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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吳玉英 

校⻑ 

 

九龍禮賢學校 

每年都有不同的體會 
每次都讓我細味 

 
 

  本校於⼆零⼀⼆年開始讓全級小四學生
參與《十年樹人》課程，不經不覺已有六年了。
我們很欣喜整個課程帶給學生和老師不同的
體驗，使我們獲益良多。 

   在學生方面，同學能在兩天內經歷升中，
體驗中學生活，參加高中考試，入讀⼤學/⼤
專及找工作，親嚐不同階段成功和失敗的滋
味，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四學生，從經歷中幫
助他們思想未來的方向，規劃自己的人生。本
人在活動中觀察到不少學生的改變和成⻑，⼼
裏有莫名奇妙的興奮和滿足，為他們不住的感
恩！ 

   在老師方面，從最初同工沒有太⼤的期
望，但經過兩天的親身參與，看到學生們的改
變，也擴闊了我們的視野，深信每位學生都是
可以改變的。  

   參與了六屆的《十年樹人》課程，每年都
有不同的體會，每次都讓我細味 - 不同的學
生，有著不同的成⻑歷程，然⽽此課程，卻是
幫助他們成⻑的其中⼀個精采⽽受⽤的計劃。  

   在此，我們衷⼼感謝陳有義博士及其團
隊，《十年樹人》課程，不單建立了我校小四
學生，也造就了我校的老師。願此課程能繼續
推廣，讓更多學生能學習生命教育，生涯規劃
的正能量功課。 

  



 

 

序 
 

方婉詩  
老師 

 
 

香港學生 
輔助會小學 

 

不⼀樣的 
生涯規劃課程 

 
 

  作為老師，我明白生涯規劃對學生
的重要性，因為許多學生都缺乏目標
感，也缺乏抗逆能力。⽽偏偏小學裏沒
有這⼀⾨課堂。老師要怎樣教？孩⼦要
怎樣學？內容要怎樣組織與編排？這
些問題都困擾著老師們。有幸認識陳有
義博士及其生涯規劃課程，上述問題都
迎刃⽽解。 

  三年前，學校第⼀次邀請陳博士的
團隊到校舉辦體驗式的生涯規劃課
程。活動中，老師及家⻑看⾒學生的成
⻑，真切感受到課程的影響力。自此以
後，生涯規劃課程成為了學校恆常的全
方位學習活動之⼀。 

  生涯規劃課程的影響力不止於學
生，參與活動的老師、家⻑及導師也能
從中得到啟發，與學生⼀同成⻑。喜⾒
書中導師們的分享，樂⾒學生的成⻑。
⼀個課程，兩天活動，多方共贏，但願
有更多學生、老師、家⻑及導師能感受
課程帶來的喜悅，⼀同成⻑！ 



 

 

 

 

 

序 
 

陳有義 
博士 

 

《十年樹人》 

課程原創者 

 

 

 

十年樹人 

建立自己 

成就別人 

Power! 

小學生生涯規劃為何重要?  
如何做? 

   
    許多人認為生涯規劃要到中學階段才需
要做，但其實小學升初中的同學更需要我們的
關注。我們的⼤型生涯體驗課程《十年樹人》
正好驗證了這⼀點。在兩天的體驗活動中，同
學經歷屬於自己未來十年的人生。以太陽城為
背景，同學們經歷了升中面試及派位、修讀初
中課程、選讀高中課程、參加高考、高考放榜、
升上⼤專、⼤學畢業及找工作面試，體驗了各
個決策過程、人生交叉點及甜酸苦辣。 
   

  《十年樹人》課程從 2012 年推出至今，
已在中國內地及香港特區培訓了超過⼀萬名小
學生及三千名教師，我們感恩課程能幫助同學
成⻑，廣受各界好評。正如⼀位來自深圳的資
深導師所說，這兩天的體驗，讓同學學到了許
多在平時課堂中無法理解的人生道理。 
 

