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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校友們：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眨眼間一年又過去了，回顧往年本會會務發展不錯，實有賴校 

友們鼎力支持，會務得以順利進行。2018-2021 年度新一屆理監事，當中加入了年青有為 

的校友，並已展開工作，為大家服務。 

去年會務繁忙，為了協助台灣舉辦第九屆全球院校聯誼大會，在李文強副理事長推動

香港校友組團到賀，凝聚四百餘位校友參加，期間協辦申領入台証，安排航班及飯店住宿，得以順利參與台

灣主辦的活動；陸嗣偉理事更奔走兩地，協力籌備在台灣舉辦的書畫展覽。今次的展覽館，承蒙台灣「德明

財經科技大學」借出埸地，並得該校及校友會支持幫助安排展覽，當天更開放校舍，方便校友們參觀。大會

安排有序，令約八百餘校友在場仍不覺太擁擠。在參觀該校內設施，當進入圖書館時，眼前有「德明中學」
創辦人陳伯南將軍銅像，以及德明校訓及青年十二守則等展示，感到有回到母校上課的情懷。同時蔡旭生校

友協助台灣校友會建立互聯網頁，方便各地校友記錄在台活動時居所及到埗時間，以便集中。他更與中華民

國童軍旅聯繫，與香港德明童軍旅互相見面交誼，在我們到該校參訪時，有童軍夾道相迎，增加不少氣氛．

參加完台灣的聯誼大會後，理事們隨即回港準備香港的周年校慶，慶幸今屆新進理事們幫忙跟進，按序進行 

。在此向各位理事們再次致意，多謝大家支持合作，更有賴各校友鼎力支持校友會活動。 

  同時去年亦欣逢德明童軍旅成立六十周年紀念，11 月 18 日假座香港薄扶林道香港傷健協會賽馬會傷健 

營舉行慶祝會，童軍及家長們更於早一日參加宿營。參與親子活動，增進情誼。在慶祝會上播放童軍旅歷年

紀錄影片，由童軍成立初期至今六十年的歷程，其中在學校停辦後，童軍旅仍繼續運作，四處商借地方集會 

，支撐童軍旅營運至今，讓人感動，也不勝唏噓！在此謹向童軍旅仝人致以萬二分敬意。 

  今次第九屆聯誼大會中，各地校友會會長商量定於 2020 年在美國西部三藩市舉辦第十屆聯誼大會，希 

望大家別忘記支持，在此預祝第十屆全球院校聯誼大會舉辦成功，期望到時與大家在美西見面。 

最後在此祝福各位校友在新的一年；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龍馬精神！生活愉快！ 
香港德明校友會會長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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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校友們： 

                己亥豬年將至，在此先向各位拜個早年，祝新的一年生活愉快！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新一屆理監事剛誕生，在楊秉權會長再度領軍下，眾志成城，同心協力，繼往開來，定

有一番新的願景！我們願望。。。。 

其一：重組「各屆校友代表手機群組」，用以促進互相聯繫，將校友會的訊息適時傳達予校友知悉，同時 

各社同學會的活動訊息，以作互動。我們更歡迎校友提供建議，俾能知所適從。這願望我們已完成 

其二：建立「全球海外校友會聯繫網」，去年由台灣校友會籌辦第九屆聯誼大會，在全球校友會鼎力協助

下成功舉辦。因而感受到團結便是力量，必須將世界各地友會連成一線，互相扶持，互相砥礪，某

方有事，八方響應，顯示我「德明精神」！這願望正聯繫中。 

其三：編纂「全球校友名冊」。上年度校慶期間，一星期內在台港兩次慶典晚會中，能聚集逾一千九百多

人出席，實乃歷史紀錄，可知德明校友散居海外人數之眾，未能估計，所以有設立名冊必要，一者

可幫助校友尋訪昔日同窗；二者可知悉全球校友人數（當然未必完整），從而吸納更多校友加入，

凝聚力量，這裡我們正在處理中，敬祈各地校友會提供資料，玉成願望！ 

上述之願望若得以實現，當能貫徹組織校友會初衷，敬請全球校友支持，謝謝！ 

最後謹借篇幅向推選本人出任新一屆理事長之校友及理監事，致萬二分謝意！余定必秉承過往工作態度，

做到更好！ 

理事長李文強致意 戊戌歲末 

  
 

