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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編號 社 別 姓 名  會員編號 社 別 姓 名   會員編號 社 別 姓 名 

2114   信  陳永植   2116   義  羅耀淦    2118   義  姚傑清 
2115   義  葉振興   2117   義  譚婉貞    2119   勤  王双茗 
   

IF UNDELIVERED, PLEASE RETURN TO 
P.O.BOX No.79891 Mong Kok Post Office 
Kowloon, HONG KONG   

【為設立德明全球校友名冊事】 

本會早前擬設立全球校友名冊計劃，得到部份海外校友會、同學會及校友協

助提供，彙集接近三千位校友資料，在整理期間，有校友諮詢有關個人私隱問題 

，本會以尊重校友意見為事，當慎重起見，去信「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查詢有關問題，經該署回應，設立該名冊作為本會資料檔案備存之用，原則可以 

，但將其上載網頁可公開瀏覽，在未得有關人士同意，會涉及個人私隱，不贊同

此方法。就有關問題，經本會第四次理監事例會商議，決定將有關名冊只列為本

會檔案資料，不作上載本會網頁 ，由本屆李文強理事⾧全責管理。本會對未能實

現計劃效果，深感遺憾！對各友會及校友之支援，深表謝意！ 
 

【為邀請校友出任顧問事】 

於本會第四次理監事例會中，有理事提出，就母校立校四十載，作育英才，

莘莘學子何祗千萬，散居世界各地，從事各行各業，投身社會，服務社群。尤以

居港者眾，均事業有成。其中不乏工商翹楚、濟世各醫、甚或政界領導，光耀校

譽。本會實應邀請有關校友出任本會顧問職銜，以資表揚。由於各屆校友眾多，

本會缺乏校友資料。謹此呼籲友會或班社聯繫人，推薦有關校友（未獲選任前請

勿公開），以便本會商議遴選，誠邀出任。敬請校友鼎力支持，共襄會務！謝謝! 

本會現屆顧問：（以社序排名） 

謝國昌先生（念慈菴藥廠） 梁次震校友（義社） 甘琨禮校友（義社）   

劉才明校友（夜廉社）   莫耀強校友（夜華社）汪恩光校友（夜華社）＊上屆 

 李光華校友（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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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Tak M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53351, San Jose, CA 95153, USA 
Website:  www.tmaausa.org         E-mail:  Info@tmaausa.org 

 

親愛的德明校友： 

    美西德朋校友會深感榮幸能在三藩市灣區主辨 2020 年的全球聯誼大會，並感謝各位因應上次美西會長甄 

  碧桂公佈的初步計劃來函查詢及給予寶貴的建議。以下是籌委會提供較詳細的說明： 
 

1. 大會聚餐日期已定為 2020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地點：在屋崙市（Oakland）唐人街的金牡丹海鮮酒家

（Peony Seafood Restaurant）。 
 

2. 籌委會目前將（三藩市一日遊）項目安排在 2020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五）， 相信旅遊巴士司機更能適應繁 

忙的交通狀況。 
 

3. 公園野餐訂於 2020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舉行，主要是要避開上下班的擠迫交通情況， 三藩市灣區八月 

天氣舒適晴朗，夏季幾乎不下雨，白天長，很適合各種户外活動。 
 

4. 大會特刊考慮以電子版為主，亦計劃在聚會後出版，以期包括當時洋溢著歡樂的笑臉及相聚的情景，相信 

日後回顧將更覺溫馨。我們認為刊登商業性質的廣告與聯誼會的宗旨不符，故不準備接受廣告藉此增加收 

入。 
 

5. 大會當天將派出精美詳細的節目程序表，並詳列參加者的名字，捐款芳名等，來賓可帶回家作紀念。 
 

6. 我們將會建議一些在屋崙市及三藩市唐人街的中上級旅店給大家選訂，以交通方便，安全及價格合理為主。 
 

7. 待我們收集到較多關於校友住宿地點等資料後，將會安排適當的交通工具。 
 

8. 我們正在積極安排各活動項目的細節及估價，詳細價目可能要稍後才能確實。 
 

9. 代辨的旅行社尚未能提供明年 8 月的估價， （五日大峽谷拉斯維加斯遊）大約在美元五至六百之間。阿拉

斯（Alaska）遊輪行程價目可在下月發表。若果需要提前知道，我們可以提供 2019 年的價格作為參考。 
 

10. 美西校友會主要是要做到令大家有一個難忘的美好時光，若蒙各位熱心支援，慷慨捐助經費，美西同人將 

      不勝感激。 
 

11. 如有疑問請向各區分會負責人表達，或直接與陳伯英（Bak Chan）、 伍健儒（Ron Ng）、甄碧桂（Kay 

Chan） 查詢。 

籌委會同人再次感謝各位的意見回饋及熱烈支持鼓勵！ 

陳伯英：510-301-4924 Bak_chan@mba.berkeley.edu 

伍健儒：209-601-5636 ronmamieng@yahoo.com              

德明 2020 年世界聯誼會籌委會共同主席仝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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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十屆聯誼大會校友參加意向表 