    為了讓我們深入的了解高小同學的⼼路
及成⻑歷程，我們精選了十四位高小的同學在
面對未來人生種種考驗的精彩感人故事。 故事
由輔導他們的《十年樹人》課程導師 (在職及
職前教師) 生動的分享，其中有汗有淚，有失
敗有成功，有懊悔有堅持。故事中展現了同學
們的純真、軟弱、堅毅、智慧及成⻑，還有導
師從旁鼓勵及⽤⼼輔導的育人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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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班級中的破壞王    

黃雪盈 導師  FG15 
 

 

 

   有⼀個很感⼈的環節是當我
在化學課分配學生倒果汁的次序
時，有幾位學生告訴我不要給某同
學倒和攪拌果汁，因為他是級中有
名的破壞王。我當時問這位被稱為
《破壞王》的學生：「導師相信你
有能力做到的，你有信心嗎？」他
點點了頭。 
  
   結果，這位學生在過程中很認
真地完成實驗的程序及填寫觀察
結果。最後，我在其他同學前，表
揚了他認真的表現。也許對很多學
生來說，這不是什麼困難的任務，
但對該學生來說，這可能是⼀個很
好的學習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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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放榜時，拿到成績單的同學，有開心的，也有難過的。這
個時候，校⻑看到⼀位平時調⽪且多⾔的同學沉默的站在⼀旁。
看來，這位同學的高考成績並不理想。 

 

  過了⼀陣⼦，校⻑再觀察這位同學，發現他似乎比之前更加
不開心。校⻑⾛近這位同學，說：「同學，你跟我出來，我們談談
好嗎？」 

 

  在⼀旁的時候，這位同學告訴校⻑：「校⻑，我以後再也不會
取笑別人了，因為被別人取笑，原來是很難受的！」校⻑有點驚
訝，⼀位⼩四的學⽣，會有如此重⼤感悟。於是校⻑便問問因由。
事情是這樣的，這位同學，今次的高考成績較差，他左閃右避，
很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的成績單。然而，成績單還是被同學看見，
而他也被同學取笑了。 

 

  我想，校⻑這時已心裡默默感恩，這孩⼦已在挫折中成⻑了！
他已經學到人⽣中與人相處的⼀⼤功課和軟技巧 ── 同理心。 

02 
 

我以後再也不會 

取笑別人了            

 
Dr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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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畢業典禮的環節中，我班有
位女同學哭了，因爲她只是副學士
畢業，沒有機會上台領證書。這女
同學是⼀位⼗分重視⾃⼰學業成績
的同學，在校內成績也是中上的，
但在活動中她只能修讀《藝晉》課
程。我上前安慰，但她愈哭愈厲害，
其實我也明白這個時候說太多話會
令她的情緒愈不穩，所以我⼀邊拍
她的肩膀，⼀邊跟她說：「我明白是
會有不開心的，你可以哭出來令⾃
⼰舒服⼀點，如果可以，試下⽤ 5
分鐘的時間讓⾃⼰冷靜下來。」 

  當她慢慢冷靜下來後，我再跟
她說，這個活動只是讓她試試，她
說她媽媽會罵她，因為她考不上大
學。我說只要你盡力了，媽媽就不
會責怪你，之後我再引導她去想想
下⼀步應該怎樣做。 

  結果她在找工作的階段⼗分努
力，找到兩份工作，而她的班主任
也在所有同學面前讚賞她的堅毅及
勇敢，給她肯定及鼓勵，我想這位
女同學在這活動中也成⻑了不少。 

03  
李詩婕 導師  

FG12  

 

 
 

不⼀定 
要唸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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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驕傲 

到 謙虛 

   在這次活動我們擔任了
城市工業學校的校⻑，我們學
校的同學有驕傲的、有乖巧
的，也有特別囂張調⽪的。其
中姓黃的同學就是其中⼀個
特別聰明，個⼦又特別⼩得像
個⼀年級的⼩朋友的孩⼦。但
是，他特別驕傲自滿，⼝才⼀
流！如果和他辯論的話，我絕
對會輸給他！  

