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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時光飛逝，自然教育有限公司成立已經十二年。多年來有很多關心教育的有

心人支持我們，成就了我們這一個教育的夢！從年報中可見學校已有一定的基礎， 

亦有更多人認識及認同我們。面對着將來的挑戰，我們全體教職員定會繼續努力，

讓香港甚至全國有更多人認識自然教育的夢，讓更多兒童從自然教育中成長！ 

為此多年來孕育的美事，心存感恩。(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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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願景 

建立一個安全、無懼、自然 、簡樸、共融、悅學、愛智的學習文化環境。 

師生共同實踐情意自然、以人為本、自主學習、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活價值。 

培育愛己愛人愛自然的新一代。 

以「自然、人本、自主」為理念發展中小幼一貫的課程和自主學習課程。 

辦學理念 

情意自然 

着重體驗學習，復通人與自然、人與人及 

人與自我的情感關係； 

課程設計與實踐，着重在自然學習、 

向自然學習及保育自然的教與學； 

奉行綠色生活價值，食素、過簡樸惜福的生活； 

適度使用科技、建立分享的生活文化。 

以人為本 

深信人人皆有學習動機和興趣，教師的任務是提供一個安全無懼、充滿誘因的環

境，設法保守孩子的興趣，給予引導與鼓勵。 

學生是學習的主體，老師是學習的促進者，尊重孩子的差異與特質。 

深信小就是美，實踐小校小班教學，致力營造家庭式的氣氛，建立共同參與的校

園生活文化。 

給孩子探索、面對問題、商議、表達、活動的機會與空間。 

自主學習 

培養自覺學習的態度和主動學習的能力； 

由學習生活自理開始，養成良好習慣，逐漸讓學生嘗試選擇及面對後果，成為負

責任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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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回顧 

 

 

服務總覽 

 

  2018-19 年度服務人數(人次) 

註冊私立小學 鄉師自然學校 89 

幼兒遊戲組 自然童趣園 12 

培訓教育 師.法.自然–教師啟導課程 

自校家長學堂 

其他家長活動 

16 
(280) 
(115) 

講座會議 德國教育交流分享茶座 40 

假期活動 復活節自校體驗 

螢火蟲學苑 

夏日童趣愛自然活動班 

吾讀中學 

16(48) 
24(168) 
12(72) 
4(20) 

推廣工作 資訊日 

特約探訪或交流 

外出講座 11 次 

519 
270 

未有統計 

 

2007年
本公司成立

經營「鄉師自然學校」

2010年
根據《稅務條例》
第88條成為獲豁免
繳稅的慈善團體

2010年
第一屆畢業生升中

2010年
開設為期兩年的幼兒
playgroup實驗計劃
「自然遊藝組」

2011年
首辦自然中學
暑期實驗課程
「吾讀中學」

2012年
開辦

「自然童趣園」

2014年
首辦「師.法.自然–
教師啟導課程」

2014年
組織「見中之旅--
台灣理念中小學
考察團」

2017年
鄉師自然學校
十周年 -十方會師
步行籌款



  

 4  

鄉師自然學校 

 近五年學生概況 

 2018-19 2017-18 2016-17 2015-16 2014-15 

學生人數 89 75 75 81 83 

畢業生人數 14 4 11 10 8 

 本年度未有使用學費資助的同學。 

 全職老師 12位，半職老師 2位，兼任導師 1位，全職職工 4位，兼職職工 3

位。 

 獲得利澤銘黃瑤璧慈善基金資助，進行了校舍維修及翻新工程。 

 

 校外比賽 

 屯門區小學足球邀請賽 

 2018-2019年度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第二十二屆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七十屆香港學校朗誦節 

 第二屆全港小學生魔力橋大賽 

 第七十一屆香港學校音樂節 

 電風扇推動車小學環保科學創意邀請賽 

 第九屆屯門區數字串串橋(Rummikub)比賽 

 2018-2019年度小學校際乒乓球比賽 

 2018-2019年度賽馬會五人足球盃 

 2018-2019年度屯門區小學校際游泳比賽 

 2019全港小學普通話才藝比賽 

 綠創未來市集攤位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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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活動一覽 

3-14/9/18開學雙週 

12/9/18第一次社際比賽 

14/9/18坪洲畫碗 

21/9/18中秋晚會 

31/10-2/11/18金秋拾趣行 

3/11/18嶺南大學親子科學實驗日 

8/11/18高小嶺南大學小實驗 

9/11/18《非同凡響》電影放映會 

16/11/18小六升中簡介會 

14/12/18英文科聖誕活動 

16/12/18親子運動日 

25-26/1/19登山社河背露營 

28/1/19班際生火烹飪比賽 

29/1/19社際捉老師比賽 

31/1/19新春專題活動 

16/2/19上學期家長日 

27/2-1/3/19教育營 

8/3/19社際魔力橋比賽(高小組) 

11/3/19小六大圍踩單車 

15/3/19社際魔力橋比賽(初小組) 