 

 

 

 

 

 

 

 

 

會員編號 社 別 姓 名  會員編號 社 別 姓 名   會員編號 社 別 姓 名 
2105   仁  黃玉冰   2109   廉  陳焯然    2112   廉  尹子勤 
2106   義  朱新權   2110   廉  李玉珍    2113   廉  伍景雲 
2108   廉  陳林興   2111   廉  譚愛蓮    2107   勤  老偉波 

五湖四海齊到賀 雙喜臨門聚友情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３日：由台灣德明校友會主辦「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九屆聯誼大會」在該會理事盡心盡力統

籌下，更獲得全球海外校友會鼎力協助，成功匯聚 924 位校友出席，盛況當前。除晚宴外，更且安排校友參觀

台灣「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林百里及梁次震兩位校友創辦之「廣達電腦公司」廠房並招待午餐、台北市一天

遊、台灣環島四天遊等。節目精彩，活動安排雖有些微混亂，以新成立及人手缺乏下，有此成果，應令人滿

意！來屆已定由美西校友會主辦，當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各位校友屆時亦應秉承「德明精神」鼎力支持！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一週後回到香港來，又有另一景況。香港校友會每年都舉辦校慶晚宴，今年出乎意

想不到出席校友竟達 943 人，宴開 79 席，破歷年紀錄。這個暖流是隨著台灣飄浮過來，足見校友依依不捨之

情，難得再聚別離情誼，我們一班新任理監事身同感受！如此盛況除校友們熱烈參與外，更得到歷年均贊助經

費及現場禮物的熱誠校友，慷慨解囊，相得益彰，方有美滿成果。在此再向各位表示摯誠敬意！ 
 

謹以至誠敬謝 
   贊助者  （現金）   （禮物）             贊助者    （現金）  （禮物） 

香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HK$7,000.-    茶葉禮品 2 份             香港京都念慈菴藥廠謝國昌顧問          枇杷膏 80 打 
（碧社） 胡蓮順校友 HK$    100.-                          （夜廉社）劉才明顧問  HK$10,000.- 
（碧社） 張美儀校友    HK$    100.-                                            （夜廉社）李順瑤理事            水杯 80 隻 
（夜凱社）陳麟芳校友 HK$    750.-                                            （夜華社）莫耀強顧問  HK$20,000.-    電子手錶 80 隻 
（義社） 梁次震顧問 HK$20,000.-                                                                                                                 溫水壺 20 個 
（義社） 甘琨禮顧問 HK$20,000.-                                            （建社） 李光華顧問                 運動腰包 80 個 
（義社） 李麗儀校友 HK$  1,000.-                                            （善社） 廖秀麗校友                惠康百元禮劵 80 份 
（信社） 黎炳棠校友                 保健產品 80 樽 

