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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同學錄」自 2008 至 2009 年度出版至

今，一直深受家長、教職員及畢業同學的歡迎。

本年度再接再厲，為本學年 12 位畢業同學精心

製作這本「畢業同學錄」，讓他們留下一個美

好的回憶。

    

　　本期內容極為豐富，除邀請家長及老師分

享對畢業同學的感受外，更記載多姿多采的校

園生活和同學成長的片段。

　　學校生涯的結束，正是人生另一階段的開

始。在此，鼓勵各畢業同學「繼續努力，砥礪

前行」。

目錄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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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當陳姑娘邀請我為「畢業同學錄」撰寫序

言，屈指一算，驀然回首已是第五年頭擔任這

光榮任務。可能你會問我為何感到光榮？原因

是特別為每屆畢業同學而興奮。一般就讀主流

學校的同學分別在約十二歲和十八歲時經歷兩

次：小學和中學畢業禮，而我校的同學需要堅

持守候十二年頭才能上台領取畢業證書！真的

可謂得來不易，令同學、家人和教職員份外喜

悅和珍惜！這本「畢業同學錄」更是畢業同學

重要人生階段的成長見證！在此，除了表達對

余校教職員團隊持續付出的欣賞外，我必須感

謝陳姑娘負責的編輯工作，不單協助家長和同

學們揀選「珍貴時刻」的開心相片，還協調分

享文章，令致同學錄格外有意義！還有，我要

林國偉校長
感謝家長們衷誠的分享，把陪伴同學

成長和家校合作的感受訴諸紙上！

 我亦要借此機會鼓勵今屆十多位的畢業同

學。也許從前比較自我和欠缺生活經驗，眼見

在余校教職員團隊長期「三心兩意」（愛心、

耐心、童心、傳意和創意）的薰陶下，幼苖逐

漸茁壯成長，如今綠樹成蔭！今日行將畢業，

同學除學懂了不同的科目知識、技能和態度外，

我目睹同學學會了如何去關愛、尊敬他人，還

會勤懇學習，待人以誠！

 我盼望同學們雖然即將畢業離開余校，各

位必須持續去充實自己，並請謹記校訓「愛、

敬、勤、誠」，作為做人的處事方針，活出愉

快正向的人生，不要辜負教職員對大家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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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雅雖然入讀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只有短短幾年，她

有不少進步，包括進食上，她以往只吃餸、不吃飯，經過老師

悉心教導及幫助，情況現已改善了。感謝譚 sir、陳 sir、陳先

生及張先生付出的關愛，任教她的老師很盡責，每當文雅生病，

老師會致電家長慰問，令家長很感動。

　　感謝宿舍職員有如父母一般的用心照顧文雅，職員比父母

付出更多時間來照顧學生。家長接送文雅時，曾看見有學生打

職員，但職員以包容的態度循循善誘，對學生愛護有加，孩子

能夠在宿舍生活，父母感到很放心。

　　家長也會擔心學生的畢業出路，得到社工的安排，家長能

夠消除疑慮，感到無後顧之憂。

　　以往從電視看到復康機構出現不少負面新聞，但在本校不

論學校的教職員還是宿舍的職

員，也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

對待，家長對學校很有信心，

能安心將孩子交給學校照顧 !

衷心感謝每一位付出的努力 !

（母親孫靜女士口述　

陳麗玲社工筆錄）

梁文雅
2016-3-3
雪鞋體驗

圖書堂

2015-6-26
生日會

2015-3-24
高中畢業旅行暨
獨立生活體驗日

2015-11-18 嶺南之風

2017-6-9
保良局
特殊學
校聯校
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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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釓賢轉讀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我們初時很擔心他在

新環境的適應，也擔心他與其他同學在學習上有距離。但他入

讀本校後，得到各位老師及職員悉心教導及幫助，釓賢有很多

進步，並且一年比一年成長，衷心多謝學校所有教職員對他無

微不至的照顧，釓賢才有今天的進步 !