屆別 姓  名 聯絡電話及電郵 已辦簽證 未辦簽證 參 加 不參加 

       

親友 
      

       

擬報名參加活動項目：        （請在空格內填上√） 

Ａ:美國大峽谷-拉斯維加斯或羚羊彩穴五天遊（24/8/-28/8/2020）   

Ｂ: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十屆聯誼大會晚宴(三藩市屋崙) (29/8/2020)   

Ｃ:三藩市半日遊（公園野餐）（30/8/2020 星期日）   

Ｄ:亞拉斯加十天郵輪團 （三藩市上落船） （31/8/-9/9/2020）   

計劃前往安排：                     （請在空格內填上√） 

１:自行前往 

２:由校友會統籌代訂機票連酒店套票 

３:由校友會組織十㇐天黃石公園旅行團(宴前)（20/8/-30/8/2020） 

４:由校友會組織十㇐天黃石公園旅行團(宴後)（27/8/-6/9/2020） 

由美西校友會接辦「德明院校全球校友第十屆聯誼大會」，已定於 2020 年 8 月 29 日（星期六）在三藩

市舉辦，初步活動構思請參閱左列美西校友會來函，該會理事正密鑼緊鼓籌備中。雖然距舉辦日期尚有年餘 

，唯港美天涯㇐方，策劃需時，為方便本會統籌工作，協助美西校友會獲得充分資料，以便活動安排得到盡

善盡美，賓至如歸。 

本會為收集在港校友屆時出席大會之意欲，特編列（意向表）以彙集有關資料，由於時間尚早，有關活

動費用未能提供，落實後將儘快公佈，敬請各校友填寫下列表格交回本會，所填事項只作參考，不是承諾必

定出席參加，謝謝大家支持合作，共襄盛會！交回表格（或複印）方法： 

1. 郵寄本會信箱—旺角郵政信箱 79891 號 

2. 本會電郵 hktakmingaa@hotmail.com 或 （李文強理事⾧）mklee1724@yahoo.com.hk 

3. WhatsApp： 9707 5380（李文強理事⾧） 

敬請留意：美國簽證繁複需時，請預早辦妥，免有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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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收集：將作為本會記錄列入名冊及聯絡用 



                                         印 度 行  

         在二月一個冬天的早上，新德里上空橫抹著一層薄霰，在 7℃的灰濛街道上走著，涼風習習。想不 

 到位於熱帶季風氣候區的印度，這季節也可以如此寒冷。   
路邊的樹雖然大多

沒有了葉子，但見枝條

交錯，可想夏天繁茂叢

密的樣子 。遠看山野灌

木叢生，坡地衰草濛濛 
，顯出冬季內陸季風的

乾旱。這裏的河流水源

尚算充足，野外耕地可

見淺綠色的作物，連綿 
 成片；山麓、河岸邊、屋旁都有綠樹圍繞。愈近中午，和煦的陽光普照著 
 大地：人們三五成群圍著火堆取暖，共 
 享溫暖的日光浴！ 
   在印度的大小城鎮裏，都能接觸到 
 不少的動物：如棲止於電線杆和樹枝上 
 的 鳥雀，動靜有序，佇立成行。路邊悠 
 閒地走動著印度人尊崇的聖牛，隨意所

之 ；
還有 
不少的狗兒，坐臥奔走，動

靜交錯；小鎮上還可見不少

走地豬 ，山羊三五成群在小

巷走動或沙地上晒太陽；協

助搬運還的有馬、駱駝、和

大象等等力士；好玩伴的還  
有蛇、猴子、和松鼠等等跟人們相處融洽，構成一幅生態融和 
的圖畫！ 

   印度屬古老大陸，亦有大幅沖積平原和半乾旱的草原，所 
 以在北部城鎮的建築不少是就地取材，尤其是舊建築物和鄉鎮房屋，多採用紅砂岩。例如阿格拉的紅 
 堡（ Red Fort, Agra）是用紅色砂岩建成，原本是雨量充足、農產豐盛作為蒙哥兒皇朝（Mughal  
 dynasty，公元 1573 年）首都之地，因為氣候變化漸趨乾旱而遷都德里，遂留下這座紅色皇城！齋浦 
 爾（Jaipur） 的風之宮殿（Hawa Mahal）及附近一帶的古塔，也是著名的紅砂岩建築群，蔚為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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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篇）                                               (仁社)   龍顏 