 
   在他參加這個活動的過
程中，他表現出很自以為是的
樣⼦，每個流程都很不在意。
到了高考的時候，成績⼀出，
他考得特別差，只有 300 多分 
(內地高考總分為 750 分)，這
時我故意跑過去問他難不難
過，他卻⼀副滿不在乎的樣
⼦。到了穿畢業袍的時候，全
班剩下四個同學留在台下，他
是其中⼀位。這時候我再過去
問他，他依然還是在台下嘻嘻
哈哈。這時候我就在旁邊開導 
他：「不要再裝作很不在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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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可以考得更好的，你本來就是個
聰明的孩子。」他這時候反應很快回答
我：「老師，上課的時候我都有很認真地
去聽的，題目都不難，但是我覺得這是
⼀個遊戲，是假的，所以高考前都沒有
認真復習。」 說著說著，眼睛就泛紅了。 

04 
 

 
 

這個時候，那個驕傲自滿的黃同學⼀下
⼦縮成了⼀團，我拍拍他的肩膀⿎勵
他：「你⼝才這麼棒，下午的找工作環節
我相信你⼀定可以很快找到的！」結果
到了找工作環節結束前 5 分鐘，他就拿
著他的貼紙給我看，竟然找到了五份工
作！實在是太棒了！ 
 

  從滿不在乎到下午的十分戰鬥力，
對於這個孩⼦的變化我特別高興，衷心
地希望他能在真正的人⽣⽣活經歷中，
做⼀個謙虛、好學、認真的孩⼦，擁有
更加美好的前程！ 

何思娜 
老師 

 

CFG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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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我們的肯定    

 
 

  在第⼆天的畢業典禮後，有⼀位
成功穿上畢業袍的同學主動張開雙
⼿擁抱我，他當時說：「校⻑，我很
榮幸呀!」我感受到他心中的喜悅及
對我的信任，於是我也回抱了他，
說：「恭喜你呀!」 

  我當時真的是完全沒有想過會
有學生主動擁抱我，因為我沒有料到
⾃⼰在他的心中已經受到這麼的重
視。我回想第⼀天的情況，我與他的
交流也不算很多，唯⼀令我覺得我能
夠得到他重視的原因是在剛升中的
時候，他被選上男班⻑。那時候班中
的同學並不團結，他想了⼀句⼝號。
但女生們不是很喜歡，於是女生們想
了另⼀個⼝號，同學們都比較認同女
生的⼝號，從這男生的表情中我看到
了不高興，而從他的言行中我感受到
他是個⾃尊心很強的人。 

  於是我決定對他說：「你的喊聲
比較大，⼀會兒叫⼝號的時候靠你
了!」那時候我觀察到他的情緒慢慢
恢復正常，而叫⼝號的時候他也⼗分
落力。可能也是因為這樣，我曾增強
他的⾃信心，所以他在成功的時候會
第⼀時間向我分享心中的喜悅。 

 

05 
黃秋玉  

導師 

FG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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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鼓勵成就學生   
別琳君 導師   FG12 06 

 

 
 
  
  學生需要鼓勵，這讓他們
做得更好。⼀位姓陳的同學在
活動開始時就顯得非常沒有自
信，總是⼀個⼈坐在⼀旁。高
考後更是不願意講話了，同學
都說他很自卑，他也不反駁。
他可能是內地的同學，到香港
後很羞澀。我跟他說：「你很棒
啦，⼀直很踏實，等待明天結
果吧。」 

  第二天成績出來了，他考
試成績是我們學校(小伯利恆)
的第⼀名。他非常高興，後來 

 
他找工作也更有信心了。當我
面試他的時候，他準備非常充
分，做任務的時候也遇到了困
難，但是他說他不怕，再去請
教⼀個⼤人就好了。後來他竟
然找到了三份工作。 

    對於他這種比較自卑的同
學，需要的是肯定，可能這⼀
次的經歷對他來說增⻑的是自
信，也更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閃
光點，他後來跟我擁抱的時候
說他會加油的。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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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陳有義 博士      朋友互相幫助 

