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 明 會 訊

【香港德明校友會（2018-2021）年度理監事名單】   永遠名譽會長：黃文莊老師   會   長：楊秉權(剛)   理 事 長：李文強強強強(夜毅)        監事長：鄧祖鵬老師   副理事長(內務)：陸嗣偉(仁)       評 議：何定樑老師   副理事長(外務)：陳錦棠(毅)         稽 核：雷健仁(義)   秘書：俞美莉(毅)            審 查：梁少震(興)    財務：梁榮光(自)            監 事：陳仕鈴(夜誠)   會籍：梁紹深(華)  譚錦清(善)   學術：蘇鳳儀(毅)  梁美玲(夜勤)   文書：楊國興(華)   康樂：黃顯邦(誠)  林顯強(夜仁)   總務：袁惠忠(夜毅) 李順瑤(夜廉)    聯誼：謝志芳(信)  馬燕薇(夜國)   公關：梁世恒(建)   候補理監事：陳建國(義) 

                                                                                                         本會網址：http://www.hktmaa.org                          日期：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主編：陸嗣偉   電  話：(852) 8106 0574                                        2015／／／／2018 年度第十一期       編委：蘇鳳儀 梁美玲 李順瑤 E-mail：hktakmingaa@hotmail.com            （非賣品）                     楊國興 袁惠忠 李文強 相關網頁：http://www.35scout.dyndns.org  (德明童軍)  http://www.tmaausa.org  (美西) http://www.takmingalumni.com  (加西)    
http://www.takmingny.org 美東 E-mail:yum10001@yahoo.com 美中 info@newschinatown.com 紐英崙 http://www.tmaa.ca 加東  

 

【【【【通通通通        告告告告】】】】    
事由：為公告（2018/2021）年度會長及理監事選舉結果事 敬啟者： 本會（2018/2021）年度會長及理監事選舉投票事，已於 15/6/2018 結束，並於 2018 年 

6月 20 日第十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由鄧祖鵬監事長及何定樑評議監督下點算選票，結果如下 
1.李文強(87)      2.楊秉權(83)    3.何定樑(82)     4.鄧祖鵬(78)    5.俞美莉(71)     6.陸嗣偉(69) 

7.謝志芳(58)      8.蘇鳳儀(52)    9.楊國興(50)   10.陳錦棠(47)   11.袁惠忠(42)   12.梁世恒(42) 

13.李順瑤(40)  14.梁美玲(39)  15.譚錦清(39)   16.梁少震(38)   17.黃玉如(38)   18.陳仕鈴(36) 

19.雷健仁(33)  20.梁榮光(33)  21.甘琨禮(31)   22.黃顯邦(30)   23.梁紹深(26)   24.林顯强(25) 

25.馬燕薇(25)  26.陳建國(24)。 （得票數目） 

2-是次選舉寄出選票共 768 張(100%)，收回選票共 112 張（16%），廢票 2 張。 

3-經會長楊秉權聯絡當選校友諮詢其出任理事之意願，（義社）甘琨禮校友及（夜華）黃玉如校友 表示不會出任理監事，按上次例會之議決，由隨後票數之候選人 23.梁紹深(26)，25.馬燕薇(25) 依序遞補。其餘兩位 24.林顯强(25) 26.陳建國(24)則列為候補理事。    此致    全體會員校友  台啟                         香港德明校友會(2015-2018)會 長：楊秉權                                      監事長：鄧祖鵬                                秘 書：俞美莉 謹啟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五日 

IF UNDELIVERED, PLEASE RETURN TO 
P.O.BOX No.79891 Mong Kok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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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活動：廣達電腦公司/德明科技大學 
日  期；2018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 

