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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宗旨 

  自然教育有限公司 (自教) 成立於 2007 年，主力營運鄉師自然學校及自然童

趣園，前者是香港首間推行情意自然教育的註

冊私立小學，後者是理念相同的混齡學習幼兒

遊戲組。除了經營實體教育場所，我們亦提供

多元化的另類教育服務，包括家長學堂、師資

培訓、講座會議及體驗活動等。 

  除了推廣情意自然教育這個核心理念，我

們也非常重視其他另類教育體驗，多次舉辦不

同類型的課程活動和培訓項目，希望提供更多

學習模式給大眾選擇，令教育發展百花齊放。 

  自教致力建立一個安全無懼、自然簡樸、

悅學愛智的學習文化環境，持份者共同實踐情意自然、以人為本、自主學習 (自

然、人本、自主) 的理念，以及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生活價值，藉此培養出關顧全

球、本土着手的新一代，期盼他們成為愛己愛人愛自然的世界公民。 

 

主席的話 

  自教推動情意自然教育已十三個年頭，確實要感謝一班熱愛生命、熱愛地球

的好朋友，特別是自然學校的教師及自教的導師們，他們時刻享受着與孩子在自

然中一同成長的樂趣，他們的笑臉、熱情，為這個疫境(逆境)的年頭添了不少生

氣！ 

 

  看到他們對生命的熱愛，在每個不一樣的「課堂」彼此感染，自自然然培育

了對自然及萬物的愛護與尊重！進入自教的第十四個年頭，疫情仍未減退，但願

我們能更珍惜擁有這份對人物、大地的「情」，彼此用生命影響生命，將情意自

然教育理念傳到更遠更廣！ 

 

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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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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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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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覽 

鄉師自然學校 

 辦學理念：情意自然、以人為本、自主學習 (自然、人本、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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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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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實踐小班教學，建立共同參與的校園生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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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五年學生概況 

 2019-20 2018-19 2017-18 2016-17 2015-16 

學生人數 84 89 75 75 81 

畢業生人數 11 14 4 11 10 

 本年度有 2 位使用學費資助的同學。 

 老師全職 13 位，半職 2 位，兼任 1 位；職工全職 7 位，兼職 4 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 年 2 月初開始停止面授課堂，直至 6 月初復課。 

 校外比賽 

 
 全港小學校際五人足球比賽 

 屯門區小學校際田徑比賽 

 第七屆候寶垣盃小學五人足球邀請賽 

 屯門區小學校際足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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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活動一覽 

2-13/9/19 開學雙週 

6/9/19 小二班會活動 - 屯門公園 

11/9/19 第一次社際比賽 

12/9/19 小三小六班會活動 - 屯門公園 

12/9/19 小四小五班會活動 - 黃金泳灘 

14/9/19 中秋晚會 

27/9/19 戶外學習日 - 坪洲 

13/10/19 資訊日(因社會事件取消) 

27/10/19 招生簡介會 

30/10-1/11/19 金秋拾趣行 

1/12/19 親子運動日 

6/12/19 小四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 

20/12/19 英文科聖誕活動 

20-21/12/19 登山社涌背露營 

17/1/20 小六班會活動 - 常嚐素 

20/1/20 社際足球比賽 

22/1/20 新春專題活動 

5/2/20 因應疫情開始停課 

15/2/20 上學期家長日(因疫情取消) 

15&29/5/20 社際故事及演講比賽(網上進行) 

8/6/20 小四至小六復課 

9-13/6/20 小六畢業露營 

15/6/20 小一至小三復課 

17/6/20 小三小四戶外學習日 - 大埔觀鳥 

19/6/20 小一至小四戶外學習日 - 黃金泳灘 

24/6/20 小三小四戶外學習日 - 嘉道理農場 

24/6/20 小五戶外學習日 - 染布工作坊 

26/6/20 小五小六戶外學習日 - 行者池 

3/7/20 第十三屆結業禮 

4/7/20 第十一屆畢業禮 

25/7/20 下學期家長日(因疫情取消) 

22/8/20 新學年家長日(網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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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覽 

自然童趣園 

 辦學理念：自然、人本、自主 

 自然 - 讓孩子親近大自然。 

 人本 - 尊重兒童發展的成長需求和個別差異。 

 自主 - 學會與自己相處，懂得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全職導師 2 位。 

 本年度有 3-4 歲參加者 8 位；5-6 歲參加者 4 位。 

 有 4 位去年的參加者順利升讀鄉師自然學校小一。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 年 2 月初開始停課，直至 6 月初復課。 

 全年活動一覽 

2-13/9/19 開學雙週 

14/9/19 中秋晚會 

20/9/19 秋季生日會 

27/9/19 戶外學習日- 後山嬉水 

13/10/19 資訊日(因社會事件取消) 

1/11/19 金秋拾趣行 

8/11/19 秋冬季生日會 

1/12/19 親子運動日 

20/12/19 聖誕小舞會 

10/1/20 冬季生日會 

22/1/20 新春專題活動  

5/2/20 因應疫情開始停課 

15/2/20 上學期家長日(因疫情取消) 