 

 
 

  太陽城裡的幾位感情非常要好的朋友，⼀起選修
同樣的科⽬，⼀起上課，互相支持。可是其中⼀位同學
因為高考考得不好，最終只有⼤專畢業，沒有穿上畢業
袍。在畢業典禮上，另⼀位同學把學⼠帽給哭泣中的她
戴上，⼀起拍照留念。原來，同學們正在體現其中⼀個
太陽城的精神 — 朋友互相幫助。 

  在每個人的成⻑過程中，有同輩的同⾏、⿎勵、
支持及陪伴是極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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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活動中用心教導學⽣，

以及把我的經驗都告訴他們。我
覺得自己最成功的地方是可以感
動及⿎勵學⽣振作起來，讓他們
知道自己不是⼀無是處。 

    當畢業典禮進⾏時，看到有
位同學坐在旁邊，我上前安慰他。 
起初他什麼都不告訴我，但我繼
續⿎勵安慰他，最後他告訴我自
己沒有⻑處，以及後悔自己沒有
用功。於是我⿎勵他不要看低自
己，要對自己有信心，他終於振
作起來了。到了找工作環節時，
他十分認真地向別人推銷產品。
我欣賞他不放棄的精神，所以我
在分享環節時公開⿎勵他了。到
最後的感恩環節，他衝過來緊抱
我，我很感動，更知道自己做對
了。⿎勵學⽣是必需的，他更衷
心地對我說聲多謝，我會心微
笑，再以擁抱回應了他。 

  我覺得真心對學⽣，希望學⽣
有所體會，他們是知道的，他們
知道導師們是為他們好，他們是
感覺到的。我們要繼續用心對待
學⽣，以⽣命影響⽣命，我會繼
續努力的。 

08 
感受導師 
的真心 

周家慧 導師 

FG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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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霍淑儀 老師   CFG 07  

  
  在招聘環節中，我負責考核社會工作者。可
能學生對這個職業都較陌生，開始時無人來應
聘。好不容易來了⼀個，我問他為什麼要應聘
這個工作，他說：「為這個社會來工作。」我告
訴他社工是幫助有需要的人群。我再問他：「如
果⼀對夫妻要離婚，家庭要破裂，你怎樣幫助
他們？」 這孩⼦想了⼀會兒就說：「老師我放
棄了，不做這工作。」 
 

  我看到這孩⼦這麼快就失去信心，我問他有
沒有上《生命教育》課，他說他有。我就用把
簽牙籤插進汽球的事例，教導我們要有自信心
這道理去鼓勵他，結果這學生坐下來認真思考
老師提出的問題，最終成功應聘了，臉上露出
喜悅的笑容！ 

同 
學 
， 
你 
可 
以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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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只需要多⾛⼀步  
     

  
 
  有⼀個男孩子叫小彬，在高考完
後信心⼗足，跟我說以後想當⼀名醫
生。應聘環節第⼀次來應聘醫生他被
拒絕了，第⼆次來應聘醫生又被另⼀
位僱主拒絕了，他沒來第三次。 
 
  應聘結束後交流收穫，他⼀直低
著頭，我跟他說：「我⼀直等著你來。」
他哭了。之後我們談了對這個經歷的
感受和思考。遺憾，委屈，懊悔的情
緒⼀直寫在孩子的臉上，我跟他分享
了我堅持當⼀名老師的故事，我鼓勵
他堅持⾃⼰的理想。 
  
  到感恩環節，他微笑著向我⾛
來，眼神多了堅定，我們互相擁抱，
我真誠地鼓勵他：「加油。」他對我
⽤力地點了點頭，還要了我 QQ 號
碼。孩子，認識你我感到幸運，你的
笑臉讓我知道理想在你們的心目中
是何等的重要，它值得我們⼀起努
力。 
 

  

 

宋顏玉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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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堅持了 
 

黃美珍 老師 

CFG06 

 