集合時間：上午九時三十分 

出發時間：上午十時正 （安排專車在集合地點接送） 

集合地點：中正紀念堂 （自行前往集合地點，自由廣場牌坊下） 

專車分流：集合後，分兩批各自前往廣達或科大，回程各自對調目的地。 

活動時間：10:00—14:00（廣達電腦公司）/14:00—16:30（德明科技大學校園） 

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九屆聯誼大會晚宴： 
地  點：台北萬豪酒店（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199 號 電話：+886-2-8502-9999） 

日  期；2018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 

開始時間：下午六時三十分 

※於參訪活動完畢，可乘接送專車前往，散席後不設專車服務。 

※請憑參加證入席，早前預約安排座位或有更改，敬祈依號入座。 

台北市內一天遊： 
日  期；2018 年 11 月 4 日（星期日） 

集合時間：上午八時三十分 

集合地點：校友住宿酒店（集體訂住）門前，個別散居校友請自行前往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活動行程：臺北車站東三門集合→士林官邸→中正紀念堂→深坑豆腐街 (包午餐豆腐宴) → 

淡水漁人碼頭→淡水老街→回程臺北 

 
台灣環島四天遊： 
日  期；2018 年 11 月 5 日（星期一）--2018 年 11 月 8 日（星期四） 

集合時間：上午八三十分 

集合地點：校友住宿酒店（集體訂住）門前，個別散居校友請自行前往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活動行程：（第一天）台北→宜蘭幾米廣場→丟丟噹森林公園→蘇花公路→清水斷崖→花蓮七星潭→ 

太魯閣國家公園→花蓮東大門夜市。夜宿花蓮麗麗哲園飯店或同等級飯店。 

午餐（早／晚餐自理）。 

      （第二天）花蓮→光復糖廠→瑞穗牧場→北迴歸線標誌→掃叭石柱→伯朗大道→池上飯包故

事館→台東鐵道藝術村。夜宿五星級知本金聯世紀酒店或同等級飯店。（早/午/晚餐）。 

      （第三天）知本→車城福安宫→神明點鈔機→高雄→佛陀紀念館→左營（(高鐵站部份團友 

離隊乘搭下午 4 時至 4 時半高鐵回台北）→駁二藝術特區→六合夜市。 

（早/午萬巒豬腳/晚餐自理）。 

      （第四天）高雄→日月潭→乘遊艇遊湖→中台禪寺→茶園品茶→台北車站。 

                             （早／午餐花生養生料理）。 
 



 