　　釓賢即將開展人生的新階段，他的性格開朗，期望他可以

開開心心繼續過適合他的生活 !

（母親張瀞文女士口述　陳麗玲社工筆錄）

李釓賢

2009-9-25 30 周年聚餐

2016-1-12 聯校運動會

2017-3-3 第 8 屆聯校室內賽艇比賽

2017-6-9 保良局特殊學校聯校畢業禮

2014-2-17 鯉魚門日營



PB PB

　　12年前我選擇了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帶着一份忐忑，

一份期待開始了圓圓的求學路…在這裡我們收獲很多，很多，

有專業系統的知識學習，有真誠的問候幫助，更有堅定的力量

伴你左右 ...... 潤物細無聲，我家的圓圓從懵懂小童成長為朝

氣蓬勃的陽光少年......我們也要揮揮衣袖，帶着滿滿的不捨，

和學校所有關愛過我們的人說再見　　　，謝謝這麼多年來，

兩屆林校長的關懷，陳社工，何社工的默默支持，就讀每班老

師的辛苦付出，廖先生，袁 sir，郭 sir，張先生，梁先生，兩

位陳先生，譚 sir，陳 sir，張先生，陳先生 ...... 有你們，

今後的路我們的內心更強大，信心更堅定　　　！

（母親李穎女士）

蕭沛源

2010-3-28 荔枝山莊親子旅行

2015-1-16 生日會

2010-4-30 親子燒烤

2012-1-11 第三屆親子無火煮食大賽

2013-11-8 親子黃昏燒烤

2014-7-9 水中樂悠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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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briel Elijah Leynes Cornejo, at school, he is 

called Gabby for short.  Born on 29 May 1998 in Hong 

Kong, he is the eldest son of Restituto R. Cornejo and 

Alma Paulina Leynes Cornejo; and the big brother of 

David Alexander Leynes Cornejo.  He attended primary at 

Sarah Roe School and later moved to Po Leung Kuk Yu Lee 

Mo Fan Memorial School in 2009 for secondary, where he 

studied for 8 years.  In the beginning we worried about 

his adjustment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language.   

Adapting to the new environment and language was a big 

task for him, but thanks to the efforts of his teachers, 

and soon he was able to understand and adjust well.  

Gabby is a very happy boy.   He likes going to school 

and patiently waits for the bus every day.  At PLKYLMF, 

he gained new skills, improved on his behaviour, met 

loving teachers & support staffs, and had a best friend.   

And most memorable are his birthday parties that he 

spent with the class.   He had wonderful years at the 

school and surely he will miss everybody.

Alma Paulina Leynes Cornejo

Gabriel Elijah
Leynes Cornejo

2010-2-26
Day Camp

2010-12-17 
Ocean Park

2015-2-12 
Day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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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6 親子黃昏燒烤

2012-5-15 至 18
北京行—赤子情中國心

2014-1-24 高中畢業旅行暨
獨立生活體驗日

2015-2-12 西貢戶外康樂中心日營

2015-11-18 秋季樂悠悠

黃綽明
　　今年 7月，小女綽明就要畢業離開學校了。

在這多年的校園及宿舍生活中，綽明學習了不少東西，如規矩、

自理等。

　　因綽明有情緒問題，所以增添了不少麻煩給學校及宿舍，

幸得眾多老師、社工、姑娘及職工們不棄，悉心教導、照顧及

包容，我們家人心存感激。就快離別，實在依依不捨，在此與

綽明祝福余校及宿舍各教職員生活愉快，身體健康 !

