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inbow Tree Children Education 於 2019 年 9 月開
辦香港首個「蒙特梭利 x 大自然體驗 x 生活體驗」課
程「和美生活教育學園」，讓小朋友經驗在大自然、
菜園、溪澗、蒙特梭利教室的學習生活。經過一年的
實踐，小朋友、家長、老師共同經歷這個學習模式，
實踐全人教育，發展孩子身心靈。透過這本紀念集，
以不用的角度 (1) 本中心創辦人的分享 (2) 課程活動
相片 (3) 家長經驗分享 (4) 老師教導分享 (5) 良師益
友分享透視這種學習模式對小朋友成長及家庭教育的
益處。

過去一年是不容易走的一年，我們有幸在這年頭開辦
「和美生活教育學園」，與孩子同行，與家長一起見證
孩子的成長。原擬定 7 月進行的結業禮，最終延至 9
月在我們的野外小天地進行，當日有 8 個家庭出席，
一起回顧去年的經歷、頒授證書、探索溪澗，各人開
心投入，笑容滿面，讓人感動。編者感到要為我們去
年在「和美生活」的經歷，透過家長及老師的分享編
成一本記念集，讓大家留下美好的回憶，亦讓更多對

Rainbow Tree 創辦人 Ms Barbara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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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像是一顆小小的種子，他本身具備了所有幫

以人為本，尊重每位生命的獨一無二，明白「和而不

助他成長及適應環境的條件及本能。我們是灌溉的

同」，共同守護童心。 追求實踐人與人，人與物和人

人，給予他們合適的環境及灌溉，他們便會按著自己

與自然的和諧關係，體驗及欣賞在大自然裡，植物、

的步伐好好成長，長成自己的樣子。我們不能控制他

動物和人類的共生關係，種下珍惜及感恩的種子。

會開多少花，結多少果實，而只能按著他的需要去照
顧他。肯定的是，當我們能夠提供他們真正需要的環
境，他們自己會超越我們能想像的那樣好好成長。

追求實踐「真善美」的課程，導師們追求實踐以敬誠
和美善的心過生活，作孩子的榜樣，與孩子同行，共
同享受在大自然、社區、教室生活學習的喜悅，讓孩

Rainbow Tree 希望成為孩子的土壤，讓他們在充滿

子成為他自己，熱愛世界，對世界充滿好奇，過美好

愛的地方茁壯成長。我們是一群樂意聆聽，用心真正

人生。

去理解孩子需要的人，希望盡力提供及維護孩子真正
需要的成長環境，讓他們能根據自己的步伐及需要好
好成長。
讓孩子透過豐富的日常生活及感官活動，建立自信
心、專注力、創造力及解決問題等能力，並有愛護自
己、別人和環境的心。

2019/20 學年是充滿挑戰的時期，然而這亦是「和美生

感 謝 每 一 個 首 屆 結 業 的 家 庭：Erin、Savena、

活教育學園」正式營辦首年。過程雖艱難，對我們每

Jessica、萃熙、子元、楠楠、Damien、依憫、悅晴

一位參與其中的孩子、家長及老師卻是成果滿滿的。

及 Ava。其中大部分孩子也是從青苗班升讀「和美生

感謝許老師為本地幼兒教育作出的堅持與付出，香港
首個結合「蒙特梭利教育 x 大自然體驗 x 生活體驗」
的幼兒課程誕生了。這個以不同主題去貫穿大自然、
社區及蒙特梭利環境，讓孩子具體地從真實經驗中學
習。這個課程最著重的就是「連結」。

老師、家長與同學之間的「連結」
大自然、生活體驗、蒙特梭利教育環
境的「連結」
感恩由開始時本著信任我們的 Erin 及 Savena 家長參
與，慢慢其他同學也加入了。一年過去，無論從群組
中或家長們的分享中，我深深感受到所有家庭之間、
以及與老師之間很強的連結。我們都發現，學習的不

在這裡分享我們的園歌 - Harmony Song

活」。我十分感謝你們的信任及愛，將孩子交托我們，
讓我能見證著他們的成長。無論在課室或是戶外，他
們從經歷很多第一次及掙扎，到現在像蝴蝶一樣破繭
而出，張開強壯的翅膀，飛往更遠更廣大的世界，我
真的感到十分興奮及驕傲。
感謝許老師、圓形老師、Uncle Loi 及整個和美生活
團隊的付出，感謝你們對孩子的愛及對大自然的愛，
在課堂前後有十分充足的預備，不只讓孩子們學到知
識，更成功地讓孩子愛上大自然，連結在一起。
希望這本承載著我們這一年美好經歷的紀念集，在往
後孩子成長的路上不論遇到甚麼挑戰，都能給予我們
力量，讓我們勿忘初心。在此也祝福每位小朋友，在
不同的地方都繼續茁壯成長。

只是孩子，老師與家長們從「和美生活教育學園」中，
身心也感到療癒及成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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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在和美生活的第一年，腦海浮現了很多豐富

Not only has my daughter grown a lot in her year-

和寶貴的故事，特別想分享兩個畫面。。。。。。

long journey with Rainbow Tree, I grew close to this
community and have learned a lot too. Savena has
become a very independent child with good attention
span, and I believe this has a lot to do with the
Montessori approach. The teachers are incredibly

Erin 第一次戴著頭盔在梅子林上戶外課，要向下行一

patient and respectful of children’s pace, and it is

段山路往目的地。花了好些時間，差不多到了，她在

from their example that I also learned to slow down

一個較崎嶇的位置停留了很久。 我心裏開始焦急，

and follow the child.

