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龍王黃志雄

陳保成

今年吾易發(註：非’唔’易發，均指 5 月 28 日)
舉行了我會會員週年大會。當天重選執行委員會；
出席全體會員，均熱烈提名，踴躍投票，高度體驗
民主精神。本會會員全為榮譽童軍，信譽及才能均
為人所信賴；各會員其實都能獨當一面，無論何人
當選，定能稱職負責完成任期。肯定既無爛蘋果的
選擇，又無補選餘下任期的擔憂。會後聚餐，如往
年安排，在西灣河水警總部舉行；席間認識了一位
來自多倫多的會員黃志雄(William，熟朋友取諧音多呼「烏龍王」；其實他為人甚為精
明，大家細讀下文便知)，他就是我們今期要介紹的主角。
William Wong 是一個極普遍的名字，黃志雄特別提出，他不
是香港童軍會榮譽童軍名單上的 William Wong。因為他的榮譽童
軍獎章是在英國完成，是英女皇伊利莎白二世在 1974 年聖佐治
日在溫莎堡儀式上頒授予他的。想他是我會眾多會員中有幸獲得
英女皇親授此榮譽的唯一一人。原來 William 早於 1967 年就讀於
西區聖伯多祿中學時便參加了該校港島第 55 旅的童軍團。在那
裡他認識了學長謝潤材(Edward)， Edward 在童軍活動方面是
William 的大師兄；除給他指導外，亦對他往後的童軍生涯起了
莫大影響，
「材叔」是港島著名的童軍癡，William 受他的薰陶，
亦對童軍運動貢獻了一生。Edward 完成了中三課程，便離開了聖伯多祿中學及告辭了
港島第 55 旅；轉而投入了港島第 7 旅。William 仍不 時與 Edward 保持聯絡，在 Edward
考獲榮譽童軍獎章後，受他的獎章及獎狀吸引下，William 也立志向此目標進發。但當
時港島第 55 旅從未有人得此榮譽，領袖也不知如何給予指引。William 榮譽之路因此走
得特別艱辛，幸得 Edward 給予明燈，從旁指導如何訂下榮譽階梯、參加何許課程、學
習那些應有技能等等，都一一盡給點化。
William 在 55 旅，渡過了 5 年光景；完成中學
課程後，往英國升學。他參加了大倫敦區倫敦德理
(Londondery, Greater London Region)第 19 旅深資童
軍團，在那裡他繼續了他在香港未完成的榮譽童軍
獎章要求。1974 年終於如願已賞考獲榮譽童軍獎
章。在榮譽童軍獎章的遠足探險測試中，William 記
得另有 5 名來自其他兩旅團的深資童軍，在一個 9
月的長週末，一行 6 人要走整整 4 日 3 夜、 步行了 60 多英哩；有部份路段是環繞著基
維爾營地附近清福郡(Chingford)。在基維爾營地露宿的那晚，氣溫驟降至冰點；同行各