 

 

 

 

 

 
 

  在面試工作的環節，有⼀名姓
陳的男同學，想應聘汽車銷售員。
在面試時 他很 想成為 汽車銷 售
員，原因是他從⼩就喜歡汽車。但
他必須要在規定的時間內賣出三
台車才能被錄用，他領著車的圖片
就去推銷了。他去了很久，還以為
他已經放棄了這份工作去找別的
工作了。 

  在規定時間的最後 10 秒他竟
然滿臉通紅的完成任務回來了。我
對他說：「你完成了任務，恭喜你，
你被錄用了。但你為什麼去這麼
久？」他⼀下⼦就哭了，邊哭邊
說，原來推銷不是他想像的那麼容
易的事，說服客戶買車很難，找了
很多人，被拒絕了很多次。曾想過
放棄的，但當賣出了⼀台車時就有
了信心，接著就賣出了第二台、第
三台。「幸好我堅持了，我找到工
作了。」他說。 

  通過了這樣的預演，讓他明白
堅持和自信是人⽣成⻑過程應有
的品質。同時也體會到⻑輩們工作
的不容易，培養了感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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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哥  資深企業顧問 

 

 
 

  身為《十年樹人》課程的
首席顧問，我向來以太陽城市
⻑身份在活動中與同學互動。 

我想跟⼤家分享⼀個令我
非常驚訝的經歷。在第二天下
午的招聘環節，同學面試找工
作時，某些職位需要同學向客
戶展示他們的能力，得到客戶
的認同，客戶便給予同學客戶
貼紙。這樣，同學才有機會被
僱主錄用，得到該份工作。 

  當時，我看到番禺的⼀位
同學戰戰競競地⾛到我面前，
哭著說：「市⻑，我掉了⼀百
元！」 我緊張地問他：「是在
哪裡掉的？有否告訴老師？」
他說沒有。我更加緊張：「那麼
我帶你到老師那裡去吧。」 
他突然把我停住，望著我說： 

 

12  
 
「市⻑，我的『傷心難過』演
得好嗎？」我的天啊！我上當
受騙了！他向我索取客戶貼
紙。我當然不得不給他了。然
後，他還問：「市⻑，您是否對
我的表演有『驚喜』的感覺
呢？」 我說是啊！ 同學高興
的說：「那麼，可否多給我⼀個
貼紙，因為我同時演了『驚喜』
的部分喔！」  

原來，同學應徵的職位是
演員，需要向客戶表演「傷心
難過」及「驚喜」的感覺。我
的天啊，做了多年的企業顧
問，閱人無數，竟在今天被這
位同學騙了再騙。這位同學，
你太棒了！ 

原來 
我受騙後再受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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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學校第⼀次舉辦《十年
樹人》課程時，已是該年三月
份了，學校校⻑及老師都在
看，課程如何幫助同學找到人
⽣⽬標。 班級中有⼀位六年級
的 A 同學，⼀⾄五年級的考試
成績，多是不及格且包底。加
上平常頑⽪，許多人都覺得這 A
同學的成績及態度是無法改善
了。 

  在第二天的招聘環節中，由
於許多僱主是學校教師扮演
的，逢遇到 A 同學來面試，都
會刁難他⼀翻，且不聘請他。
於是同學由⼀個僱主的攤位到
另⼀個僱主的攤位，辛辛苦苦
排隊然後面試，只是到最後都
⼀⼀被拒絕了。這個時候，在
⼀旁觀看的我，第⼀次看到平
時不認真的 A 同學，竟然如何
努力！ 我驚訝他竟然會為自
己能否找到工作如此緊張和認 

 13 
語文考試 

第⼀次合格  
馬冬梅 副校⻑  

 

真。終於在活動結束前 10 分
鐘，A 同學到了⼀個由外來導
師扮演僱主的攤位面試。僱主
當時覺得他表現還不錯，就聘
請了他。當時，我看到 A 同學
非常開心，雙手高舉身上的運
動外套，繞全場跑了⼀圈。這
個時候，我的眼淚已經流下來
了。 