２ 



３ 

           凱社  陳有 

  早於 2013 年凱社高中畢業 50周年舉辦了聯誼活動 

，時光真快，剛剛去年 11 月又舉辨了 55周年的。這一

次亦適逢德明校友會台灣分會主辦第九屆全球校友聯誼

會，因利乘便，凱社本身沒有安排旅遊節目，進而參加

了台灣分會安排的活動。當 2016 年舉辦了山東青島遊

及凱社聚餐時，伍侃滋同學說：＂2018 台灣見！＂亦有

同學和議說，讀大學時在台灣，今次可以再遊回味，因

此台灣遊成了首選。另一方面亦很特別的：今次凱社共

有四個敘餐活動。 

參加台灣遊人數連同家屬及親友共 48 人，比過去

數次活動為少。因為加拿大西部大部份及香港一部份同學都

沒有參加。 

早於未報名前，有同學說凱社台灣遊，應由一位曾去過

台灣熟悉該地的同學負責領隊。但報名結果：凱社參加者以

海外同學居多，最熟悉台灣的香港同學反而沒有參加。我從

來沒有去過台灣，當然第一次參加了。因此被校友會委派為

香港參加者其中一部旅遊車的＂車長＂與＂領隊＇，受寵若

驚．沿途得各參加者合作無間，總算安然度過，據導遊張生

說，我車團員最守時，因此亦可以最早出發到景點．行程中 

，我們一位同學遺失手袋及銀包，三位遺失行李，都在張生

的抽絲剝繭式地找到蛛絲馬跡而尋回失物．老懷安慰，多謝張導遊。 

台灣遊可分三部份： 

甲：11 月 3 日參觀廣達電腦廠，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書畫展覽和 

  座談會。 

乙：11 月 4 日（台北一天遊）行程緊湊。新北市淡  

  水河濱公園、漁人碼頭、情人橋、台北士林官邸  

  公園、台北中正紀念堂、新北市深坑豆腐街等等。 

丙：（環島四天遊）其實是台灣島東及中部遊，西部並沒有踏

足。行程包括；宜蘭車站丟丟噹森林公園、花蓮七星潭、太魯閣國

家公園、瑞穗鄉牧埸、舞鶴石柱、北回歸線標誌、和觀光糖廠園；

台東池上飯包故事館、鐵道藝術村和知本縣勇男橋；屏東車城鄉福

安宮；高雄台埔觀光茶園、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和駁二藝術特區 

、南投中台禪寺、埔里鎮台灣地理中心和日月潭等等。因限於篇幅 

，只列名稱，恕未能逐一詳述，有須要

足可立書成冊。 

四書個聚餐：(1)德明聯誼大會在

台北萬豪酒店晚宴；(2)台北銀翼餐廳凱

社聚餐，由台灣分會監事亦凱社同學謝

海平教授特別安排，順便向他致謝；(3)

香港德明校友會校慶周年聚餐；(4)香港

星月樓凱社聚餐、荷蒙何定樑老師和楊

秉權會長光臨指導、特此致謝。 

雖然參加人數不及 2013 年及 2016 年

兩次聚會，但熱情及熱閙氣氛不減。很多

同學都說，乘“行得走得＂情況下，爭取

多些時間聚會，享受人生。亦不用等何時

周年活動，已計劃 2019 年即今年聯誼旅

行。雖年紀老大，仍雄心勃勃，祝福大

家！ 



 仁社 陳海韶 
2018 年 10 月 31 日晚，我夫婦由好友譚加洛兄開車送我們去芝加哥機

場，飛機經過十多個小時飛行，於 11 月 2 日早上 4：30 抵達台灣桃園機

場，由於未到入住飯店時間，周君鐸兄安排我們作半日遊。車從台北往市郊

出發，經開了一個多小時到達九份，天下著大雨，我們只在一個有蓬蓋市場

買點水果之類，下午回到酒店三樓飲茶。在酒店見到了陸續由世界各地到來

的校友，陳伯英夫婦、湯錦波、陸嗣偉、郭祖欣和黃永發夫婦等好友，大家

都非常高興。 11 月 3 日大會安排了參觀節目，早餐後九點出發，乘兩輛旅遊

車前往林口的廣達科技城參觀，科技城佔地廣闊，廠房設計新穎，他們招待全

體校友在廠內餐廳用午餐，然後參觀各種設施：員工的康樂室、休閑室、會議

室等等。還有他們的歷史圖片，沿路都有工作人員引導我們，禮貌周到。林百

里和梁次震兩位校友招待我們喝咖啡，我送了兩幅畫作給他們。之後再到另一

間可容納數百人的演藝廳聽簡介，林百里先生做了演講。午飯後，我們轉往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參觀，台灣的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是陳濟棠將軍的女兒陳