17/3/19資訊日 

29/3/19戶外學習日之馬鞍山昂平 

13/4/19小二港鐵小站長 

15/4/19小六長洲張保仔洞探險 

30/4-1/5/19小三在校宿營 

3/5/19小一戶外學習日 - 屯門徑小溪探索 

3/5/19小二小三戶外學習日 -濕地公園 

3/5/19小四戶外學習日 -大圍踩單車 

3/5/19小五戶外學習日 -大美督踩單車 

3/5/19小六戶外學習日 -白沙灣嬉水 

10/5/19社際故事及演講比賽(初賽) 

14-18/5/19小六畢業露營 

22,23,26/5/19德國大學生探訪交流 

24/5/19社際故事及演講比賽(決賽) 

31/5/19戶外學習日之清水灣 

3-4/6/19小六獨木舟營 

24-25/6/19試後活動：攀樹 

27/6/19社際足球比賽 

28/6/19試後活動：《寵物反擊戰》話劇 

30/6/19下學期家長日 

6/7/19第十屆畢業禮暨第十二屆結業禮 

24/8/19新學年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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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生活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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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童趣園 

 全職導師 2位。 

 本年度有 3-4 歲參加者 9 位；5-6 歲參加者 3 位。 

 有 2 位去年的參加者順利升讀鄉師自然學校小一。 

 全年活動一覽 

3-14/9/18 開學雙週 

14/9/18 親子戶外學習日之元朗公園 

21/9/18 中秋晚會 

29/9/18 新家長工作坊 

5/10/18 秋季生日會一 

26/10/18 秋季生日會二 

2/11/18 親子金秋拾趣行 

7/12/18 冬季生日會 

16/12/18 親子運動日 

20/12/18 聖誕小舞會 

31/1/19 新春專題活動 

16/2/19 上學期家長日  

17/3/19 資訊日 

29/3/19 親子戶外學習日之馬鞍山 

12/4/19 春夏季生日會 

3/5/19 親子戶外學習日之夜遊大埔滘 

11/5/19 家長工作坊：讀書會 

31/5/19 親子戶外學習日之清水灣 

30/6/19 下學期家長日 

5/7/19 畢業暨結業禮 

24/8/19 新學年家長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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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教育 

自校家長學堂 2018-19   

  教養孩子，家庭與學校需要理念一致、共同合作。自校的辦學理念「自然、

人本、自主」簡單六字，真要實踐卻並不簡單。有見及此，「自校家長學堂」舉

辦了一系列活動課程，介紹各種相關心法內容，同時協助家長提升親子溝通質素，

促進夫妻關係。 

 

  

主題 

10/11/18【自主與界線】 

27/1/19【情意自然體驗】 

7/2/19【簡樸生活體驗】 

17/3/19【試讀及觀課日】 

13/4/19【生機飲食廚藝工作坊】 

10/11, 17/11, 1/12, 15/12/18【非暴力 x正念親子溝通課程】共四講 

30/3, 13/4, 4/5/19【愛的真諦工作坊】共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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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教育 

第五屆師．法．自然 – 教師啟導課程   

  本課程旨在培育對自然有情，對教育有抱負的教育工作者，或加入自然學校

的工作團隊，或設計及實驗理想的中學實驗課程，反思基本的價值，共同實踐以

自然為師的中小學課程。課程框架建基於體驗式的情意自然教育，概念涉及戶外

學習、合作學習、單元課程、學習歷程檔和各基本學科的綜合處理。導師來自各

科的經驗老師及專家，各從自己的研究範疇貢獻其經驗與知識。希望透過此平台，

綜合及互動建構教師彼此需要的知識、技能、態度，向自然學習，師法自然，為

香港另類教育提供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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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會議 

德國教育交流分享茶座   

日期：26/5/19 對象：對德國教育有興趣的人士 

  有說德國教育很職業導向。究竟德國教育是怎樣一回事？與香港有什麽分別？  

  一班德國大學生爲了探究世界未來教育的方向到訪不同國家，包括芬蘭、中

國、韓國、馬來西亞、香港等等。這個五月尾，他們正好經過香港，在他們四處

探訪香港的學校之時，我們找緊機會邀請他們分享一下德國教育制度的現狀、優

劣、走勢，以及他們的看法，亦可以了解他們的教育經驗、不同國家的見聞或是

對未來教育的意見和期望。 

  藉此機會，為我們的教育鬆一鬆、想一想、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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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活動 

復活節自校體驗 

日期：25-27/4/19 (共 3 天) 對象：4-6 歲 

  本活動專為有意升讀自校的幼稚園生而設，模擬自校課程和戶外學習，讓孩

子親身體驗自校生活的精彩之處，提早做個快樂小學生。 

  活動由師．法．自然 – 教師啟導課程的學員負責，內容參考自校的日常課程。 

   

 

