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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低谷》
最後一年執筆撰寫，左思右想也不知從何下筆，這一
年充滿感慨和反思，作為家長，如何與子女同行﹖就
試試看緊貼一下青年人的腳步，以歌曲表意。
「早知高的山低的谷將你我分隔兩地 失去人情味
你那貴族遊戲 我的街角遊記 天真到信真心 太兒戲」
對於子女，誰為誰定下那「高山」目標﹖朝目標進發
的時候，子女的心志有否被磨損淨盡﹖在成年人世界
或者社會指標規限的同時，也許我們都忘記關心和了
解，忽略了他們處於「低谷」的時候，需要我們支持
和鼓勵，多於堅持那「社會遊戲」。
「你快樂過生活 我拼命去生存
幾多人位於山之巔俯瞰我的疲倦
渴望被成全 努力做人誰怕氣喘」
站在高地看世情，永遠不能有同理心，家長依然在成
年人的角度批判子女的想法，用舊時代的文化原則，
套用於現今學制改變、社會意識形態轉變、資訊科技
發達、溝通模式轉型……只會把距離愈拉愈遠，子女
人用自己的方式拼命「生存」，一天又一天的營營役
役，會快樂嗎﹖不單是子女需要學習、需要進步，面
對社會的洪流，是彼此都應同行，保有與之並進的決
心，「疲倦」是需要體諒和關心，不走進別人的世界
，又怎能期望別人明白自己的想法。
面對多變的世界及未來生活的挑戰，我不會試圖挪移
子女前面的「高山」，而是陪伴他們一步一步攀越它
、征服它。疼愛子女就是希望他們當有一天，沒有父
母護蔭底下，具抗逆力、常存快樂及不後悔他們走的
每一步。
我作為家長，我願意走進子女的世界，試試走他們愛
走的路，嚐嚐他們愛喝的珍珠奶茶，讀讀他們不喜歡
的教科書，聽聽他們愛聽的歌，看看他們追捧的韓星
，玩玩他們時興的Pokem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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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家校同心 共建保馬

夏文亮校長

今年是特別的一年，我從敬愛的張慧賢校長手上接捧，擔任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的第四任校長，我既驚且喜。驚，固然是因為校長一職任重道遠，無論外在環
境如何變遷，校長仍要堅守不可動搖的理念 — 凡事以學生的需要為大前題，帶
領教職員團隊履行學校的使命，責任殊不簡單。喜，正如我在校長面試期間的
一席話：「當保良局考慮委任我為保馬校長，將保馬託付於我時，其實不僅僅
交給我一人，而是託付予我一眾的教職員、家長、校友及學生，讓我們一同奮
鬥，共建保馬，讓保馬從優良躍升至卓越（From good to great）」。我甫自香
港中文大學畢業，就投身教育，在保馬培育學生是我第一份工作，轉瞬已廿載
。在這片地方，有著一份濃得化不開的情──師生情、家校情、戰友情（保馬
教職員）。未來，我與大家仍情繫保馬，並肩而行，共建保馬。想起，也喜上
眉梢！
一直以來，家長和教師同樣肩負培育子女的職責，雙方角色相輔相成。家校目
標一致，家長是教師的好伙伴。家教會積極推動家校合作，涵蓋四個範疇，包
括家校溝通、家長教育、家長參與學校活動及家校共建校園，活動包括中一家
長茶聚、周年親子旅行、敬師日、興趣班、溫習周打氣活動、校服也環保、舊
書買賣、保馬美食嘉年華等，活動實在包羅萬有！家長委員及家長積極投入的
熱情，可見一斑。
猶記得上年度敬師日，家長們別出心裁地為教師準備了一頓豐富的午宴，表達
對教師團隊的謝意之餘，亦為老師打氣，場面教人感動！在親子旅行日，我們
到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家長和子女一同學習高爾夫球，別有一番樂趣。在
保馬美食嘉年華當天，家長精心炮製不同的美食，師生吃得津津有味，歡度一
個快樂上午，又可共襄善舉。
剛過去的第二屆「暑期保馬學院」別具意義，除了為中一及中二級學生提供多
達23個多元化的暑期課程外，亦首次由家長主動參與，開辦了日文初階課程及
紙藝課程。家長積極投入的表現深深感染了學生，令學生也積極參與其中。保
馬家長多才多藝，臥虎藏龍，因此今年七月的中一新生家長迎新會上特設「保
馬家長人才庫」問卷，了解家長的「特異功能」，讓更多家長能擔任未來「暑
期保馬學院」的導師，亦可到校與學生分享職場體驗和心得，共同建設更卓越
的保馬。
誠如前任張校長所言，「沿途有你，前景更美」。相信未來在保馬家長的大力
支持下，保馬會變得更好、更強、更卓越！學生能蛻變成為終身學習者，亦成
為真正的保馬領袖（Be a Lifelong Learner, Be a POMA Leader）。

