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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同學能夠不斷進步，由無到有，由有到優。」保良局馬錦明中學（下稱

保馬）的夏文亮校長說道：「我們對同學有兩大期望，第一是Be a Po Ma（保馬

的英文簡稱）Leader。我們深信人人皆領袖。」培育領袖卻非單純針對能力，更着

重的是同學們的質素，如責任感、堅持、對人和善等。

「第二是Be a Life Learner，成為終生學習者。」現今社會瞬息萬變，知識型社會

已成主導，夏校長對此深有同感。「所以我們不應只滿足於中學畢業或大學畢業，

而是需要對身邊的事物有探索求知的精神，不斷吸收新知識。」

保馬於1995年開校，位處粉嶺，大約四成同學來自有經濟困難的家庭。夏校長竭力

幫助有需要的同學，同時亦致力擴闊同學們的眼界。於是在3年前，在他和各方協

力下，學校開始了一項新的暑假安排，名為暑假保馬學院。

原來夏校長對暑假這個概念總是感到奇怪。「從前農業社會，才重視秋收或夏至之

類的節氣。但現代社會為什麼要放暑假呢？」他接着澄清：「我不是反對放暑

假。」

夏校長不只不反對放假，還希望能善用暑假。他希望同學在每年暑假期間，至少能

學到一門新知識或技能。「最理想的暑假安排是三分一用來休息、三分一學新事

物、三分一和親友相聚。」

頭一年開辦的暑假保馬學院，先從中一學生推行，聯同家長、校友、教會一起，舉

辦了10多個課程，包括音樂、體育、藝術文化方面，讓同學們自由選擇報讀。「第

一年辦得不錯，到第二年時，我們便更有系統地推行，種類亦更多。」由學術類、

音樂體藝類、德育類，以至關於工作體驗的類別亦包括在內。「第二年老師們也一

起加入，例如有老師教同學打保齡球、木球等比較難在學校體育課接觸到的運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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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種暑期課程

去年的課程便多達20多種，並擴展至讓中二的同學參加。「來到今年，我們加入

STEM元素，全部30多種課程中，STEM佔其中10種。」學校聯絡了20多間機構、

承辦商等，一起合作為同學提供相應課程，例如水耕、編程、機械人等。

作為暑期活動，學校自然不會只側重學術類別，亦開辦了糖藝師班，教同學裝飾蛋

糕；又有我是歌手班，教同學唱流行曲；也會請專業填詞人開班教填詞。「希望同

學們的暑假可以過得豐富充實。」夏校長補充道。

「我們的暑期課程全部在7月完成，8月便可以讓學生好好休息。」保馬不只關心學

生的休息時間，對老師也同樣關心。「今年開始，在暑期課程後，學校會有2星期

的『休靜周』，期間不開會、不補課。」夏校長笑着強調：「呢個好難做㗎真

係﹗」的而且確，有些學校會在暑假時排滿補課，為爭取更好的考試成績而催谷學

生。「我知道有些學校補課至晚上七八點。」他對此很不認同：「如果我們視學生

為一個個體，便應該努力讓他得到均衡的發展。」

極催淚學生故事

均衡發展對青少年固然重要，惟公開考試亦是他們求學過程中的大事。面對DSE，

學校又如何幫助同學們去面對呢？夏校長認為，要同學們在3年裏為應付考試而一

直堅持，對他們的耐性和毅力都是很大的挑戰。「所以抗逆能力也很重要」。近年

香港學生的抗逆能力一直為人詬病，學童自殺時有發生。學生面對公開試的精神壓

力往往比課業上的負擔更難處理。「所以我們幫同學應對考試，不會只看重知識和

技能，我們更注重關愛這個部分，關心他們的精神健康。」

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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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很重視師生情和陪伴」。每一年，保馬的中一級新生入學之初，全體輔導老