寶馨女士所創辦，在我們來台灣之前，籌辦了一個書畫攝影展，主要策劃人是加東蔡旭

生校友和香港的陸嗣偉校友。我有兩幅畫參展，一是水墨「蝦」，另一幅是「蒼松」，

這兩幅畫都在展出後捐贈給科技大學收藏，展出獲得校友們熱烈的欣賞，紛紛和我在作

品前合照留念，甚至要跟我學畫、買畫，使我深受感動。 

  傍晚，出席由台灣德明校友會主辦的晚宴，我們六點便到達會場，但見人頭湧湧，

原來已有眾多校友抵達，幾位校友在大廳門口幫忙派發姓名牌，那邊廂佈置了一個大型

簽到板，上有大會標題及圖案設計，很多校友在拍攝留念，傍邊設有一長型酒水桌,大家

可以邊喝邊談,真是設想周到。會場很宏大,中間是一個巨型禮台,一次可容納百多人一起

拍照。晚宴上林百里、梁次震和各地校友會代表分別致詞，並宣佈第十屆（2020）德明

院校全球校友聯誼大會將由美西校友會主辦。晚餐菜色很豐富，校友們都開懷暢飲，高談闊論，也有些人到處尋找

老同學一聚舊情。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快，九點左右便曲終人散，大家都相約

2020 在三藩市再見。  

  11 月 4 日是台北一天遊節目，吃完早餐後出發。12 輛大巴開往淡水參觀漁

人碼頭，這裡有一座跨港大橋，是遊人觀看日落的最佳地點，大家都上橋眺望，

拍了不少照片。下午，前往中正紀念堂參觀，紀念堂入口大門已改名為「自由廣

場」，見到建築物正在維修，據說民進黨還要去蔣化拆掉它。紀念堂內有一座巨

大的蔣公銅像，莊嚴肅穆，還有憲兵站崗，周圍擠滿參觀人群，剛好遇到憲兵換

班的時間，儀式簡單而隆重，憲兵 動作整齊劃一，儀表威武。在大堂內，有一

個仿照蔣公辦公室的佈置，牆上掛著夫人蔣宋美齡的國畫，還有一個大房間陳列

了蔣公在大陸及在台灣史蹟的圖片，幸好還能保留這些歷史文物。   

  11 月 5 日開始四天環島旅遊，我們的導遊是香港人，早年移居台灣，他學

識豐富，風趣幽默，辦事周到，留給我們良好的印象。車子在公路上奔馳，右側

沿途都是山脈，左邊是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天下著雨，煙雨濛濛，倍增美感。接

近中午時分，車子到達宜蘭在一間叫海霸天的餐館用餐，下午沿蘇花公路繼續開往花蓮，途中經過一個叫「清水斷

崖」的景點，據說該段蘇花公路因地勢陡峭，常有落石，偶爾還擊中車輛或行人，現已封閉行駛，當局在其對面山

頭立了一塊石碑，上書「清水斷崖」四字，在該處可遙望斷崖的險絕。未幾，到達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在一個大