11/2015至10/2016財政報告
收入項目
會員費
政府撥款
其他捐獻
家長活動收費
保馬陽光基金捐款
利息
其他

$23,790.00
$5,000.00
$200.00
$21,770.00
$2,000.00
$14.05
$274.00

本年度總收入
承上年度結餘

$53,048.05
$148,415.06

結餘

$138,127.91

支出項目
「家教會旅行」、「興趣班」、
「中一家長下午茶聚」、「為學生打氣」、「家長也敬師」
獎勵學業或操行表現優秀的學生
獎學金
中一學生功課袋、中六畢業同學紀念品、
禮品
周年旅行禮物
陽光基金撥款
家教會會訊
印刷
贊助中六畢業同學錄、慰問卡
其他
活動

本年度總支出

$32,418.90
$13,700.00
$7,162.50
$3000.00
$2,255.00
$4,798.80
$63,33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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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全年

獎學金

本會贊助學校「優秀學生獎勵計劃」，又設立「操行獎」、「學業成
績優異獎」和「學業成績進步獎」，以獎勵在學業和品行方面有良好
表現、積極進取的學生。

2015 年 10月
- 2016 年 7月

家長義工組

本校極為重視與家長聯繫工作，透過家長義工組提升家長對學校的認
識及支持，從而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本年度共有 40 位家長參與，
當中有 16 位是嘉賓會員。全年約有 15 次集會及活動，當中包括參
與學生會慈善義賣活動和協助學校活動及製作茶點，包括中一級頌親
恩活動和新春幸福米探訪獨居長者、中二級串串心思，聖誕節服務和
端午節長者服務等。

18/4/2016

家長興趣班

13/5/2016

2. 由鄭文真女士教授蝶古巴特拼貼布鞋製作，成品美觀又實用。

23/4/2016

旅行

2016 年

校服也環保

6 月-7 月

2016 年
5 月-7 月

本學年舉辦了兩個興趣班，包括：
1. 由黃瑞勤女士教授海綿蛋糕製作，簡單易做又美味。

參觀香港地質公園【橋咀島連島沙洲】、西貢漁村碼頭、
滘西洲高爾夫球球會【高球體驗樂】 及滘西洲高爾夫場自助晚膳，
參加人數共 94 人。
本會鼓勵同學愛護地球，善用資源，在 5-6 月回收了大量環保校服
後，由家長義工協助整理，在 7 月本校同學領取了 13 件校而中一新
生則領取了 42 多件校服。

家長也敬師
活動

家長與學生藉著填寫敬師卡，向老師表達謝意。敬師卡經點算後，全
校獲卡最多的五位老師及中一至中五每級獲卡最多的五位老師，均獲
本會致送嘉許狀與紀念品，以示表揚。
同時，亦向「第二十一屆表揚教師計劃」提名陳靖豐及黎德音老師。

11/7/2016 及

舊書買賣

中一至中三級均有舊書買賣服務，共售出舊書 201 本。

12/7/2016
14/9/2016

敬師日

本會藉敬師日表達家長對全校教學人員及職員的謝意。當日由主席陳
倩儀女士在早會致辭，接著由在場家長委員送上水果籃，由夏文亮校
長代表全體教職員接受，場面溫馨，充分體現家校一心的精神。

24/9/2016

中一家長
下午茶聚

當天 72 位家長跟本會委員聚首一堂。先由主席陳倩儀女士致歡迎
辭，接著由教育心理學家古慧珊小姐主持短講：「正向溝通無障礙」，
並由駐校社工黃麗霞姑娘簡介家長義工計劃及招募家長義工。家長委
員和老師炮製的特色而美味的下午茶點，家長及老師在荼聚時間一邊
享用茶點，一邊互動交流。茶聚時間完結後，由中一班主任分班約見
學生，分享學生在 9 月份的學習生活情況，同時讓家長互相認識。
最後一個環節由夏文亮校長向家長解答問題，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迎
新聚會。

22/1/2016

家長校董選舉

成立法團校董會旨在增加學校管理的透明度，加強學校的問責精神。
家長校董李翠芬女士和替代家長校董陳倩儀女士的任期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完結。謹代表本校同仁多謝他們的無私付出。新一屆家長校
董選舉已順利完成，兩位家長成功連任。李翠芬女士得票最多，成為
家長校董，陳倩儀女士成為替代家長校董，任期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

本學年
測考前

為學生打打氣

學校在每天放學後及周末開設溫習室，供同學留校溫習。學生埋頭苦
幹，專注學業，家長無限支持。本會不定期贊助學生的下午茶，讓學
生停一停，抖一抖，為他們打氣加油。

全年

家長教育及
學生升學資訊
轉發服務

為推動家長教育，並提供升學資訊，本會在網頁
(http://www.plkmkmc.edu.hk >家教會>家長教育)及壁報不時更新相關
的訊息。本會又提供家長教育及學生升學資訊電子郵件轉發服務，本
學年共轉發 14 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