第 19 屆螢火蟲學苑 

日期：14-21/7/19 (共 7 天) 對象：7-11 歲  

  螢火蟲學苑最初是由自然協會負責舉辦的，目的是將我們在台灣及國外考察

所得的想法作本土化的調整和實踐，深化創校團隊對自然學校辦學理念的掌握和

累積實戰經驗。當中以 2005 年長達三星期的學校生活模擬最具成果，證明只要

讓孩童擁有一定的自主空間，其學習本能就可以萌發，堅定了籌建團隊和創校家

長的信心，加速了建校的進程。 

 鄉師自然學校開校之後，螢火蟲學苑 (螢苑) 改由本公司主理，成為了公眾體

驗自校生活的捷徑，不少學生是參加螢苑後才決定轉讀自然學校的。另外，螢苑

也成為師．法．自然 – 教師啟導課程學員的重要實習場所。 

 在短短七天的活動中，孩子和我們一起遊山玩水、搭營生火、競技遊戲，還

可以按個人意願決定選修科目，相信這對他們來說都是難能可貴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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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活動 

夏日童趣愛自然活動班 2019 

日期：15-20/7/19 (共 6 天) 對象：3-6 歲   

  今年的體驗活動以「自然環境」為主題。老師將動物元素貫穿各活動，例如

繪本分享、創作環保小手工及製作健康小食等活動，令幼兒了解大自然環境與我

們的關係。期間幼兒亦會親身體驗切水果、嬉水、踩單車等精彩活動。 

 最後一天是親子體驗日，讓家長與小朋友一起到戶外體驗自然，親子同樂。

活動後設有分享會，深化家長對情意自然教育的認識，期望參加者能在生活中實

踐應用。 

     

 

吾讀中學 2019 之吾係邊個 

日期：5, 6, 8-10/8/19 (共 5 天) 對象：初中學生 

  今個暑假，發掘自然，發掘自我，又學又玩無難度！ 

  本課程由師．法．自然 – 教師啟導課程的學員設計，讓初中同學於遊山玩水

中學習，認識自然生態，同時發掘個人潛能，培養創意和合作精神，提升自理及

社交能力。 

  是次活動內容非常多元化，包括自然研習社、自然創作和野外露營等。參加

同學得以體驗自然學習的趣味，發揮個人專長，提升心理質素，裝備自己，迎接

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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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26/5/19 德國大學生交流團 

 

籌款及推廣 

 今年我們接待的朋友來自五湖四海，有美好而深度的交流，彼此滋養。 

 

 

  

 

 

 

 亦有本地的機構組織到校與我們交流分享 

(1) 15/11/18 嶺南大學學生 

(2) 16/11/18 樂施會職工 

(3) 20/11/18 在家自學家長 

(4) 10/1/19 前錦田聖約瑟學校校長

藍志偉先生 

(5) 16/1/19 小童群益會社工 

(6) 17/1/19 港大程介明教授 

(7) 25/1/19 屯門區幼稚園校長 

(8) 30/1/19 中大博群全人發展中心  

(9) 31/1/19 中大沈祖堯教授、正生

書院陳兆焯校長  

(10) 14/2/19 真理浸信會富泰幼稚園 

(11) 23/2/19 教育大學學生 

(12) 8/3/19 教育大學碩士學生 

(13) 22/3/19 愛童行學園 

(14) 11/4/19 中大博群全人發展中心 

(15) 2/5/19 環境運動委員會 

(16) 11/5/19 香港沙維雅人文發展中心 

(17) 29/5/19 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師生 

(18) 14/6/19 上海小路自然教育中心 

(19) 28/6/19 聖公會牧愛小學 

   

 

 

 

 

24, 25, 27/11/18 中國情意自然全國共學

園  

 

15/1/19 美國大學生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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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方面，今年我們接受了多次採訪，盼望提升學校的知名度，吸引學生報

讀，同時將自然教育的理念傳揚出去。 

(1) 6/9/18 香港電台電視部節目《日常 8點半》採訪開學情況   

(2) 15/11/18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訪問畢業生，拍攝短片  

(3) 3/12/18 教育大學學生訪問海星校長  

(4) 14/1/19 浸大新聞系學生採訪小六學生及家長，拍攝短片  

(5) 22/2/19《親子王》雜誌訪問海星校長  

(6) 17/3/19《大紀元時報》採訪資訊日及海星校長 

(7) 22/3/19《東方日報》訪問四不像老師 

(8) 16/5/19 網媒 C.P.U. Mini 到校拍攝親子短片 

(9) 24/5/19《JobsDB》雜誌訪問原野老師 

(10) 18/6/19 商業電台節目《毒檸王國》訪問小六老師及學生 

 

 17/3/19 自校舉辦資訊日，向公眾介紹辦學理念、課程內容、畢業生出路等，

並提供多個免費工作坊，集推廣及教育之效。 

  

 

捐款鳴謝 

利銘澤黃瑤璧慈善基金、百佳綠色學校計劃、康文署綠化校園資助計劃、河流基

金、校董草原、校董珍珠、校董野鴿、楊毓照、韋惠英、何青儀、余少華、彭家

樺、家長栗子、Lau Wing Kin、Pang Ka Kui、Lai Mei Ling、Wong Chun Hin。 

***尚有許多不記名的捐款者，衷心感謝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