有點不好意思，想讓後面的那個身手敏捷、很期待去
玩水的孩子和家長先走過。可是，老師說「可以等」。
接著後面的媽媽也說「唔係一定快嗰個就行先，我哋
係一齊行，唔係比賽。」那一刻，我深深經歷被接納
和同行的力量 。

另一個畫面發生在小天地，Erin 很抗拒穿助浮衣 , 她

During the covid19 school suspension period, Mr

渴望 “落水玩”，但知道不穿助浮衣則不能下水。老

Hui tried his best to support children’s learning by

師用了許多方法鼓勵她，例如：將自己變成海獅，叫

bringing silkworms to each student and delivering

Erin 將助浮衣拋到他的頭上；他又用水桶裝滿水，讓

leaves to us regularly. This was possible partly

孩子盡情地向他 “倒頭淋”，最後，好不容易，我們

because of the close-knit group which made it easier

終於替她穿上了。然而未夠十秒，Erin 便想把助浮衣

to coordinate special activities. The small class size

除下，這時，已在水中的老師，竟然及時把自己的手

also allowed more transparency in communication,

機遞給一個只有三歲多的孩子，叫她先幫忙保管著。

and a lot of decisions were made collectively,

然後，Erin 慢慢地跟着老師走進溪水中。上了水之

such as outing venues and pick up arrangements.

後， 她說了三遍「媽媽多謝你 ! 好開心 , 落水好開心！」

Teachers were considerate and flexible in attending

那個下午，我被老師對孩子的信任觸動，也反思究竟

to individual needs, and I cannot imagine having the

自己對女兒有多信任。

same degree of care from other nursery classes. I

最後，實在很感激老師們對孩子及家長細心的照料及
帶領。尤其在疫情嚴峻之時，你們也沒有錯過任何一
個讓孩子可以安全，自主及自在的學習機會。在我們
心裏，留下了很多令人細味的點滴。我從來沒有想像
過，帶孩子上學，參與和美生活學園，可以有幸與老

vividly remember one of the teachers carrying my
younger daughter in her arms while I carried my
son because they both fell asleep on the way to an
outing. Rainbow Tree is not just a school, it is a lifegiving community.

師和家長成為朋友，彼此學習，共同創造讓每個人都

Rainbow Tree is a place where children can grow

可以 “Let me grow, just like me” 的小社區。

at their own pace, just like they were meant to be.
I am so thankful that my daughter got to spend
part of her precious childhood here, and we will hold
these wonderful memories in our hearts.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grow closer to nature, and thank
you for allowing us to expand our comfort zones in
a safe place. “Let me grow just like me, that's my
life in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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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熙八個月開始參加 Rainbow tree 到三歲多，由 BB
班到「和美生活」班，真的感謝各位老師的包容、支持
及協助。我和我先生一起見證囡囡一步一步的成長，
由害羞、脾氣唔好、倚賴，現在可以獨自上堂
（去田野、
水澗）。在囡囡兩歲多時，曾經對我說：
「媽媽唔使驚，
我自己得！」原來她不經不覺學識左很多嘢包括自理方
面嘅知識、身體嘅靈活度，例如：「和美生活」班教識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have 圓 形 老 師 & 許 老 師 as

她自己用鉸剪、有一日她自己爬去攞鉸剪，自己剪開

Jessica’s teacher this year. They both plan so many

糖果包裝偷食，雖然我有啲生氣，但另一方諗，她專

great activities and outdoor trips, really engaging the

注地去完成一件事及想方法，用一對肥肥的小手去完

kids and making them so excited about learning. It’s

成，見到佢好開心自己去完成一件事，一面自信的樣

wonderful to see Jessica getting more independent and

子。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學習、我學習如何做一個媽

happy and amazed how much she learnt in the class.

媽，囡囡學習如何成長！經過我的觀察囡囡的手腳協
調比同年年齡小孩好，可能去田野翻土、石澗爬石等。

As well as the other parents, they are so great to
hang out with. We feel so lucky to join Harmony Life
class. This is a great environment for kids to grow
up so as the parents. We have been better parents
because of you guys.
As our family moved to Australia for good and would

有時在街上她見到稻草人，她會興奮地說我做過啦。

not be going to the senior class, but you all will be

有時見到蠟燭時的火，會對其他小朋友說：「我自己

remembered as one of the fondest memories in

可以打火柴、但要小心，火火辣辣」。這些經驗是累

Jessica’ and our lives.