報到領取參加證之安排：各位校友在 11 月 2 日抵台後，請到指定地點報到領取出席證。 

時間︰下午七時至下午九時 

地點︰台北市信義區松仁路 28 號寶麗廣場 2 樓 A3 BELLAVITA 餐廳（捷運板南線市政府站 3 號出口                                                       

※為避免擠迫，請各社推派代表前往領取，多謝合作。 

※未能於該日領取者，可於 3/11 晚宴會場領取，但為避免屆時做成混亂，請各校友預先領證為佳。 

保險責任：為顧慮各參加者參加活動時，倘遇意外得到保障賠償，主辦單位作出下列安排- 

1.團體活動責任意外保險（受保範圍只限 3/11/2018 參訪活動行程期間及晚宴會場內）。 

2.（一天遊）及（四天遊）由承辦旅行社安排行程內之平安保險（免費）其他事故不在保障範圍。 

3.所有參加旅遊團校友在報名時未有提供個人資料（出生日期，英文姓名，護照號碼）者，請向所

屬單位提供轉交有關旅行社。 

3.以上保障只限參加有關活動日期之參加者，其餘留台活動日程，參加者須自行購買出發地來回全

程旅遊綜合保險，以確保旅行期間獲得妥善保障，有關資料請向屬地保險公司查詢。 

交通安排： 
1.除 3/11 全日之參訪活動及前往晚宴會場由大會提供專車外，晚宴散席及其他活動須自行安排。 

2.旅行集合地點，旅行社會安排旅遊巴士往校友集體已預訂住宿酒店（一樂園）（洛碁松江館） 

（天成）（柯達長安酒店）等接載參加者，非住宿該等酒店者，請自行前往台北車站東三門集合。 

聯絡查詢： 
1.在台活動期間如有查詢各項活動資料或需支援協助，請與香港德明（台灣）校友會秘書梁念遠聯

絡（電話：+(886)932208730）或電郵（nyleung@libertytimes.com.tw）或其他校友會代表。 

2.本版頁備忘錄由香港德明（台灣）校友會提供資料，所有活動之編配以該會、承辦旅行社及酒店 

 安排為最後決定，如未能滿足各社校友要求，敬請體諒！ 

3.如有任何更改將透過香港明校友會網頁公佈（www.hktmaa.org）敬請隨時瀏覽。同時會通知各友

會及班社代表。在領取參加證時，將派發最新之訊息資料及敬請留意 3/11 晚宴之現埸報告。 

香港德明校友會代辦機票及酒店套票安排： （詳細資料稍後個別提供） 

1.本會代辦旅遊套票（A 款四天套票）16 位，（B 款八天套票）67 位共 83 位。 

去程日期及時間：       2/11/2018      11:05/12:50  中華航空公司 CI 904  ※全部參加校友 

回程日期及時間：（Ａ款）5/11/2018      18:05/20:10  中華航空公司 CI 621   ※共 15 位校友 

（Ｂ款）首班 9/11/2018  14:40/16:45  中華航空公司 CI 915   ※共 32 位校友

次班 9/11/2018  16:40/18:40  中華航空公司 CI 919   ※共 32 位校友 

※另 4 位校友調整班次已作安排，由於航班及機位擠踴回程安排恕難更改，敬請體諒! 

2.代訂酒店房間者共 30 位已作安排。3/11 晚宴散席，由本會安排住宿柯達之校友免費專車回酒店 

3.去程當天東海旅行社會派職員在機場協助辦理登機手續，抵達桃園機場會有職員接機及安排專車

接往酒店，協助辦理入住手續。回程日請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機場。 

4.由於東海旅行社與台方代理出現問題，故原先安排入住華泰王子酒店已取消，現更改入住台北柯

達（長安）酒店，經委託台校友會協助派人查勘該酒店與華泰同級及剛重新裝修。不便處請諒！ 

由李文強副理事長統籌之台灣大會致賀團：（借篇幅通知） 
該團已獲 69 位校友及家屬參加，東海旅行社安排兩團同時出發，日期由 31/10/2018 至

5/11/2018，行程由高雄、墾丁、嘉義、台中、新竹至台北。其他資料將個別通知有關參加者。 

３ 



 
 
 

 

 

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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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聯絡電話或電郵＿＿＿＿＿＿＿＿＿＿＿＿＿ 

 

茲訂購 10/1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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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與各理監事聯絡： 

 預訂餐券請聯絡我們  
楊秉權 (9343 7594) 陳錦棠 (9727 0417) 李文強 (9707 5380)       俞美莉 (9751 6150) 
梁榮光 (6103 5183) 陸嗣偉 (9209 3801) 蘇鳳儀 (9195 1833)       梁紹深 (9259 4186) 
譚錦清 (9832 9220) 梁美玲 (9809 5268)    袁惠忠 (9376 2270)    黃顯邦 (9036 4378) 
楊國興 (9164 3795) 李順瑤 (9079 1699) 謝志芳 (6097 6447)       梁世恆 (6836 8399) 
鄧祖鵬 (6134 9779) 何定樑 (9209 5468)    陳建國 (9181 7161)    陳仕鈴 (9080 9074) 
雷健仁 (9034 6015)    張再華 (9499 3047)    黃紹光 (9483 3784)       梁少震 (5103 7045) 

為方便統籌處理，可直接 WhatsApp 或電郵下列理事 
馬燕薇 (9029 2121) rebeccachen@aliyun.com 
 林顯強 (9729 0823) hinkeungl@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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