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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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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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校成立至今 14 年，自教一直結伴同行，感恩這些年收獲有心人義助，也有過往

至今教職員用心付出，還有家長和我們互助互勉之情及看見學生成長的喜悅。自教將

繼續完善本份事務，以助自校給家長、學生提供多一種教育選擇，並繼續致力研習、

實踐及推廣我們的教育理念：情意自然教育、以人為本、自主學習、整全品格陶養、

學習與生活合一，讓我們以自然為師，復通生命的本源力量，回歸愛！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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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回顧 

 

服務統計 

 

  2020-21年度服務人數 (人次) 

註冊私立小學 鄉師自然學校 75 

幼兒遊戲組 自然童趣園 12 

培訓教育 自校家長學堂 

親子紮竹工作坊(合辦) 

團體培訓活動 

(43) 

52  

11 

講座會議 另類教育會議(網上) (61) 

假期活動 復活節數學想想 

自自然然學到野系列 

聖誕/復活/暑期森林教室(合辦) 

24 

(56) 

(113)   

推廣工作 招生簡介會 

特約探訪或交流(5次) 

外出講座(5次) 

6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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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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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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生活自理開始，讓學生養成良好習慣，並逐漸嘗試選擇及面對後果，學

習成為負責任的公民。 

 

 近五年學生人數概況 

 2020-21 2019-20 2018-19 2017-18 2016-17 

學生人數 75 84 89 75 75 

退學人數 17 21 9 8 19 

畢業生人數 7 11 14 4 11 

 本年度有 4位使用學費資助的同學。 

 老師全職 11位，半職 1位，兼任 1位；職工全職 5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 9月開始半日面授課，期間曾因應疫情間歇停課，

改為網課，直至 2021年 7月初學期結束。 

 校外比賽 

 

 第七十二屆香港校際朗誦節 (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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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主要活動一覽 

22/8/20 新學期家長日 (實體及網上) 

1-4/9/20開學週 (網上) 

11/9/20坪洲畫碗 (取消) 

16/9/20 分階段復課 

18/9/20 新生校園巡禮 

26/9/20 中秋晚會 (取消) 

27-30/10/20 金秋拾趣行 

27/11/20戶外學習日 - 小一至小五大棠 

27/11/20 戶外學習日 - 小六九華徑 

2-18/12/20 停課 (停面授，改網課) 

13/12/20 親子運動日 (取消) 

18/12/20聖誕活動 (取消) 

4/1-9/2/21停課 (停面授，改網課) 

8/2/21 農曆新年假後按校本需要復課 

8/2/21小六畢業專題報告 

9/2/21新春特備節目 (網上) 

27/2/21上學期家長日 (實體及網上) 

17-19/3/21 教育營 (取消) 

19/3/21小一至小四紮竹工作坊 

16/4/21小五小六紮竹工作坊 

17/4/21親子建設竹遊樂場(一) 

19/4/21復活節假後按校本需要復課 

19-23/4/21 數學週活動 

22-23/4/21 小六獨木舟營 

28-30/4/21 戶外學習日 - 小六屯門/長

洲/中環 

30/4/21戶外學習日 - 小一坪洲 

30/4/21戶外學習日 - 小二梅窩 

30/4/21戶外學習日 - 小三行者池 

30/4/21戶外學習日 - 小四龍虎山 

30/4/21戶外學習日 - 小五河背水塘 

8/5/21親子建設竹遊樂場(二) 

11/5-15/5/21小六畢業露營 

24/5/21全校復課 (半日) 

28/5/21自言自語齊齊聽 (故事及演講

比賽) 決賽 

4/6/21戶外學習日 - 小一小三小四黃金

泳灘 

4/6/21戶外學習日 - 小二小五石澳泳灘 

4/6/21戶外學習日 - 小六清水灣 

21-25/6/21 試後活動 

27/6/21下學期家長日 

3/7/21畢業禮暨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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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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位；5-6歲參加者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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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只有半日班，停課期間則改為網課。 

 全年主要活動一覽 

22/8/20 新學年家長日(網上) 

1-11/9/20 開學雙週(網上) 