   參與《十年樹人》課程後，
這批六年級的同學在六月份參
加了學校的最後⼀次考試。當
考試成績出來後，⼤家都不敢
相信，A 同學的語文成績，在
六年裡第⼀次合格，考到 85
分。 我們看到同學已經改變
了，找到自己的人⽣⽬標，學
習認真了，並在短短的三個月
裡，奮起直追，考到好成績。
為他⿎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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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賴施霖 導師 

FG15 
 

 
人⽣最重要 
的是… 
 
 
  最深刻的⼀個環節是第
二天下午的招聘環節。當時我
是《傳播及娛樂》⾏業的僱主。
最記得有⼀位學⽣應徵「攝影
師」的職位。那時我純粹好奇，
問她認為人⽣最重要的是什
麼，她竟然回答說是家人。我
再問她最美的照片是什麼，她
竟然說是全家福。她還告訴
我，想把快樂帶給家人。 
 

  聽完這番話，我莫名地感
動起來。⼀個⼩五⽣，原來在
想自己未來的時候，也不忘飲
水思源。這意料之外的答案震
撼了我，也讓我重新思考自己
的路向，也想起了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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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歡笑還是淚水，都是孩⼦成⻑路上的滋味 
 
   
  有幸參與《⼗年樹人》大型生涯
體驗課程，受益匪淺。對於孩子們來
說，參加這個活動能讓他們提前感知
未來的人生，及早做好人生的規劃，
應對未來可能經歷的事情。通過活
動，引導他們尋找適合⾃⼰的發展方
向，利於他們在學習生活中樹立正確
的目標及人生價值觀。陸遊有句詩我
非常贊同——“紙上得來終覺淺，絕
知此事要躬行”。教育不⼀定是局限
於課堂，體驗感受也是⼀種教育。活
動中的體驗無論是歡笑還是淚水，都
是屬於孩子⾃⼰的體會，成⻑路上的
滋味。 

簡嘉穎 老師 
廣東省名班主任工作室 

 
   參與《十年樹人》⼤型⽣
涯體驗課程，導師和學⽣都經驗
了從開始的感知到最後的各種
感動。活動的每⼀個環節，都讓
學⽣體驗成⻑中的各種歡樂憂
愁，學⽣在活動後的學習也由被
動變為主動，正如課程提出的
“時間不能重來，⽣命可以預
演。”所說的那樣。感謝組織單
位給我們提供這個難得的學習
機會，感恩陳有義博⼠團隊，讓
我在活動中學習、成⻑。 

林綺綺 老師 (總輔導員) 
深圳市寶安區教育局第三學區 

教育管理辦公室 
 

夢想與現實的相連，讓每雙隱形翅膀勇敢揮動， 
成⻑的付出與收穫，讓每顆⾚⼦之心綻放光彩！ 
這段時間在大家打造的童心世界裏感到很幸福， 
祝願未來我們與更多學生共同攜⼿寫下新⼀⾴！ 

方駿 導師  《十年樹⼈》課程核心團隊 

感言及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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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課程極具⽣命力，⼀連兩
天既充實而具挑戰性的活動，讓學⽣
經歷未來十年的人⽣抉擇。活動中讓
同學感受成功、失敗、笑聲、淚
水……，令同學明白作好準備，堅持
⽬標，努力求進的重要性，為日後成
⻑之路作⼀借鏡。 

鄧映雪 老師 (班主任) 
秀明⼩學  

 

  成就每個不⼀樣 
的精彩人⽣ 

  每位⼩孩都擁有獨特的潛
能，在其成⻑的過程中，透過不
同的體驗和實踐，不斷地探索和
發揮潛能，成就每⼀個不⼀樣的
精彩人⽣。而《十年樹人》課程
正正提供了⼀個寶貴的經歷，讓
學⽣透過兩天的活動，從中思考
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及早為將
來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令學⽣
建立自信及成⻑。 

