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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童你啟航	─	離校生個人升學和
	  就業支援服務計劃」正式啟航
10	 承先啟後 薪火相傳
	  2019 及 2020 年度模範童軍頒獎典禮
12	 模範童軍會第十一屆周年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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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Safe	From	HARM ─	世界童軍組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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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奇妙的植物	──	酸甜可口的菠蘿
19	 童軍營地巡禮	──	沙田童軍中心

總部消息
20	 總部通告	

前言

前助理香港總監 (國際 ) 何恩民於 1971 年加入港島第 90 旅
成為深資童軍，並於數年後成為該旅領袖，展開其數十年

的領袖生活，期間出任過多個職守，包括旅長及副國際總監，
至今年 8月榮休，相識滿天下。

說不完的童軍故事
前助理香港總監 ( 國際 )
何恩民榮休專訪

文：月刊副總編輯   蔡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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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我們今期將訴說另一個「說不完的童軍故事」，這次的主角是前助理香港總監 ( 國際 ) 何恩民，
他將會為我們道出自己的童軍故事。原來他頗為「長情」，在港島第 90 旅的服務從一而終。

此外，他的嗜好也頗多，身為國際總監，除了常常出國代表香港童軍參與國際會議外，他也熱愛
大海，甚至擁有自己的遊艇，喜歡假日揚帆出海。這樣的精彩人生，實在值得我們效法。

  我們除了為所有成員服務外，更為所有對童軍活動有興趣，但現時尚未加入成為童軍的小孩
子，提供接觸童軍活動的機會。由九龍地域主辦的「關愛社區支援計劃」，共吸引超過 100 位青
少年參與。疫情下，大家都減少了出外，這次難得的機會正好讓賦閒在家的孩子舒展身心。我們
更植下童軍運動的種子，期望這群參加者日後都能成為童軍運動的新血。

  虛擬實境也可創造無限可能，由青少年活動署天文組主辦的「Astroboree 虛擬時空之旅」，
為參加者創造了一次神奇之旅，由暢遊八大行星到回顧恐龍滅絕一刻，超越時空，精彩絕倫。期
望大家繼續善用資訊科技的優勢，在網上建構新的互動模式，推動全新的童軍運動。

  一年一度的模範童軍選舉，由於疫情關係，延至本年 8月舉行 2019 及 2020 年度頒獎典禮。
兩年共有七位模範童軍誕生。本組謹此恭賀，更期望各位模範童軍肩負未來社會棟樑的責任，服
務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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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回饋旅團
  何總監的辦公室桌上放著港島第 90 旅的紙鎮，「90 旅是
我童軍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我很珍惜那段時光。旅團是我
們的根，也是童軍運動最重要的部分。」何總監整個童軍生涯
都沒有離開過港島第 90 旅，先後擔任該旅不同崗位，2001 年
更接任成為第二任旅長直至榮休。雖然總會事務繁忙，但
何總監仍會抽空回旅部參加集會，更會在宣誓儀式親手為新
成員戴上旅巾。因為各種原因，很多領袖都會服務不同童軍
旅，但何總監一輩子只專注服務一個童軍旅，實在難能可貴。
何總監榮休後仍會在該旅旅務委員會服務，繼續回饋旅團。

擔任多個崗位
  除了擔任前線領袖，何總監亦積極參與會務委員的工作， 
1995 年加入了港島第 90 旅所屬的筲箕灣區，出任副會長一
職，並於 2002 年起出任名譽會長。2004 年，何總監統籌籌
募活動，籌得數 10 萬元翻新區總部，他亦捐贈了部分傢具和
物資，並邀請到時任香港總監鮑紹雄主持啟用儀式，他更因
此獲頒香港總監感謝章。現時他除了是筲箕灣區副會長，同
時擔任總會航空活動發展基金委員會委員和港島地域海上活
動組的委員。何總監熱愛大海，擁有小型遊艇，不時和三五
知己出海暢遊，擔任海上活動小組委員實在是適合不過。
何總監曾分別擔任亞太區童軍管理小組委員會委員和童軍形
象委員會委員達九年之久，交遊廣闊。他也是世界童軍基金
會、亞太區及非洲區等基金會的會員，多方面支持世界童軍
運動。

  何總監先後獲總會頒發銅獅勳章及香港總監高級嘉許等
嘉許。他在國際舞台上活躍的表現，亦獲亞太區童軍會頒發
主席獎章及其他國家童軍會的獎勵，對童軍運動貢獻良多。
雖說是榮休，但何總監仍然心繫童軍運動，活出「一日童軍、
一世童軍」的精神。在此謹祝何總監榮休快樂，生活愉快！

鼓勵青少年放眼國際
  何總監於 2009 年加入國際及內聯署成為總部總監，
並於 2012 年升任副國際總監，及後於 2015 年擔任助理香
港總監（國際）（下稱國際總監）。國際總監是總會對外的代
表，需要經常與海外成員聯絡，代表總會出席海外童軍會
議，必須擁有國際視野。筆者曾誤以為何總監從小便參與
海外活動，但原來何總監在擔任了多年領袖後才開始參與
海外活動。「在我仍是深資童軍的年代，能參與國際活動
的機會並不多。」或許是為了彌補年少時未能參加國際活
動的遺憾，何總監一直很鼓勵年青人多到海外交流。現時
總會已有多個基金資助青少年成員及年輕領袖參加國際活
動，何總監希望大家善用這些資源。「無論是海外的大露
營、青年論壇或童軍會議，都應該好好把握機會去參加，
擴闊視野。」

  世界童軍組織現時有 172 個會員國 (NSO)，是世界
最大的青少年組織之一，參加國際活動時可以認識海外成
員，學習他們的風俗文化。除了出外參與活動，近年也有
不少外國成員到訪香港，參與總會舉辦的國際活動和工作
坊。2013 年，總會首次舉辦世界性童軍活動「第一屆世界
童軍教育會議」，時任副國際總監何恩民與民航處和機場
管理局商討，容許總會在禁區內設置櫃檯，讓本地領袖在
閘口接待外國成員。海關更為來港童軍設立專櫃入境；機
管局亦在接機大堂設立櫃檯安排海外成員前往龍堡國際賓
館入住，種種安排都讓外國成員大為讚賞，何總監因傑出
表現獲香港總監嘉許。

  緊接世界童軍教育會議後兩天，瑞典國王卡爾十六世•
古斯塔夫以世界童軍基金會榮譽主席的身份訪港，當時何
總監負責策劃歡迎午宴和基金會晚宴。雖然他曾在外國參
加基金會活動時見過瑞典國王並一起乘坐火車談天說地，
但代表總會籌備歡迎活動時難免緊張，希望能盡善盡美，
讓國王留下好印象。何總監還接待過童軍創辦人貝登堡勳
爵的孫兒 Michael Baden-Powell 、世界童軍委員會主席
及世界童軍組織秘書長等重量級人物。

  近年疫情肆虐，去年的國際電訊日暨國際互聯網日須
移師到網上舉行，雖然未能舉辦實體活動，不過何總監認
為網上活動反而有助成員認識更多外地童軍。疫情期間，
很多海外童軍組織都會舉辦網上講座 (Webinar) 和線上營
火會，如 8 月舉行的世界童軍青年論壇和世界童軍會議。
現時科技發達，視像會議軟件越趨完善，縮短世界各地的
距離。何總監認為舉行網上活動是大勢所趨，大家可以多
參與不同的網上活動作借鏡。

總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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