29/5/20 春夏季生日會(因疫情取消) 

5/6/20 戶外學習日- 清水灣(因疫情取消) 

15/6/20 高幼復課 

28/6/20 下學期家長日(因疫情取消) 

3/7/20 畢業禮 

22/8/20 新學年家長日(網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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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培訓教育 

第六屆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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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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培訓教育 

自校家長學堂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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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了一系列課程和活動，加強家長對自校的認識與認同，協助家長調適身心靈，

提升親子溝通質素及促進夫妻關係。 

  

*「兒童發展與心理」講座因疫情取消 

主題 

28/9/19【健康美味主厨工作坊及講座系列 1：不打針、不吃藥，提升孩子免疫力講座】 

13/10/19【試讀日：自校理念之實踐與分享】 

19/10/19【「孩子不想做功課，可以怎麼辦？」家長講座】 

30/11/19【健康美味主厨工作坊及講座系列 2：粗糧甜食自然味工作坊】 

5/1/20【自然野餐文化親子新體驗】 

18/1/20【親子簡樸生活禪】 

14/3/20【「兒童發展與心理」家長講座】 

18/4/20【「你」想家長探索工作坊】 

16/5/20【自然靜觀 - 綠沐心靈】 

23/5/20【成長的契機 - 沙維雅親子溝通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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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培訓教育 

團體培訓活動 

  我們為黑暗中對話 (Dialogue in the Dark) 團隊提供了一場職員培訓活動，當

天有 12 位視障人士和 13 位健全人士參加。參加者在營地附近尋找一個和自己連

接的朋友，並回來介紹給大家，從中體會每個人都會以不同角度感受事物，同時

可以認識不同的自然物種。在享用午餐時，導師提醒參加者注意當下，享受食物，

欣賞農夫的辛勞、廚師的心意和大自然的恩賜，慢慢進食。之後，參加者輪流觸

摸大自然，打開六感與自然溝通，最後以閑適獨處作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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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講座會議   

另類教育會議 

日期：2019 年 12 月 14 日 

主題：開放的天空 - 教學與需要 

目的：1.  團結另類教育群體，推動另類教育在本地的認可，以至立法。 

            2.  提供另類教育分享平台。 

      3.  增加合作機會，連繫各路英雄，集合力量與資源去推動另類教育。 

      4.  展示另類教育的學生活動及學習生活。 

  一日看盡各種特色的另類教育，了解不同的教育理念，認識不同模式的運作，

再加上兩位來自日本和台灣的另類教育家交流分享。還有各種另類教育學校和團

體的展示，例如華德福、蒙特梭利、自然教育、體驗式教學、芬蘭現象式教育等

不能詳錄。各路同行者雲集，開拓交流合作的空間，為推動另類教育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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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講座會議   

Living Wisdom 講座及工作坊 

日期：2020 年 1 月 11 日(講座) & 1 月 12 日(工作坊) 

  講者 Michael Nitai Deranja 是 Education for Life (EFL) 的聯合創辦人，在 1972

年創辦首間 EFL 小學及 1997 年成立首間 EFL 中學。作為 EFL 的主席，他負責監

督歐美七間 EFL 學校，目前正計劃將學校網絡擴展至印度。Nitai 育有兩名已成年

子女，他們都曾在 EFL 學校就讀。Nitai 本人是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人本主義心理

學學士、戴維斯加州大學教育碩士，並擁有終生教師資格。著有數本作品，包括

The Art of Joyful Education、Supporting Children & Teens in Discovering Life's Highest 

Values、The Road to Maturity 等。 

Education for Life (EFL) 的理念 

 提供兒童為本的教育。 

 培養孩子的不同質素，譬如勇氣、包容、心境平和等，幫助他們應付未來的

挑戰。 

 幫助孩子尋找目標、意義及持久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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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覽 

假期活動 

復活節自校體驗 

日期：2020 年 4 月 11 及 12 日 對象：4-6 歲幼兒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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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因疫情取消 

  

自自然然學到野系列 

日期：2020 年 6 月至 8 月 對象：7-11 歲  

  今個暑假，自然教育有限公司為孩子們安排了一系

列別出心裁的活動，由自然學校的老師策劃及主理，全

部新奇有趣又具教育意義，讓中小幼學生在大自然裏邊

玩邊學，輕鬆享受假期，自自然然學到野。 

活動 

26&27/6, 24&25/7, 21&22/8 米之見學團 

10&17/7 Summer Treasure Hunt 
11&18/7 野外大冒險 

13, 20, 27/7 跟著自校老師去玩水 

14, 15, 16/7 尋找一和多的旅程 

20&27/7, 3&10/8 氣候製造 

21, 23, 28, 30, 31/7, 4/8 數學想想 

23&24/7 瘋狂之旅 

26&27/7 自然小兵團 

31/7, 7&14/8 我是真心膠之和你執 

4&5/8 情緒小園丁 

6, 7, 8/8 造字工房 

*此系列大部份活動因疫情取消，只有造字工房改為網上進行。雖然不能親身見

面，但我們仍會致力為孩子創造一個愉快的網上學習體驗。 

  