人都要把所有隨身衣 服穿上保暖，好不容易才挨到天亮。
1975 年，William 回港在紅磡理工學院唸工商管理學；在此期間，William 未有停止
童軍活動；他受 Edward 的感染參加了港島 第 7 旅，擔任深資童軍副團長。於 1976 至
1978 年間，兼任西區專章秘書，並考獲愛丁堡公爵計劃的銅、銀和金章。在木章訓練班
中，認識了同班的陳偉傑、 江志源(現第 7 旅旅長)、黃彩金(會員黃來彬的兄長)等一眾
港島地域領袖。
在完成理工 3 年制的高級文憑課程後，William 留港工作了
半年，便回到英國在倫敦大學完成他的工商管理學位，並同時
取得英國銀行學會會士 及英國特許會計師公會會員資格。 學
成歸港，在銀行工作了約兩年，William 於 1982 年移居加拿大
多倫多市。在安頓後，William 馬上又投身童軍活動，加入了 313
旅任童軍副團長(Scout Counsellor)。1989 年加入香港舊童軍會任
委員，1990 年與這批志同道合之仕籌組了大多倫多區當時唯一
的華人童軍旅－多倫多第 11 旅。
1991 年成立初期，第 11 旅只有幼童軍及童軍
兩個支部，成員亦不過 40 人；該 旅現時已發展成
為一個非常完善的旅團，5 個支部分別由來自香港
的舊童軍領袖帶領，計樂行童軍團由姚禮遜
(Stephen Yiu)主持、深資童軍團由黃紹光主持、童軍
團由霍秉賢(Eric Fok)主持、幼童軍團由何江生(Joe
Ho)主持及小童軍團由陳治衛(Alex Chan)主持。該旅
團現已為安大略省及大多倫多區最強大旅團之一，
總人數超過 300 人。每年授勳儀式就有如香港童軍大會操。或許他們可考慮在此期間主
辦 一個北美香港舊童軍聚會，我會會員亦可每年相約組團到訪，並順道遊覽。
William 有仙人指路，童軍歷程數十年來，一帆風順。在北美異鄉能建立如此網絡，
雖非個人之力仍實乃成功典範。William 為生活奮 鬥，路途卻多番波折。1982 年移民加
拿大初期，因沒有「加拿大」經驗，William 花了 6 個月都未能找到工作；於是進入多
倫多大學唸了工商管理碩士課 程及完成了加拿大會計師專業資格。在學期間，經大學
就業輔導處轉介幹了一些臨時工作，藉此獲得加拿大工作經驗。William 終於在華埠的
一家會計師行找到他的第一份全職工作，擔當簿記員性質的職務；每天計算機上加加減
減，在帳簿上抄抄寫寫，在那裡擱了一年光景，極不是味道，於是毅然辭掉工作。兩個
月後， William 在台灣國際商業銀行(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信貸部找到
了另一份工作。又兩年後，他轉到蒙特利爾銀行(Bank of Montreal)在多倫多華人聚居的
士加堡地區負責拓展樓按服務。William 在 BOM 服務 10 年，樹立了良好聲譽；1996 年

被獵頭公司挖角到加拿 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任該行的樓宇按揭業務專
員。高薪厚職，William 非常滿意現在的工作。
William1982 年結婚，太太 Agnes 亦是童軍中
人，曾參加第 9 屆港島見習領袖訓練班，共育有一
子兩女，全為多倫多第 11 旅成員。 William 因長子
Oliver 5 歲時要加入童軍運動，1994 年本為該旅財務
委員的他特別開創了小童軍支部，並親任領袖；直
至 2002 年被選為旅務委員會主席時止，William 服
務了小童軍支部共 9 年。除服務第 11 旅外，William
在 Agricourt 區亦擔任訓練工作，他也是加拿大華人
童軍領袖協會的幹事，負責會員推廣及多倫多區華人領袖的訓練。
去年在多倫多舉行的加拿大全國華裔童軍大
露營，William 是大露營助理總主任兼司庫，負起
有關財務的一切事宜；他除出力外，還以第 11 旅 的
名義捐出 5 仟加幣作為大露營開辦經費。William
發揮專業財管精神，表現出色；結果大露營整個活
動省下超過萬元加幣的盈餘。
William 數十年來熱愛童軍運動，自從 1967 年
加入港島第 55 旅以來，不論身處何地亦可謂從未
間斷；為此，更投入了畢生精力，對童軍運 動作
出了貢獻。William 現積極培育愛子 Oliver 繼承他的
童軍精神，預計 Oliver 今年 9 月考取探險章後，年
底便能完成榮譽童軍獎章內所有的要 求；除我會
會員黃紹光、黃建中兄弟同為榮譽童軍外；屆時 William 父子同科，也可傳為佳話。
William 投身童軍運動多年，獲嘉許無數，包括加拿大童軍會頒授的 Certificate of
Good Service, Medal of Good Service and Medal of Merit；其中 Medal of Merit 剛於今年 4
月與第 11 旅其他 3 位領袖一同獲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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