  阿格拉附近的泰姬陵（Taj Mahal） 是世界著名七大

建築奇景之一，主結構由白色大理石建成，鑲上產於印

度各地的彩色寶石作為圖案，美輪美奐。印度半島寶石

及半寶石產量甚多，例如前者有鑽石、綠玉、紅、藍、

綠寶石、琥珀、珍珠等 ；後者多彩色繽紛的蛋白石、鋯

石等等，工匠成

行，工藝傳統精

湛，製作珍寶藝

術成品不少。 
         北部草原有

黑色沃土，配合

適當雨量及水源可

以種植小麥和棉花 
，冬種雜糧，所見

荒地不多。再北則為山地，土壤較為貧瘠，冬季不見莊 
稼甚至任何花卉，在喀什米爾衹見各類針葉樹林，如松、

杉、柏之類植物。 
         而且呈現 一個冰雪山地，遍地積雪，中低地為針葉林

和部份仍有未結冰的河流，環境十分靜謐，藍天白雪，仿 
似仙境！冬天生態頗為沈寂：城鎮偶爾看到飛鳥，隨著住民活動的馬群，黝黑寂靜狀態的樹，其餘如農 
舍的炊煙、車聲、偶過的談話聲、以及定時司訇的誦經聲，又一境界。夏天則迥然不同：羊群上山尋草

去；農人種植時花蔬果、以至煙草特產、各類珍禽異獸出現，湖泊水草蓮花、魚蹤處處，景象相對熱鬧 
得多！ 
  環境方面：在

北印低地一般而言 
，大城市空氣污染

明顯！這與沙麈、 

炊煙、冬季時燒煙 

、交通及工業廢氣

有關，而以垃圾污染問題最為嚴重！ 所見原因主要是垃圾缺乏清理，路邊垃圾堆積，動物排泄及尋撥廢 

物（牛、狗、鳥類較多：個别地區則有

羊、猪等等），市建設備較為落後，舊

屋較多，公民環保意識不足，不知為何

至今問題仍難解決。 
河道污染亦與垃圾有關，下雨後積

水難消，仍偶見居民隨地小解。即使在

喀什米爾鄉鎮地區 ，河流廢物污染亦

明顯嚴重！此外，城市道路交通響號普遍，各類車輛習以為常，造成噪音污染。 

印度環境保護措施有所開展，如垃圾分類，少用塑膠 宣傳標誌等等，成效如何？

還望這全球人口第二多的文明古國繼續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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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理事梁世恒校友、梁鄭鳳珍女士伉儷之公子梁子浩先生，與郭沛然先生、郭許艷群女士

伉儷之千金郭燕玲小姐，於本年五月三十日成婚之喜，是晚假座尖沙咀譽宴星海宴會廳設宴

款待乾坤兩宅親友，並即席舉行結婚註冊儀式，是晚親朋滿座，喜氣洋溢。本會理監事獲邀

出席，齊賀梁世恒理事新翁之喜，並祝㇐對新人百年好合！永結同心！早生貴子！ 

雷育懿（Gine Lui）校友曾在德明就

讀小五至中一，1966 年離港赴美紐約，希望

尋找當年同班好友 鄧蓮芳。 

記憶中她父親於 60 年代在亞皆老街先施對

面開涼茶舖，雷校友於 1953 年出生，相信

她亦差不多，請各方校友代為尋找。謝謝！

可聯絡雷校友。 

電話 : +1 917 5185859 

E-mail : ginelui@yahoo.com 

 

於紐西蘭 趙瑞蘭（Andrea）校友尋找

失散三十多年同學 何艷貞，因急於返紐，

希望協助她們相聚。 

※在謝志芳理事及黃顯邦理事協助下經已聯

絡上，謝謝！ 

守望相助，事半功倍 

 

居美（英中誠社）余永安校友尋找該社失聯校友，希望各方校友協助，達至所願！聯繫

方法，請與校友會李文強理事長（+852 9707 5380）聯絡。 

尋訪校友： 

陳應活 陳億韜 陳灼榮 陳紹基 鄧煜勳 鄧耀榮 梁英才 梁錦源  

黃昌盛 黃志強 黃植榮 黃卓民 黃志誠 黃沛霖 鄺炳炎 丁士龍  

蘇漢強 岑永堅 潘繼明  

  

誠徵文稿：文稿請以 Word doc.程式 E-mail : lukcw_2000@yahoo.com.hk (陸嗣偉) 

                                       E-mail : mklee1724@yahoo.com.hk (李文強) 