峽谷的崖壁上看到一座像廟宇的建築物，導遊介紹這是長春祠，為開鑿中部橫貫公路時因意外殉職的榮民工程人員

而建，上面供奉二百多個靈位。           ４ 



  11 月 6 日天氣轉晴，車繼續前往台東駛去，右邊遠處躺著長長中央山脈，

中間是綠油油一片，都是稻田和水果園，一些精巧的房屋散佈其中，顯得寧靜

而幽雅。車子左邊是一望無際的海洋，藍靛靛的，和天上白雲互相映襯，令人

身心舒暢。不久，了北回歸線標誌，是一座很有時代感的建築物，大家拍了幾

張照片便離開。很快，到達一個叫「池上飯故事館」參觀，導遊介紹「池上」

這地方種的稻米非常有名，因為是有機產品，特別好吃。我便叫了一碗滷肉飯

大家分來吃，覺得沒什麼特別。傍晚到達知本溫泉酒店，房間設備不錯，可以

在房間洗溫泉。 

  11 月 7 日天色晴朗而且有點熱，我們離開知本往高雄進發，第一站參觀福

安宮，是全台最大土地公廟，宮內建築古色古香，宮前有一雙龍石雕極為精

美，我們拍了許多照片。隨

後,，往佛光山的佛陀紀念

館，這裡佔地甚廣，建築古

樸，佛陀雕像尤其宏偉，由

於行動不便沒有詳細參觀。逗留了一段頗長時間便去吃午飯，

今天吃的是豬腳鄉土料理，非常好吃，使我增磅不少。傍晚到

達高雄市，參觀一個所謂駁二藝術特區，場館很多，不過大都

沒開門，逗留一陣子便到六合夜市自費晚餐，這裡到處都是

人，年輕的較多，我夫婦，湯錦波、周君鐸夫婦五人吃了一些

蔬菜水餃之類胡亂填飽肚子就算了，然後我們入住「藍天麗池大飯店」。 

   11 月 8 日一大早車子開往台南，路經古坑縣參觀了烏龍茶園，裡面很多奇花異草，第一次見到咖啡樹，增長

見識不少。午餐後前往中台禪寺，一路上天氣晴朗，導遊介紹這寺廟樓高 136 米，37 層樓，目前台灣最大、最高

的佛教寺廟，經獲建築獎，內佛像及菩薩像氣勢恢宏，嚴肅穆，惜不准拍攝，匆匆看了一會便到外面休息。下一站

是日月潭，是台灣最大的淡水湖，兩個湖連接成，一個圓形像太陽,另一個半圓型像月亮而得名。日月潭寬 24 公

里，水深 90 英尺，在清朝時被選為臺灣八大景之一，五零年代蔣公遊經於此，甚是喜歡此地風光綺麗清幽，但因

為他在大陸見慣大湖大泊，乃覺此湖太小，故稱之為「潭」而不叫湖。我們上船繞潭一周，潭上清風徐來，使人心

曠神怡。日月潭邊有一座文武廟，供奉孔子和關公，俗稱「左文右武」廟宇很大，廟前有一對紅色大獅子據說是一

位台灣富商捐贈的，廣場上有一些原住民在表演歌舞，不少人在圍觀。拍了幾張照片便踏上歸途，在暮色蒼茫中回

到台北市，終於完成四天旅程。 

  後記：回想這一次旅遊頗有感觸，尤其是我第二次

中風不良於行，加上胞妹柳娟最近去世，實在悲痛不

已，心情惡劣，但是在校友們的鼓勵下，決定參加這次

盛會，我們美中德明校友會一共 36 人出席，在周君鐸

校友的安排下，整個過程順利圓滿。對我來說長途旅行

是一種考驗，也是意志的鍛煉，這次得到許多校友對我

的關懷和幫助，無微不至的照顧，使我深深的感動和感

激，我今年 76 歲，加上健康不佳，似乎有一種迫切

感，時光的流逝不能不面對，但是在自我的感覺上並不

覺得自己衰老，要畫的畫還很多，要做的事也不少，想

要去的地方也很多，但先決條件是健康第一，謹以此文敬祝大家多多保重，生活愉快！  

編輯組按：此文作者陳海韶是旅居芝加哥嶺南派國畫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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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童軍，邁進鑽禧 

  2018 年是德明童

軍九龍第卅五旅 60 週

年紀念，為了擴大慶

祝此盛事，本旅除了

舉辦鑽禧渡假營外，

更組團探訪台灣中華

民國童軍總會及與台

灣童軍作交流，並參

與德明院校全球校友

在台灣的活動，例如在台灣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內展出本童軍旅的歷史及近年獲

獎紀錄及圖片。 

本旅歷史，長存史館 

  2018年 11月 2日本旅童軍探訪中華

民國童軍總會，榮幸得到中華民國童軍

總會蘇德祥秘書長接見，及與台灣童軍

臺北市大理高中第 289 團楓之鷹童軍團; 