師會以小組形式約同學一起聚餐，從中了解新生們有什麼困難、問題。「近年學生

的壓力愈來愈大，所以都鼓勵老師們多點約學生見面交談，多點溝通，關心他

們。」在保馬，老師們經常會和同學一起吃飯，夏校長也不例外。今年開始，他更

相約全級中六學生一起吃飯。

「花了約3個月時間，以小組形式見了每位同學。」他形容整個過程很感人。「真

的會有眼淚」。同學會談到自己讀書的壓力、家庭的壓力，甚或是一些突如其來的

健康問題等。通過這些傾談相處，他和老師能發現同學的困難，提供支援。

「我們希望同學感到無助時，懂得主動尋找幫忙。」夏校長談起其中一個中六男學

生，父親在他中二時因病離開，至中五那年，母親又因一些法律問題無法來港，只

剩他和妹妹在家，依靠親戚接濟度日，非常艱難。「那位學生主動向我們求助，我

和當時的校長幫他寫信，最後同學的母親順利回港團聚。」

對於一個中學生來說，一些成年人能簡單處理的問題足以令他們手足無措，這時師

長的幫忙支援便極為重要。

另外一個中五女學生，家庭條件很差，住鐵皮屋。女學生自己患有血癌，父親亦因

癌症過世。她母親向社署申請資助殮葬費，但因鄉音濃重，無法溝通，便希望社署

人員等女兒來到再解釋，但過程極不順利。「我當時是副校長，那天上午沒有課，

便向校長請了假，趕去社署幫那位母親一起處理，最後順利得到資助。」後來由女

同學入院，到最後離開，校長和其他老師、社工等也一直在旁陪伴，給予幫忙。

「整件事大家的愛令我很受感動，尤其是前校長。當時前校長給了我一張沒有銀碼

的支票。他對我說：『不夠錢（殮葬）的話，你就填上那個數。』」經過這件事，

令夏校長明白：從別人身上得到的恩情，應該將那份愛傳遞開去，並感染身邊的

人。

夏校長和老師們努力傳遞的心意，也改變了一個曾經非常頑劣的男同學。「那個同

學中一已經很曳，咩都做齊㗎啦﹗」不只校內紀錄不良，在一些校外的課堂上也屢

屢違規。「他不單自己遲到，更慫恿別人遲到。結果上了3天課就被人革退。」他

說起也不禁搖頭苦笑。

那位男同學本來升不上中三，需要留級，後來他向學校求情。「同學問『可否再給

一次機會﹖』我們當然也希望再給他一次機會，雖然那一年他的出席率很低，仍然

酌情讓他升班。」學校並非只讓那位同學升班便當功德圓滿，升上中三後，老師們

相當關心那位男同學。「同學的父親沒有時間來學校，我們便去元朗找他，坐下來

和他傾談，討論怎樣處理他兒子的問題。」那位男同學沒有辜負師長的苦心，醒悟

到自己需要認真上課讀書。「我覺得同學和家長也受到感動」。後來升至中六考

DSE，他更考獲22分，入讀香港城市大學。夏校長強調：「我們不是要教『好學

生』，而是更希望『教好』每一個學生。」



難忘窩心龜苓膏

現在侃侃而談的夏校長，讀書時卻是個不大說話的內向青年。「中四那年開始面對

公開試，壓力很大，自己成面暗瘡，情緒很差。」有一天獨自在校園時，班主任給

了他一盒龜苓膏。

「那個龜苓膏有沒有療效我不清楚，當時我常常吃也不見效果。」夏校長笑着回

憶。「但那位老師當時給我的關懷，讓我打從心底起了敬意。」而令他下定決心當

老師的契機，則是中六那年的學長經驗。「見到自己照顧的低年班同學由差變好，

由唔講嘢到講嘢，由唔肯嘗試到肯去嘗試，一步步的成長，令我感受很深。」這次

親身體驗令他感受到教育工作的神聖和價值。「當時便決定了教書」。

夏校長大學畢業後便來到保馬，至今已21年。初到保馬，當時的校長問他想做什

麼。「我說我一定要做班主任，一定要做輔導老師。」為的是要盡量多接觸學生，

盡可能幫助更多學生。

他剛接任一年，不斷努力開拓同學的視野。「現在學界的發展真是瞬息萬變，若要

幫學生提升學業甚或整個成長經歷，我們需要和不同的專業社群合作。」

問夏校長對同學最大的期望是什麼，他如此回答：「希望同學能找到自己的熱情所

在，繼而培養那方面的能力，再結合成為自己未來的工作。就像我自己，校長這份

工作，雖然很辛苦，但我很喜歡。」

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同時又能賺取生活所需，的確是最理想的人生。「我希望我的

學生都能這樣」。

 

夏文亮小檔案

家庭狀況：已婚，育有兩子

學歷： 香港中文大學理學士（甲級榮譽）、教育文憑

執教科目：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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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閱讀、籃球、足球

人生格言：能力愈大，責任愈大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成立年份：1995

學生性別：男女

類型：津貼

教學語言：中文/英文

校訓：愛敬勤誠

學校佔地面積：7500方米

地址：粉嶺華明路38號

 

撰文：王嵐

sarahwang@hke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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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官立中學校長 推動學生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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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抗爭詩人劉曉波

占飛 ｜ 今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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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前景可期 內地航空股起
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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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警犬 IG紅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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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指目標有數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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