鄧麗玲 姑娘 (學⽣輔導主任)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學  

 
沒有跌倒過 

就不能站起來 

  人⽣就是⼀次又⼀次地學⾛
路：沒有嘗試過，就不會跌倒；
沒有跌倒過，就不能站起來。成
⻑就是要不斷嘗試與跌倒，然後
找到方法靠自己雙腳穩穩的站
起來。《十年樹人》正正是⼀次
機會讓⼩學⽣在兩天試⼀次，闖
⼀翻，好讓在往後的十年能自己
主宰。既然如此，好好跌⼀次，
又何妨？ 

張令嘉 老師 
《十年樹人》課程核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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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可以預演， 
時間不能重來！」 

 
是《⼗年樹人》課程的中心思想，指
導著整個課程的設計。這個課程旨在
通過遊戲的形式，帶小學生去到“未
來”，讓他們有機會體驗未來的人
生。課程的意義在於讓小學生有“重
新⾛⼀遍人生軌跡”的機會，對⾃⼰
未來的人生道路有⼀個比較清晰的
認識。我很幸運能參與 

 

 

多間⼩學的課程，並且有機會在很
多⼩學⽣的人⽣成⻑道路上留下
⼀點痕跡。期待課程的受益者越來
越多，有更多的⽣命影響著下⼀
代，川流不息！ 

程宝琼老師 
《十年樹人》課程核心團隊 

 
  每隻美豔動人的蝴蝶，都要經
歷蛻變的艱辛過程，才能成為美麗
的蝴蝶！人雖然沒有擁有身體蛻
變的本能，卻擁有心靈蛻變的能
力。而《十年樹人》就讓我看到學
⽣心靈的蛻變，從軟弱變得強⼤；
從傍徨變成覺醒；從消極轉為積
極，我相信這些心靈上的蛻變能讓
學⽣展翅高飛，找到自己的方向。
而我也感到很幸運能夠⽬睹⼀幕
幕感動的時刻，能夠見證⼀個個成
⻑的故事，我相信每⼀滴的眼淚都
是學⽣成⻑的烙印，每⼀抹的笑容
都是對《十年樹人》的肯定。 

鄭建勤 導師 
《十年樹人》課程核心團隊 

 

Victoria 姊 

培訓及動員主任 

跨越使團 

經⼀事，⻑⼀智；經十年，來嘗試。 
預演人⽣讓孩⼦們在安全環境下⼤膽嘗試， 
敢於夢想令孩⼦們在模擬環境內探索喜好， 
經歷挫敗使孩⼦們在解決困難中認識自己， 
面對挑戰讓孩⼦們在殘酷現實內建立自信， 
最終，啟動孩⼦自我尋索出⼀條獨特的路！ 

《十年樹人》的經歷能成為孩⼦⼀⽣的祝福！ 
《十年樹人》的參與讓我看到孩⼦可塑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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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生命 
燃點每位學員 

   
  作為《⼗年樹人》課程的首席
顧問，我衷心感謝陳博士和夫人，
他們在香港教育建立了⼀個不可
取代的生涯體驗課程。他們更願意
為內地的教師與學生舉辦人生規
劃教育培訓工作培訓，他們熱愛進
入教師的生命與教育，熱衷提醒與
家⻑的溝通和學習，熱情地⾛進孩
子的體驗模式與成⻑道路，簡單來
說，就是彼此生命的蛻變。 
 

  陳博士和夫人的確參與及見
證了很多生命的逾越，他們為什麼
能無條件地為教育付出⼀切？這
動 力 源 ⾃紥 根 於他 們 深 深的 信
仰，每次活動⽤他們愛的生命來燃
點每⼀位學員的心智，他們的⾝體
力行以不斷學習與改變來喚醒了
很多因循苟且的教育者。讓大家明
白什麼才是有教無誨、悔人不倦之
愛的教育。 
 
  綜合整個《⼗年樹人》的生涯
規劃課程，我可⽤⼀個《謝》字來
感謝陳博士夫婦，學校與教師，導
師團隊和同學。的確，透過大家的
參與，在每次的活動中，⽤言語來 

 
 