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第 80

團天空虎童軍團作交流活動，並建立了

友誼。在這次的探訪活動中，更把德明

童軍旅的歷史永久存放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童軍文史館內展出。 

  德明院校全球校友在台灣的活動期間，台灣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的展覽內，展出本童軍旅的歷

史及近 10 年本旅獲獎達 60 多項的紀錄及圖片。

這展覽內的訊息，可帶給各地校友得知本旅童軍

的資訊，並知悉德明童軍至今仍然存在及服務香

港社群中。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展出本旅資訊 

領袖合影 

文：旅長 譚錦清 

本旅歷史永久存放在童軍文史館內 

 

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合照 

是次本旅順利探訪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成功

把本旅歷史永久存放在童軍文史館內及在台灣展

出本童軍旅的資訊，實有賴蔡旭生校友和前本旅

童軍隊長林志雄，在這大半年來替本旅童軍在台

的奔走及聯絡，才能達致上述的圓滿成果，在此

向兩位衷心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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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旅歷史永久存放在童軍文史館內 

 



德明童軍，凝聚香江 

  2018 年 11 月 17，18 日，本旅

為慶祝 60 週年紀念，特在薄扶林賽

馬會傷健營舉辦了鑽禧渡假營，是

次活動非常熱鬧，出席者除了現時

各童軍成員、家屬，還有來自全球

往昔德明童軍，更有離開數十年，

甚至是開旅成員的童軍，均專程返

港出席是次旅慶營活動。在營內一

起細味當年童軍生活及往昔趣事， 

歡樂之聲洋溢營內。在旅慶典禮當

日，香港德明校友會理監事、顧問等，亦有到場慶賀。 

薪火相傳、童心同德 

是次台灣探訪之旅，其中參加全球德明校友聯誼活動是重點之一，當天大會晚宴，本人與台灣

童軍的校長交談，校長說：「你們學校已結束 30 多年，竟然可以有這麼多人凝聚在一起，真是不可

思議」。台灣童軍李勇毅總團長，看到本旅童軍在台灣的探訪之旅，竟有很多老童軍出席支持。對

我們的團結和歸屬感，頗有感觸，在他的網上 面書 裡，說出對本旅童軍的感受是： 不是老兵

凋零，而是老兵不死 可見我們的薪火相傳，童心同德的精神是會被人感受得到的。 

    歡迎各校友及親友，加入德明童軍活動。報名及查詢，請與本人聯絡，電話：9832 9220 

 
全球德明校友聯誼大會童軍組別合照 

德明童軍之友會合照 

旅慶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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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身分證 NO. 回鄉證 NO. 有效日期 手機及緊急聯絡人電話 

1        

2        

香港德明校友會主辦  （機位所限名額 34 名） 

東海旅遊(香港)有限公司承辦 

 
牌照 NO.352937 

團費 HK$4788.-/65 歲以上減$100.- 

茶會宣佈 

請先與下列理事聯絡查詢及確認名額：請用手機或 WhatsApp 聯絡或電郵黃顯邦 E-mail:hpwong2012@gmail.com 

報名辦法：  統籌：黃顯邦-9036 4378  林顯強-9729 0823  楊秉權-9343 7594   李文強-9707 5380 
報名辦法：(請交回鄉證影印本，附身份證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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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方便統一處理團費，報名時請付訂金$2000，餘額 10/3/2019 前清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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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將軍澳寶琳新都城 1 期 4 座 12H 黃顯邦收 
3.或將團費存入 Wong Hin Pong 理事戶口(匯豐銀行 585-9-041435)將入數單及參加者名單及回鄉證副本電郵黃顯邦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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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報名日期（28/ 2 / 2019）機位所限 34 位額滿即止 

花期會受當時天氣或環境因素影響賞花活動，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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