  

 13  

服務總覧 

假期活動 

夏日童趣愛自然班 2020 

日期：2020 年 7 月 13 至 18 日 對象：3-6 歲   

  一星期的體驗活動以大自然為主題，老師將自然元

素貫穿各個活動，例如繪本分享、創作環保小手工及製

作健康小食等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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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單車等有

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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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因疫情取消 

 

吾讀中學 2020 

日期：2020 年 7 月 28 及 29 日, 7 月 30 至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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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活動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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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假期活動 

合作活動 – 自然教育有限公司與自然協會合辦 

「林間快樂成長班」 

日期：2020 年 5 月 25 日及 6 月 28 日  

對象：6 至 11 歲 

  這期課程以「夏」為主題，遊山嬉水，為孩

子注入生命能量，做個快樂自足的小孩，讓感動

在體驗自然裏發生。 

 

 

 

 

「2020 暑期森林教室」 

日期：2020 年 7 月 28 至 8 月 2 日 (A 班) / 8 月 4 至 9 日

(B 班)  

對象：6 至 11 歲 

  帶領孩子遊走山林間，逐步打開六感和心靈去體驗

自然妙趣，與自然真實互動，強健孩子身心靈。配合季

節及主題，更新活動設計，讓孩子體驗變化多端的生態

之美，增強感應與觀察力。 

*此活動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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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假期活動 

合作活動 – 自然教育有限公司與塗鴉創意間合辦 

  由自然教育有限公司策劃的「自自然然學到野」暑期活動系列，特別邀請了

著重人本教育的藝術教育機構塗鴉創意間 (BirDinTRee Creative Studio) 與自然學

校的導師，共同設計一個兼具學習藝術、自然及個人成長的戶外教育活動，讓孩

子在大自然裏邊玩邊學邊創作。 

「點蟲蟲」 

日期：2020 年 8 月 4 日 對象：小一至小二 

進行藝術創作，激發創造力；認識夜間常見

的昆蟲，感受黑夜之趣。 

「油山挽水山水情」 

日期：2020 年 8 月 11 日 對象：小一至小六 

進行藝術創作，激發創造力；認識水、溪、

水循環和魚類生態。 

「暗黑大冒險」 

日期：2020 年 8 月 25 日 對象：小一至小六 

進行藝術創作，發揮創意；組隊完成任務，解難創新，既培養合作精神，又能挑

戰自我。 

*此系列活動因疫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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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及推廣 

 受疫情影響，今年我們接待的朋友比往年少，但無阻雙方的誠意互動。 

(1) 15/10/19 中大幼兒教育課程師生  

(2) 4/11/19 蔡章閣中學劉世蒼校長 

(3) 5/11/19 明愛專上學院社工課程師生 

(4) 29/11/19 澳洲 Currambena Primary School & Preschool 老師 Rosie Howes   

(5) 3/12/19 校董草原及友人  

(6) 3/4/20 塗鴉創意間活動團隊  

(7) 2/5/20 黑暗中對話組織團隊 

(8) 4/5/20 仁愛堂青年夢工匠計劃團隊 

(9) 27/5/20 有意辦學人士李陽 

   

 

 媒體方面，今年鄉師自然學校接受了多次採訪，盼望提升知名度，吸引家長

和學生報讀，同時將自然教育的理念傳揚出去。 

(1) 2/9/19 演藝學院學生為小六同學拍攝紀錄片   

(2) 4/9/19《信報》訪問小二家長  

(3) 24/9/19 IVE 實習生訪問海星校長及鳳蝶老師 

(4) 26/10/19 商業電台節目《903獨立調查委員會》訪問海星校長及舊生 

 

(5) 3/11/19 香港電台節目《玩玩星期天》訪問小四學生及家長   

(6) 3&10/11/19 商業電台節目《兒童適宜》訪問海星校長  

(7) 13/11/19 中文大學學生訪問楓葉老師 

(8) 20/12/19 基督教崇真會訪問海星校長 

(9) 21/1/20 法國 France 2 電視台採訪海星校長及小一家長 

(10) 8/3/20 網上節目《自在 coach》周華山博士介紹自校 

(11) 6/8/20 港大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策動永續發展坊訪問海星校長 

 

 27/10/19 鄉師自然學校舉辦招生簡介會，向公眾介紹辦學理念、課程內容、

收生準則等，集推廣及教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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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百佳綠色學校計劃、康文署綠化校園資助計劃、特區政府抗疫基

金、商業電台《有誰共鳴》節目、林一峰、校董珍珠、校董凌浩雲、家長光源、

何青儀、余少華、馮婉婷、陳慧燕、畢業生芝麻、許澔匡、Lau Wing Kin Ricky、

Pang Ka Kui、Wong Chun Hin、Chung Chui Ha。 

***尚有許多不記名的捐款者，衷心感謝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