互相道謝，用行動來互相感謝，用
忍耐的每丁點寸移動來學習互諒
互讓。感恩有這樣的⼀個團隊！期
待及期望有更多未認識我們，從事
教育的朋友，歡迎你們聯繫我們。
《十年樹⼈》課程是為你們而設
的。來，看看吧！ 

Michael 哥 資深企業顧問 



26 

鳴謝 
我們感謝多年來支持此課程的機構及學校  

 

香港教育⼤學 
香港中文⼤學 
嶺南⼤學 
北京師範⼤學教育創新研究院 
廣州市教育科學研究所 
广东省国基教育发展研究院 

 

順德陳村鎮教育局 
順德陳村鎮人社局 
廣州省名班主任工作室 
番禺市教育局 
順德教師學校 

 
 

 

九龍禮賢學校 
保良局方王錦全⼩學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學 
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學 
香港學⽣輔助會⼩學 
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學 
秀明⼩學 
 
 
 

排名不分先後 

 

順德陳村鎮中心⼩學 
順德德勝⼩學 
順德陳村鎮青雲⼩學 
順德陳村鎮弼教⼩學 
順德陳村鎮梁釗林紀念⼩學 
順德陳村鎮吳維泰紀念⼩學 
順德陳村鎮仙湧⼩學 
順德陳村鎮莊頭⼩學 
順德陳村鎮石洲⼩學 
順德陳村鎮⼤都⼩學 
鄭州市鄭中國際學校 
華師附中番禺學校 

 
 

機 構 大學/研究院 

香港學校 內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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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系列 
 

 

 
 
記錄了校⻑及老師透過
⽣涯體驗課程的鷹架與
同學互動及輔導同學成
⻑的經歷、反思及感悟。 
反思讓我們看到剛入職
的老師、資深課程主任及
校 ⻑ 在 育 人 工 程 的 心
懷、智慧、努力、淚水及
喜樂的心路歷程。 

 
 
未來的教師是我們的傳
承。此書記錄了在唸教育
/心理/社會學等的⼤學⽣
(職前教師)，透過⽣涯體
驗課程的實習平台，與同
學互動及輔導同學的經
歷、反思及感悟。反思讓
我們看從到學⼠⽣⾄博
⼠⽣，在教師專業發展的
成⻑歷程。有未肯定自己
是否想當老師到在實習
中找到自己的教學風格。 

千師育人 

未來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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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人故事 
 

精選了十四位高小的同學在面對未來人生種種考驗的精彩感人
故事。 故事是輔導他們的《十年樹人》課程導師 (在職及職前
教師）生動的分享，其中有汗有淚，有失敗有成功，有懊悔有堅
持。故事中展現給我們的是同學們的純真、軟弱、懊悔、堅毅、
智慧、反思及成⻑等，還有導師從旁鼓勵及用心輔導的育人情懷。 

 

   
   《十年樹人》課程是⼀個能讓學生認清⽅向，⼿握掌舵與⾃決人

生的體驗課程。學生⾃行承擔當中的得與失、起與跌的經歷，在低
谷時讓他們相信奇蹟; 從後退中要學習勇敢面對，在迷失的路途上
再尋找⽅向，再把生命的彩虹綻放出來，羅小學生的確做得到。 

    感謝陳有義博士設計了這個啟發⾃我，朝向未來的體驗課程，
實在是課程設計的突破。 

  陳嘉碧 校⻑，仁濟醫院羅陳楚思小學  
 
   身臨其境，親身經歷，體會人生酸甜苦辣，感悟並找到人生真實。 
   面對挑戰，展示⾃我，深刻瞭解調整⾃己，感知並提早規劃人生。 
   短短的兩天，滿滿的十年——感恩遇見《十年樹人》。 

馬冬梅 副校⻑，順德陳村鎮中心小學 
 
 

十年樹人，建立自己，成就別人，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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