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浩明會長專訪

陳保成

戚浩明先生在就任本會會長前，相信認識他的會員不多；戚會長
是筆者所屬旅團港島第 17 旅的大師兄，既是筆者少年時的童軍典範，
又是由筆者早年引介入會，現由筆者執筆介紹會長乃自然不過之事。

會長中、小學均就讀於港島筲箕灣慈幼學校，1956 年 12 歲加入
該校港島第 17 旅童軍團。筆者猶記得我會前主席李鐵擎(James LEE)
曾說過他所屬的聖類斯學校港島第 16 旅與慈幼學校港島第 17 旅有一
些淵源。慈幼學校始建於 1951 年在筲箕灣柴灣道 16 號現址，慈幼會修院傍。建校初期，只有
中文小學部，至 1955 年建成胡文虎紀念樓才擴展至中、英文中學部。因與聖類斯中學同屬天主
教鮑斯高慈幼會，建校伊始，成立童軍旅團，註冊為港島第 17 旅；乃有兄弟旅團之意，旅巾亦
分港島 16 旅全藍色的一半而為左藍右白。James 在 1951、1952 年參與深資童軍高級章考驗期
間，就因此曾被派往剛成立的 17 旅作服務。其後港島 16 旅的指導司鐸施彌鐸神父(Fr. A. J. Smith)
從聖類斯中學調派往慈幼中學後便出任港島 17 旅的指導司鐸。慈幼學校遵循會祖聖若望鮑斯高
神父的教導，秉承基督精神，培養學生從靈、德、智、體、群、美六育上均衡發展。校徽左方紅
色十字架，代表基督精神，右方的火炬象徵校訓「點燃火炬、照耀人群」
，校徽底的拉丁文 Alere
Flamman 也正是此校訓寓意要有服務人群的精神。慈幼會辦學宗旨與童軍以培育青少年五育及
服務社會的抱負如出一轍，所以學校非常鼓勵學生參與童軍活動，童軍團雖成立初期，亦已有十
餘人，並繼而壯大。

童軍團崇尚小隊制，會長加入第 17 旅時，童軍團長是少時曾當過中國童子軍的一位小學老
師梁光文先生。會長甫入伍，便以身高被指派為隊副，同隊黃兆培較高被委為隊長，隊員尚有已
故會員萬陸和(後轉投港島第 64 旅，於 1963 年與會長同獲頒榮譽童軍獎章)。少年人都喜與同儕
參加富挑戰、刺激而又新鮮的活動，加入第 17 旅後，驟然多了一班同齡玩伴，又兼任隊副，其
後更升任隊長及團隊長。會長的童軍團生活過得多采多姿，
課餘時間都全投進童軍活動。會長非常主動及自發組織隊員
集會訓練，不懈地追求技術之提升，在童軍團與深資童軍團
期間考獲專章無數。1963 年獲頒榮譽童軍獎章，是第 17 旅
的第一人，既是先驅，也成為後來者的典範，為該旅開創了
一條榮譽之路；1965 年至 1970 年間，該旅榮譽童軍數目再
多添 10 人，可謂盛極一時。右圖是會長與多位榮譽童軍於
1963 年聖佐治日領取榮譽童軍證書後與總領袖柏立基爵士
合照；後排右二是會長，前排右二是會員鄧紀寧。

據黃兆培憶述，他入團之初，梁團長因事忙無暇照顧團務，集會每當無所事事；隊員有如
穿著制服之街童，在校內追逐遊蕩，紀律散渙。其時，出身自港島第 7 旅的盧和鐳就讀於慈幼高
中，自動請纓擔任副團長，帶領一眾小兄弟正式納入童軍活動之正軌，指導團員按步就班提升童

軍技能及如何考取專章。盧團長於童軍團服務了 2 年，為第 17 旅童軍活動奠下了良好基礎後因
進入慈幼修院而離開。

現在深資童軍年齡為 15 至 21 歲，舊制深資童軍年限為 18 歲。當年就有不少童軍因為未
能在其 18 週歲生日前達標，無緣取得榮譽童軍獎章而遺憾終身。1965 年，會長高中畢業離開
慈幼學校，因當時已年屆 20，故淡出第 17 旅。

上圖為第 17 旅童軍團於 1958 年首次到柴灣營地露營所攝；前排左一便是當時 Kestrel
Patrol 副隊長的會長，前排右二為領袖盧和鐳，其左傍是萬陸和，正故意展示剛考獲之中級章。
相片由隊長黃兆培所攝，故未有入鏡。

會長其後亦曾參與 1957 年 10 月 19 至 22 日在新
st

界金錢村舉行的首次全港性「香港童子軍大露營」(1

Colony Jamboree)，1961 年 12 月 27 日至翌年 1 月 2
日在現九龍仔公園舉行之香港首次國際大露營「香港金
禧大露營」(Hong Kong Golden Jubilee Jamboree)及於
1968 年台灣童子軍日(見右圖)。