23/9/20 分階段復課 

26/9/20 中秋聯誼 

16/10/20秋季生日會 

30/10/20 金秋拾趣行 

16/11-18/12/20 停課(停面授，改網

課) 

13/12/20親子運動日(取消) 

18/12/20聖誕班聚(網上) 

4/1-9/2/21停課(停面授，改網課) 

9/2/21新春班聚(網上) 

12/3/21 冬春季生日會 

13/3/21 上學期家長日(實體及網上) 

26/3/21 親子戶外活動日 - 南生圍 

30/4/21 親子戶外活動日 - 南涌 

4/6/21 親子戶外活動日 - 黃金泳灘 

27/6/21 下學期家長日 

2/7/21 畢業禮暨結業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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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培訓教育 

自校家長學堂 20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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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堂課程接受公眾報名，任何有興趣人士皆可參加。 

           

*受疫情影響，下學期的課程曾延期。 

主題 

24/10/20【兒童發展與心理家長講座】 

7/11/20【健康美味主廚工作坊(一)】 

14/11/20【親子自然野餐文化新體驗】 

21/11/20【做個自校真家長：你與自校的情坊工作坊】 

22,29/11&6,13/12/20【與孩子、家人的非暴力溝通工作坊(四堂)】 

5/12/20【健康美味主廚工作坊(二)】 

16/1/21【親子簡樸生活禪】 

7/3, 11/4, 16/5, 6/6/21【非暴力溝通進階課(四堂)】* 

12/4-17/5/21【非暴力 X正念：親子溝通基礎班(六堂網上)】* 

13/6/21【親子自然靜觀：綠沐心靈】(人數不足取消) 

7/8/21【爸爸媽媽，你願意認識自己嗎﹖沙維雅工作坊】* 

 



  

 8  

服務總覧 

培訓教育 

親子紮竹工作坊 (仁人行動合辦) 

  自教和自校一直鼓勵學生善用自然資源、運用創意、體驗自主學習，亦期望通過

家校合作共同建設校園，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為此自校特與「仁人行動」機構

合作，在校內以竹桿設計和建造遊樂設施，供學生和社區人士享用。「仁人行動」提

供導師及義工，教授家長和同學紮竹技巧，並指導遊樂場設計。在一眾參加者的努力

下，成功建造出一個竹遊樂場，為學生和訪客提供一個有趣又環保的玩樂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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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培訓教育 

團體培訓活動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社工帶領一群中三學生來進行體驗學習，這群中學

生參加了該中心的計劃，為基層小學生提供學習支援和提升小學生的學習興趣。社工

希望透過體驗傳統以外的教育模式，拓闊這群導師對學習模式的理解，同時啟發他們

探索自我及將來。自教在 8 月暑假期間，為他們安排了三天的體驗活動，包括理念分

享、人際相處及教學活動等，讓他們親身經歷與別不同的學習歷程，激發他們重新反

思教育與學習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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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講座會議   

另類教育會議 (網上) 

日期：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21 日 

未來教育：學習有選擇 

  一個結合學術、活動及經驗交流的另類教育初體驗。 

  這一年發生的社會事件和疫情爆發，迫使全世界的學與教模式有不少改變，也讓

學生發揮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創意。 

  實實在在看到，有些知識已經不用在課室中學習。在現今的社會環境中，怎樣的

學與教更適合及跟得上時代進步？怎樣才能讓年輕一代得到更好的發展，符合未來需

要？ 

  另類教育會議 2020，以年輕一代和未來社會的需要及發展出發；以分享經驗和親

身體驗，加上學術理論支持，製造出一個不離地、有根據的獨立自主和以人為本的平

台，分享百花齊放的教育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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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覽 

假期活動 

復活節數學想想 

日期：2021 年 4 月 2 日/4 月 9 日  

對象：小一至小三 / 小四至小六 

  數學可以好好玩，你相信嗎？ 

  一般數學堂是老師示範，同學做大量練習題，不少學生上

數學課的經驗都是這樣。面對重覆又重覆的數學題，沉悶和無

聊，相信是不少學生的內心感受。今次數學想想課程，嘗試打

破一般數學課的刻板印象，讓孩子從大量的運算中解脫，把「數學堂」變得有趣又好

玩，通過各種體驗活動，如繪圖、量度、猜想、試誤等方式，引導同學把數學解題的

方法「想」出來，發現數學之美。這次數學想想課程不是在課室上堂，而是戶外自然

課，以不同形式學習數學，提升同學對數學的興趣和理解。 

  