（父親黃海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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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冲
致校長和學校團隊各成員：

　　兆冲今年畢業了，要離開就讀多年的學校，一個幫他遮風

擋雨的地方，他和我都當然會不捨得。有學校各教職員、社工

和職工的愛護和幫忙，使他成長，好感激你們的耐心教導、體

諒和安排，對學生以正面和鼓勵的教學方式，因應其能力，助

他發展。

　　不過，他始終都要踏入他的另一階段，我們只有在幻得幻

失的情況下接受挑戰，希望他能適應展能中心的生活，過著美

好、光明的日子。

　　藉此機會，多謝學校所有工作人員，祝生活愉快 !

（母親鄧葉霞女士）

2009-9-25 30 周年聚餐

2010-11-4 迪欣湖親子旅行

2015-11-22 親子大旅行

2017-6-9 保良局特殊學校聯校畢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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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俊豪入讀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一家人也改變了，

變得比以往開心。俊豪的成長有很多苦與樂，學校給予家長向

前行的方向，以往感到沒有希望，現在我們對將來有希望，知

道俊豪將來有合適的出路，感到很放心。

　　感謝黃家的兄弟姊妹一直以來對我的支持和鼓勵，也感謝

老爺奶奶對我們一家的關心，向大家衷心說一聲「多謝」!

　　感謝俊豪爸爸多年來為家庭的付出及關顧，我好感恩有你

這位好丈夫，今後無論日子如何，我也會與你同行，陪你渡過

前面的日子，「我愛你俊豪爸爸」「俊豪家姐，我也很愛你」!

　　我也代表俊豪說出他對爸爸及家姐的心聲。俊豪：「雖然

我有時會帶給你們煩惱，但我很愛錫爸爸及家姐，對於爸爸多

年來為家庭付出了很多，家姐也為我承擔了不少壓力，辛苦你

們呢!爸爸、家姐永遠是我心裡的Number one，你們是最好的!」

　　照顧特殊孩子的工作一點也不容易，

校長、各位老師及教職員，你們做得很好，

成績是家長有目共睹 ! 看見老師的付出，

我們好感動 ! 客氣的說話不多說，以上皆

是我們的心聲，衷心感激大家為孩子付出

的努力 !

（母親黃秀花女士口述　陳麗玲社工筆錄）

沈俊豪
2009-9-25 30 周年聚餐

2015-6-26 生日會

2017-6-9
保良局特殊

學校聯校畢業禮

2011-2-25 曹公潭親子樂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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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感謝學校宿舍的校長、所有老師、職員、姑娘、社工

一直以來對家長的幫忙，並悉心照顧及教導家洋，大家也很有

愛心，支持他成長 !

　　希望家洋畢業後在新環境有美好的適應，生活更開心 !

（母親張廷云女士口述　陳麗玲社工筆錄）

莫家洋

2017-6-9 保良局特殊學校聯校畢業禮2013-10-25 迪士尼樂園

2013-12-20世界美食嘉年華暨
禮物姨姨派禮物

2014-7-11 水中樂悠悠

2015-3-22 家教會聚餐



PB PB

　　煒然要畢業了，多年來在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讀書，

真捨不得離開 !

　　多謝學校及宿舍各位職員悉心教導，給予煒然參加不同學

習及活動的機會，包括景外交流活動，讓他擴闊眼界。作為家

長，看見他不斷成長及有進步，感到十分欣慰 !

　　在此，祝福煒然日後繼續有更多進步，身體健康，有更佳

的表現 !

（母親黃燕飛女士口述　陳麗玲社工筆錄）

鄺煒然
2017-6-9 保良局特殊學校聯校畢業禮

2010-5-7 攀石

2015-3-25 
觀塘展亮技能發展
中心職業體驗課程

2016-1-20
高中畢業旅行暨
獨立生活體驗日

2016-4-26 至 29
上海姊妹學校

交流活動

2016-7-12
探索在天際

2017-6-9 保良局特殊學校聯校畢業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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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誼畢業了，十多年來感謝學校及宿舍職員對嘉誼悉心照

顧和關懷備至，至今她已茁壯成長 ! 感謝梁先生及蘇先生用心

教導嘉誼 ! 感謝宿舍姑娘教懂嘉誼自理及生活技能 ! 感謝社工

為嘉誼安排出路 ! 嘉誼能夠在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成長，

一切也感恩 !在此，祝福她日後有更豐盛愉快的人生 !