20 世紀 60 年代為香港紡織業發展蓬勃時期，會長中學畢業，初入社會謀事；首份工作便
是推銷紡織機械，夜間就讀紅磡理工學院紡織文憑課程。1969 年加入南豐紗廠任棉紗及布帛之
市場推銷；1972 年自立門戶，現為保達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經營布匹與成衣製造及銷售，目
前以中國為生產基地製造成衣，而在美國紐約直接批發與各大百貨公司。

在社會服務方面，會長於 1975 年加入觀塘獅子會，1985 至 1986 年擔任該會會長一職，
期間曾帶領 30 餘名獅兄獅嫂往訪多倫多，並與多倫多國泰獅子會及紐約華爾街獅子會結盟為姊
妹會；1986 至 1987 年被委為香港 303 區轄下第 4 分域主席。

會長祖籍江蘇省無錫市轄下江陰縣級市。會長事業有成，飲水思源，不忘回鄉造福桑梓。
1990 年 12 月 16 日與江陰市旅港同鄉數十人創立江陰市旅港同鄉會並任創會會長。1988 年與
胞弟戚浩淵以其父名義遂設立戚維駿(桂壽)獎學基金，鼓勵學生勤奮學習，以培養優秀人才為宗
旨，是江陰市設立的第一個獎學基金，獎勵對象為江陰市每年經全國高考統一招生成績突出、品
學兼優升讀大學本科前 6 名的應屆畢業生。戚氏獎學金對家鄉廣大學子不僅是物質上的資助，更
重要的是一種巨大的精神激勵，獲獎同學大都能一一被清華、北大、復旦和交通等一級院校所錄
取；20 餘年來，已有百餘人受惠。90 年代初
開始，亦捐助貧困家庭的小學兒童升讀中學，
後因國家實施全民初中免費教育而停止；

會長家有 3 子 2 媳、1 孫，太太則長居
加拿大亞省卡加里市，因此時常穿梭上海、香
港、美、加各地。右圖為會長 2006 年所攝全
家福相片。

會長離開 17 旅後，一直對童軍的熱誠未有減
退，1966 年 1 月 2 日與友好包括翁澤文、王文元
及亦出身慈幼的區扶中在筲箕灣街坊福利會創立
港島第 46 公開旅。戚會長既為樂行童軍團成員，
又兼任童軍副團長。1967 年會長更考獲樂行童軍
最高獎勵貝登堡獎章(見右圖證書)。1976 年第 46
旅解散後，會長與部份舊部於 1978 年以北角七姊
妹道廉租屋扶輪社為旅部創立港島第 175 公開
旅，並任童軍副團長，北角街坊福利會主席鍾鎮威
為旅務委員會主席。1981 年鍾主席仙遊，會長繼
任為主席至 90 年代初；才因工作需要長駐海外而
告別了童軍生涯。第 175 旅旅部其後輾轉遷移至北
角民新街港島北區區會總部，會長現仍為旅務委員
會顧問委員。

會長於 1963 至 1964 年間，身為深資童軍團團隊長
(Senior Scout Troop Leader)，負責帶領深資團兄弟，又
因其時林先聲修士剛由小狼團長升任旅長，會長亦兼任處
理一切旅團事務。筆者在校內每當見童軍集會或作校園服
務時，會長穿上那滿袖專章、紅肩膊、皮肩帶，胸前掛著
3 劃和多顆年星的制服，既威武又灑脫，帶領一眾童軍，
井然有序，心裡十分羨慕。1964 年 9 月，筆者加入第 17 旅深資童軍團。其時，何子平及黃兆

培已接任為副團長，曾瓊超為教練員。筆者先
加入紅黃 Francis Drake 隊，隊長為現居於多
倫 多 的 會 員 黃 建 中 ， 後 轉 隊 至 藍 白 Gino
Watkins 隊，隊長為現亦居於多倫多的會員葉
熊基。黃、葉兩隊長先後於 1965 及 1966 年獲
頒榮譽童軍獎章；二人均曾為會長隊員，得會
長親自過招；筆者任團員期間，會長已淡出旅
團，算是隔代傳功。右圖為童軍團及深資童軍團於 1965 年 5 月 8 日合照，相中人包括有會長及
多位會員；後排右五為會長、右四為黃建中、右二為梁國生、左一為葉熊基、左三為筆者、左五
為區總監劉炎楠、中排右一為徐敬。

時隔 45 年後，筆者想不到又能與會長共事 QQ 會，在就任至今短短數月間，會長不單每
次爭取在短暫留港期間會唔執委會成員及贊助並出席港島地域激玩 JOW 2010 活動(見左上
圖)，更已曾約唔紐約及羅省會員(見右上圖)，並計劃短期內造訪三藩市、溫哥華及多倫多為我會
作海外聯繫。今年是我會成立 40 週年，
又逢香港童軍百年慶典，會長不僅贊助
會慶晚宴，還全資推動印製 40 週年特
刊。筆者及各執委均感會長對童軍運動
之熱誠與幹勁，在此謹願在他的指引與
支持下，我會能多吸收新人，會務能更
完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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