稍 

後公佈。 

 

【參加德明院校第九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意向問卷】  
（（（（ⅠⅠⅠⅠ））））會否出席 2018 年 11 月 3 日《德明院校第九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    
   1.     會      2.  不會  
（（（（ⅡⅡⅡⅡ））））前往參加途徑  
           1.   自行前往        2.  參加個別同學會組團        3.  參加香港校友會組團  
（（（（ⅢⅢⅢⅢ））））是否參加大會附加的台灣旅遊活動  
           1.     會                  2.  不會  
（（（（ⅣⅣⅣⅣ））））如參加大會附加的台灣旅遊活動日數  
           1.     １天              2.   ３天  
（（（（ⅤⅤⅤⅤ））））如參加香港校友會組台灣旅行團出發日數  
   1.     ５天              2.   ７天  
（（（（ⅥⅥⅥⅥ））））你是否會參加香港校友會主辦的 2018 年 11 月 10 日校慶晚宴聚會  
            1.     會                 2.  不會 

 

 填表人：＿＿＿＿＿＿＿＿ 社別：＿＿＿ 聯絡電話：＿＿＿＿＿＿ 日期：＿＿＿＿＿ 

 

※ 交表方法： 

 

1.    填妥本表後請複印電郵本會 E-mail : hktaktingaa@hotmail.com 

2.   選擇答案後請登上本會網頁     http://www.hktmaa.org  依問題次序及答案

編號在電子信箱意見欄填寫按傳回。 ＊例：(Ⅰ) 1. (Ⅱ) 3. (Ⅲ) 1. (Ⅳ) 2. 

謝謝您的回應！ 謝謝您的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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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凱社同學的聯誼        （凱社）  陳有 

     
凱社同學自 1963 年畢業後，都有保持聯繫，亦曾組織過凱社同學會，但不知原因卻中途停止 

了，或由於 60 年代起政局不隠定，不少同學都移民海外。筆者則一直留守香，但因工作關係，與 

凱社同學除兩位外四十多年沒有聯絡了。  

直至 2009 年一位德明畢業的親戚，提示我加入德明校友會，找到了梁友聯同學，參加了當年 

由王沃邦同學安排的每月一次的凱社同學茶敘。後來王同學因工作繁忙，將茶敘交由筆者安排， 

其後海外的總聯絡葉雄同學也委任我為香港區的凱社聯絡人。 

凱社海內外最大一次聯誼活動是 2013 年凱社中學畢業 50 周年紀念，當年開始組織了分區聯誼 

制度，由葉雄同學籌組並委任下列統籌員／聯絡人： 

（依據 2013 年的聚會）  

     加東－葉雄              加西－鄭煥高 

     美東－伍侃滋、周沃彬    美西洛杉磯區－余比利 

     美西三藩市區－容建中    澳洲－岑桐 

     香港－陳有              中華大陸台灣－吳文健 

     世界其他地區（例如英國，秘魯．．．）－葉雄 

但由於總聯絡葉雄同學於今年 5 月 11 日離世，其工作已轉由加東的鄧亮亨同學接任，基金財 

務由駱以方同學接掌，鄧同學將於 2018 凱社畢業 55 周年紀念聯誼活動，及參與全球德明校友在 

台灣聯誼會等工作，將會有一番貢獻。香港方面亦會全力支持他：梁友聯主決策、陳有主聯絡秘 

書，陳靖康主財務。我們海內外同學並肩拍著上！  
5月 31日 

凱社香港同學最多人參加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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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夏天某一日，仁社同學一行九人，帶備兩個帆布營帳、糧、水，還有一支長五呎，