 本刊園地，絕對公開，不論詩詞歌賦，書法彩繪，攝影沙龍，同學班

社活動花絮，聚會剪影，不涉政治，不求稿酬，無任歡迎，謝謝賜稿。 

（編輯小組啟） 6 



 

 

 

社同學在黃偉豪校友、雷健仁校友及吳崇鉶校友聯繫下，

經常舉辦茶聚或晚飯互道家常，喜笑顏開。附圖乃月前該社校

友聚會留影。據聞該社同學正策劃本年度活動，讓同學得以偷

閒取樂。該社更提早知會校友參加本會校慶晚宴，謹致謝意！ 

義

有關義社 2019 年 11 月各項活動的通知 
義社將於本年 11 月，維持過去多年的傳統，在香港舉辦週年聚餐，短途旅遊，並鼓勵同學參加香港德明

校友會的週年校慶聚餐活動。有關各項活動的詳情，敬請參閱附件，並請各義社同學們踴躍報名參加。    

黃偉豪（義社） 

2019 年 11 月香港德明義社各項活動報名及收費辦法如下： 

1. 11 月 9 日香港德明校友會週年聚餐 （地點：九龍旺角彌敦道 612 號倫敦大酒樓） 

費用：（待校友會通知） 

※參加義社同學敬請在出席晚宴時現場付款。如報名後屆時無故缺席者，需補付全數餐費。 

2. 11 月 10 日德明義社週年聚餐 （地點：香港中區嶺南會所） 

費用：每人港幣 400 元正 

※參加者請於 2019 年 9 月 30 日前將名單通知在港＂吳崇鉶同學＂或＂黃偉豪同學＂。 

3.  11 月 11 日—17 日義社 2019【貴州山水美景七天純玩直航團】（詳細行程請向黃偉豪同學查詢） 

費用：每位港幣 5,880.00 （60-69 歲減 HK$80.-；70 歲以上減 HK$120.-；單人房附加費

HK$1,800.-；需旅遊綜合保險者每位保費 HK$242.-以上團費已包導遊及領隊服務費，機場建設稅及

保安稅。） 

報名：請於 2019 年 8 月 10 日前向黃偉豪報名及 2019 年 8 月底前將費用以下列其中㇐種方式繳付： 

ａ.直接將費用存入「東海旅遊」銀行帳戶，將存款收據寫上姓名，以電郵，WhatsApp 或 WeChat 傳 

給黃偉豪。＞＞＞電郵：whw19490@netvigator.com。／吳崇鉶電郵：matesland@yahoo.com.hk 

東海帳戶名稱：”東海旅遊（香港）有限公司”/ ”Eastrn Coast Travel (HK) Limited” 

HSBC  636-532-301-838  /  Bank of China(HK)：012-677-000-17877 

b.存款至（黃偉豪）在香港 HSBC 帳戶，將存款收據寫上姓名，以電郵，WhatsApp 或 WeChat 傳給黃

偉豪。 （私隱保障銀行戶口請直接與黃偉豪校友聯絡） 

報名須知：1.請提供中英文姓名（必須以進入中國內地證件相同）及出生日期。 

2.所有旅遊證件資料包括國籍/證件號碼/證件有效日期/回鄉卡及香港身份證號碼。 

3.如須證明函件辦理中國簽證者，請在報名時說明。 

4.請說明是否要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7 



 

備註： 

1.如參加人數不足 20 人，是次旅遊活動取消，團費全數退回。 

2.全包團費以 30 人成團為標準團費$748 收取，成團

後，按上表人數團費調整，出發時多除少補。單入房附加費 

全程@HK$350.00，團費已包內地導遊及司機全程服務費。 

3.交付團費請以支票或現金存入林顯強理事匯豐銀行帳戶 

032-548927-833.請將入數紙及報名表 WhatsApp.林理事確認 

4.敬請注意本團將以深圳集散，不設直通巴接送。 

5.出發集合地點：是日早上 08:30 東鐵落馬洲港鐵站外屈臣氏

店集合，向本會林顯強理事報到，屆時有本會標誌識認。 

6.出發前一天本會林顯強理事以信息或 WhatsApp 溫馨提示。 

7.為保障利益，建議購買個人綜合旅遊保險，全程保費 

成人：@HK$59.00，17 歲以下小童@HK$35.00 蘇黎世保險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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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個人資料只供本會名冊及有關旅行社、酒店、保險及出入境機關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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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請與本會林顯強理事聯絡： 

電話或 WhatsApp：9729 0823 

荃灣南豐中心六樓 625 室 電話：2777 7000 


	三期會訊1
	三期會訊2
	三期會訊3
	三期會訊４
	三期會訊５
	三期會訊6
	三期會訊7
	三期會訊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