（母親丁美珠女士口述　陳麗玲社工筆錄）

丁嘉誼

2017-6-9 保良局特殊學校聯校畢業禮

2013-10-25 迪士尼樂園

2015-7-13 夏日樂悠悠

2016-10-30 蜆殼港島青商
展能學童獎學金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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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感謝學校各位老師及職員一直以來盡心盡力教導明

衡，支持他成長 !使他建立自信心，學懂做人處事的道理。

在此希望勉勵各位家長，陪伴孩子成長的路上縱然遇到很多困

難，大家也不要放棄，否則孩子會更難走自己的路。孩子需要

有同行者的扶持及鼓勵，前面定有更多的進步及希望 !

（父親謝活良先生口述　陳麗玲社工筆錄）

謝明衡

2016-1-28 家長義工派禮物

2013-10-25 迪士尼樂園

2015-12-11 乘風航

2016-6-17 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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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衷心感謝學校老師及宿舍職員付出的努力，由广通第一天

上學至今，我們看見他改變了很多，進步了很多 !

　　广通畢業了，希望他日後好似現在一樣，繼續有進步，祝

福他有更美滿豐盛的人生 !

（姐姐李晶晶小姐口述　陳麗玲社工筆錄）

徐广通

2016-4-13
觀塘展亮技能發展中心職業體驗課程

2016-3-13 家教會親子聚餐暨才藝表演

2015-2-12 學校舞蹈節

渣馬馬拉松

2016-1-12 聯校運動會

2015-1-21 融合壘球比賽

2014-2-17 鯉魚門日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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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至 2017 年度「保良局特殊學校聯合畢業典禮」已於

2017 年 6 月 9 日假保良局莊啟程大廈梁王培芳堂順利舉行。當

日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特殊教育 ) 黎錦棠先生蒞臨主禮致

訓、頒發畢業證書及獎品。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特殊教育） 黎錦棠先生及
林國偉校長與畢業生合照

保良局
陳細潔主席
致開會辭

教育局首席
助理秘書長
(特殊教育 )
黎錦棠先生
致訓辭

學生舞蹈表演

聯校畢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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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訓練

校外實踐

　　為提升高中同學的職業技能與態度，學校

會因應同學的特性和能力，安排他們接受適切

的職業培訓計劃，讓同學先在學校學習基礎技

能，繼而再到成人服務單位或商業機構作實踐。

　　計劃分為「校內訓練」及「校外實踐」兩

個階段。校內訓練之項目，包括工作技能與態

度訓練、模擬工場工作及模擬餐飲服務「保良

身心加油站」等，而校外實踐項目則包括展能

中心實習、工場實習及百佳超級市場實習。

　　此外，學校還會定期安排同學參觀不同類

別之成人服務單位，讓他們認識現今成人服務

的發展和要求。

職業培訓計劃

庇護工場 

綜合職業訓練中心

（相片來源：扶康會及匡智會網頁）

展能中心

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

畢業生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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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幼有所育，少有所學，壯有所為，老有所依，貧寡孤困殘病者皆有所望

使命
成為最傑出、最具承擔的慈善公益機構，
發揮保良精神，以善心建善業，
致力保赤安良，護老扶弱，助貧健診，
培德育才，揚康樂眾，實踐環保，
承傳文化，造福社群

價值觀
秉承傳統   與時並進
以人為本   關愛感恩
優良管治   務實創新
廉潔奉公   安不忘危
善用資源   注重本益
專業團隊   愛心服務

保良精神

相互尊重
團結合力
延展愛心
行善助人
感恩知德

造福社群的
奉獻精神

電郵：mail@plkylmf.edu.hk

網址：http://www.plkylmf.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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