直徑十吋，重十公斤的天文望遠鏡連腳架出發到鳳凰山觀星。在梅窩碼頭上岸後，有三位同學帶同

營帳、雜物及望遠鏡顧了一輛白牌車直上昂坪，其餘乘巴士到石壁水塘（該公路是 50年代為興建石

壁水塘而建，1960年才有第一條巴士線從梅窩經長沙、水口到石壁），下車後便步行上山，那是我

生平第一次登山，沿着山路緩慢前進，當日萬里無雲，晴空如洗，頭上頂着大太陽，腳下踏着白飯

魚，不知走了多久終於到達昂坪，那時的昂坪是一大片平地，沒有什麼人煙，靠邊的地方有小片樹

林，寶蓮寺就在林蔭深處。先到的同學已在樹下休息，我們一看到樹蔭都搶先躺下來，休息了半晌 

便到寶蓮寺討些水喝，碰巧見到何定樑老師，原來他和幾位老師相約登鳳凰山觀日出，他們在寺中

過夜，明早三時起床登山。 

很快便到黃昏時分，同學們分工合作：紮營、生火、做飯，最重要便是把這次的主角－－望遠

鏡架起來，跟着拍照留念。隨着夕陽西下，夜色漸濃，幾顆星兒在遠處的天邊出現，突然有人叫喊 

：快看！有星星在動！果然！天頂上夕陽的餘暉中，見到一顆小光點緩緩（因為距離遠，其實很高

速）由西向東移動，軌跡成直線的，我們都猜是人造衛星，因為六十年代是美、蘇太空競賽，已有

很多人造衛星在太空運轉，果然過了不久，又有第二顆、第三顆出現，不過，移動速度不一樣。天

色已完全暗下來，萬千顆星星出現在眼前，佈滿整個天空，在深邃的背景映襯下，一顆顆晶瑩亮麗 

，簡直想用手把它們摘下來，古人喜歡把較高的建築物取名摘星樓是有他的道理。平時從星圖看到

的星座一時都認不出來，因為所有的星座圖都是把最亮那幾顆星用線連接出來，有一個想像的圖形 

，但現在滿天星星，最亮的星星都被較暗的星星包圍着，就像一大堆高爾夫球中找幾個棒球，是有

點難度，幸好有一個明顯指標－美麗的銀河，它橫亙在天際，是南北走向，利用它分開東、西方，

銀河中間及兩側有很多重要星座，經過一番辨識終於弄清楚個大概。輪到大個子出場了，是要測試

它的功能的時候，由於沒有尋星鏡（一支焦距較短，看到較大範圍的望遠鏡，需要到外國訂購，我

們沒錢故省掉），我們用人手瞄準，對着天蝎座中間地帶找尋星團和星雲，因為看恆星沒有意義的 

，放大了只看到一個光點，星團和星雲有內容可看。大個子由於焦距太長，看的範圍太小，鏡身重

又沒有微調，映像一晃就跑掉，結果看的人很快眼花，瞄的人腰酸背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定點 

，是一個星雲，嘿！效果還不錯，我們不敢再動了，讓同學自己看。同學中有兩位帶了老爸看賽馬

的雙筒望遠鏡，這可是觀星恩物，因為是廣角，容易找到想看的星星，雖然倍數低但很清楚，我們

利用它看到了木星和它三個最大的衛星（木星的衛星據 2012年統計共 68顆）這也算是一項重要收

穫。觀星期間偶爾出現流星，但都一閃而逝來不及許願。 

夜更深了，我躺在石頭上仰望穹蒼，整個人被無數的星星包圍着，忽然有一種奇妙的感覺，我

已和宇宙融為一體。這次觀星是我有生以來見過最燦爛的星空，之後我曾經去過內蒙古、新疆、美

國的黃石公園和大峽谷各地觀星，但始終沒有當年的美麗璀璨。近年光害日趨嚴重，想看星星更難

了，幸好家住郊區，只要是晴朗無月的夜晚，抬頭總看到老朋友們靜靜地懸在那兒，有時候還跟我

眨眨眼呢！ 
 

仁社舊事之二                 （仁社） 陸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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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德明校友會 主辦 (機位所限名額３２名) 

活動編號(2017-C 02) 東海旅遊（香港）有限公司 承辦 

 
   

 
 
 
 
 
 
 
 
 
 