自自然然學到野系列 

日期：2021 年 7 月至 8 月 對象：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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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自校的老師策劃及主理，全部新奇有趣，兼具

教育意義，讓中小幼學生在大自然裏邊玩邊學，享受輕鬆又益

智的假期，自自然然學到野。 

 

 

 

 

  

活動 

19&20/7 情緒小園丁 

19, 21, 23/7 跟著自校老師去玩水(人數不足取消) 

20-22, 24, 29-30/7 數數小神探 

21-23/7 造字工房 

23, 26/7 上山下海 

24&25/7 自然小兵團 

6&13/8 Summer Treasure H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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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總覧 

假期活動 

森林教室 (自然協會合辦) 

「2020聖誕森林教室」 

日期：2020 年 12 月 28 至 30 日及 2021 年 1 月 1 日  

對象：6 至 11 歲 

  冬日溫暖著地面，微風輕送，邀請我們張開雙手、

踢去鞋子，去感受大自然給我們的感動。一年間，大

地送給了我們豐足的食物，孕育了無數生命，也讓生

息得以循環。今個聖誕，我們用四天來親親冬日大地，

探訪有機農場體驗農夫生活，赤足行走在乾爽的土地上，再學習一些友善大地的生活

方式。和孩子一起感受大地，感恩大地。趁機來個暖洋洋的冬日小旅行吧！ 

「2021 復活森林教室」 

日期：2021 年 4 月 6, 7, 9 及 10 日  

對象：6 至 11 歲 

  復活節生物追蹤大發現！在復活節就要創作一個屬於你

自己的、夢想中獨一無二的森友島。在那遙遠的大嶼山南部，

我們將要設計一個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森友島。可是，首先

我們要多點了解這裏的動植物的屬性和生活。這幾天，我們

會去島上不同的地方探索，然後利用所見所聞，學習做出屬

於自己的森友之島。 

「2021暑期森林教室」 

日期：(A班) 2021 年 7 月 26 至 31 日/ (B 班) 8 月 9 至 14 日  

對象：(A班) 6 至 8 歲 / (B 班) 9 至 12 歲  

  夏天天氣「熱辣辣」，怎樣才能令它變得涼浸浸？ 

  自然界的火元素對決水元素！ 

  遊走林間澗道，海邊泡水跳躍，太陽底下一樣舒服好玩。

從遊戲中認識自己和他人，以及我們的自然環境，做個身心自

然、强壯靈活的小孩子。 

   



  

 13  

籌款及推廣 

 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我們接待的朋友比往年少，但無阻雙方的誠意互動。 

(1) 29/9/20 教育大學導師許漢榮  

(2) 16/1/21 教育大學學生 

(3) 23/4/21 Teach for Hong Kong 團隊 

(4) 10/5/21 明愛深涌項目工作室成員  

(5) 6/7/21 港大同學會小學教職員 

   

 

 媒體方面，今年自校成員接受了數次採訪，盼望提升學校知名度，吸引家長和學

生報讀，同時將自然教育的理念傳揚出去。 

(1) 15/10/20 中大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2) 5/11/20 培正中學英文報  

(3) 6/11/20 網媒屯碼牛牛 

(4) 9/11/20 信報教育版 

 

(5) 23/11/20 仁愛堂社區服務部   

(6) 25/3/21 浸會大學新聞系學生 
 

(7) 29/4/21 樹仁大學新傳系學生 

(8) 1/8/21 香港電台「現代山海經」節目 

 

 2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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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意自然有限公司、余少華、李志豪、蕭慧微、郭俊祺、家長大地、導師石頭、

Cheung Hon Fai、Lai Kit Man。 

***尚有許多不記名的捐款者，衷心感謝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