 本公司已為 75 歲或以下參加者購買十萬元及為 76 至 85 歲參加者購買五萬元旅遊平安保險    東海旅遊（香港）有限公司承辦 牌照號碼：352937   查詢電話：27309123                                                            1. 旅行團服務費屬建議性質。 2. 旅行團服務費只包括當地導遊、旅遊車司機及旅行社相關人員，其他服務費並未包括在內，若團費未包括小費則於完團時個別向團友收取。 3. 行程、膳食及住宿如有任何變動，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 4. 由於酒店房間緊張，如報名時客人出現單男／單女之情況必須補回單人房附加費。 5. 若遇酒店客滿，本公司會安排同級或提升更好之酒店。 6. 所有酒店房型以酒店當天安排為準。 7. 航班資料以航空公司最後公佈為準，並於茶會落實。 7. 旅遊證件必須持有六個月或以上之有效期方能報名參加。 8.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9. 凡購買本公司綜合旅遊保險，於出發當天啟程地點必須在香港，否則將不獲保障。 10. 以上圖片僅供參考。 11.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逼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零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逼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該指引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如適用），詳情請瀏覽香港旅遊業議會網站（www.tichk.org )。 歡迎報名參加 請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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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9 / 2017））））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額滿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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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統一處理團費，報名時請全數繳付，如須購買綜合旅遊保險，費用另付，多謝合作。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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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3.將團費總額存入李文強理事戶口(匯豐銀行 033-464348-001)將入數單及參加者名單及回鄉證副本電郵予李文強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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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強 E-mail : mklee1724@yahoo.com.hk   

報名表格 (請交回鄉證影印本，確保資料無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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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全全全 

包包包包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3980／／／／小童小童小童小童$3680 出發日期：2017 年 10 月 16 日至 20 日 

（星期一至五） 

集合時間：下午 15:30（待定） 

集合地點：香港機場 

����已包領隊已包領隊已包領隊已包領隊、、、、導遊及司機導遊及司機導遊及司機導遊及司機五五五五天小費天小費天小費天小費 ．成人團費以成人佔半房為標準，小童團費以 12歲以下不佔床為標準 ．單人報名之客人未能與其他客人夾房時須補回單人房差，單人房附加費$1150 ．請帶齊有效證件，及自備牙膏、牙刷及一次性用品 去程參考航班：MF8008 香港/武夷山 1805/1945 回程參考航班：MF8007 武夷山/香港 1530/1705 香港旅遊業議會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旅遊綜合保險／／購買旅遊保險須提供中英文名、身份證號碼及出生日期 １〔香港 武夷山〕香港乘客機飛往武夷山（典型的丹霞地貌、世界自然文化雙遺產）→酒店 ２〔武夷山〕虎嘯岩、一線天（著名的虎嘯八景：白蓮渡、集雲關、賓曦洞、語兒泉、法語懸河、不浪舟、普門兜、坡仙帶。而後遊覽一線天、風洞、定命橋、觀景台、天成禪院、螺絲洞）→仿宋古街→酒店 ３〔武夷山〕大紅袍樹、水簾洞（大紅袍以三棵珍貴的大紅袍茶樹生長九龍窠下，人稱“茶中之王”。之後遊覽水簾洞，它是武夷山最大的洞穴，洞前兩股泉從 100 多米高的岩頂飛瀉而下）→天車架→酒店 ４〔武夷山〕乘竹筏遊九曲溪（九曲溪迂回曲折，環繞武夷山九曲十八灣，曲曲山回轉，峰峰水抱流）→武夷宮（武夷宮、大王峰、幔亭峰、萬春園、仿宋古街等）→仿宋古街→天遊峰（四面拱峰，三方環水，登其巔觀雲海，有如天上游，九曲全景，盡收眼底）→酒店 ５〔武夷山 香港〕武夷山茶博園→乘客機返回香港 
 早餐早餐早餐早餐 午餐午餐午餐午餐 晚餐晚餐晚餐晚餐 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1   航機上    
2 文公宴 酒店享用    
3 八卦宴 酒店享用    
4 茶宴 酒店享用    武夷山聖遠大酒店或同級 （四星標準裝修） 
5 

酒店享用 藥膳風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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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3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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