積出來的，我和先生一直覺得囡囡身體內有一團火，

We appreciate all the hard work from 圓形老師 & 許
老師 , and the posi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Rainbow
Tree provide for the students.
All the Best!!
Regards,

如果你唔不小心整到她，她一定狠狠地還手打回你，
神情憤怒。作為媽媽的我，壓力非常大，我不安、自
覺教導囡囡不好，多謝各老師安慰、協助，一直提醒
我如何教導囡囡做一個好孩子，雖然現在脾氣有時都
不好，但慢慢已經改善，愛護小朋友！
「和美生活」
真的有得益。謝謝！

Tracy and Br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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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元由 2 歲多就開始跟許老師到大自然探索，初時
陪伴子元時也會擔心，和一般家長的心態一樣，怕受
傷，怕邋遢，怕這樣那樣。不過，慢慢地我就放心，
因為有許老師在。他引導的方法會讓家長和小朋友
也安心。初時會先教家長一些保護孩子的方法，而且
是需要放手的，給他們嘗試。例如，行落山坡時，家
長在低位，讓小朋友空出兩手慢慢行。爬石時，學貓
步動作， 重點也是讓孩子自己來，家長在一個安全
範圍內看著他，忍忍手、忍忍口，將更多的學習時間
還給孩子，孩子自自然然就會開始學會、掌握。現在
子元已經是班中的大哥哥，還會主動示範給其他小朋
友，又是另一種學習。其實大自然已經準備好，讓小
朋友安全地「玩」住成長，家長們只要學懂放心放手
就可以看到更多好玩的空間。
和美生活班另一個特點，就是有圓形老師將自然課的
體驗帶回課室，加深小朋友的學習經歷，又會安排社
區體驗課，讓孩子能以全身感受相關學習主題。如水
從那裡來，他們會去沙灘、扒龍舟、去水塘、河流源
頭等，回到課室藉著兒歌唱出過程和認識相關的字，
小孩更加有興趣主動了解當中的關係和由來。

和子元一起上課，我也十分享受，享受接近大自然，

每次 2 至 3 小時的活動看似簡單，但背後的準備工作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平時自己去郊遊一下，也可以

享受和小朋友一起玩，享受聽許老師，Uncle Loi 的

和導師的功力是大家不知道的。因為我也曾經幫忙協

給小孩享受大自然。但事實上，跟 Rainbow Tree 去

分享。這個課程家長參與程度可以很高，這是一般主

助準備自然課堂，運送物資、準備及清理場地、所花

和自己去係完全兩件事。我們自己去大自然，可以形

流學校不能提供的，就如一份學費，全家受益。一齊

的心機和時間真的不少。而老師的帶領技巧和容讓的

容為「借用場地」但是，跟 Rainbow Tree 去，是學懂

去田媽媽、小天地、山澗、郊野公園，從中我也學懂

態度，是一般學校難以相比的，老師先以孩子的心理

尊重、珍惜和享受大自然，程度不同，身心靈的享受

不少野外知識。疫症前，子元公公也經常做義工家長

狀態，去調節和引導孩子投入活動，心情好，感覺到

也不同。而且不是去一次這麼少，是恆常地和這個地

幫忙影相，多到大自然環境身心也健康一點。更難得

被包容，做什麼也更開心和主動。另外 Uncle Loi 的

方連結在一起，建立安全感、建立信心。最後，也要

的，是可以看見子元的進步，由初初跟著爸爸媽媽，

山野和田園種植知識和經驗，就如一本百科全書，吸

衷心感謝大自然給我們這個天然課室。

很快自己自由活動，全情投入，然後做大哥哥給其他

引孩子和家長參與自然活動。每個孩子就是有自己的

小朋友示範，那種自信、自我的表現就是從大自然中

性格和成長進程，不追趕，不壓迫，專心和給予空間

學習。而我也一起感受大自然的變化和力量。

做好小事情，掌握了自自然然會玩得多。“Follow the

子元爸爸

kid” 講就容易，但要做到 Rainbow Tree 這種真的不

KENNY

容易。在這裏要衷心感激許老師、Uncle Loi、圓形老
師、Ms Josi 和 Ms Fio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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楠楠由青苗班加入「和美生活」，跳出課室令我們有
親近大自然的機會。需要觀察很久的楠楠，在不斷重
覆的嘗試下，由膽小害怕到勇於自在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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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很多未接觸過的大自然事：楠楠起初很害怕一條
像「蟲」的果實，怕得不敢走在地上。許老師透過讓
楠楠觀察樹上的蟲果和觸摸蟲果，讓楠楠知道原來蟲
果只是植物，並不是蟲子，內心就不再恐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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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半年和美生活，最令我們意想不到的是當再次帶

成功累積經驗成為了楠楠探索的動力及她的自信心泉

楠楠到大自然時，她自行完成雙手攀爬佈滿石頭的斜

源。多謝 Rainbow Tree 用心設計課程內容去教導小

路，這已經對她來說是輕而易舉。

朋友和家長。「和美生活」真是一個好有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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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孩子未到一歲，我們開始接觸蒙特梭利教養法，到
現在孩子三歲半，Rainbow Tree 一直陪伴和見證我
們一家的成長：父母的育兒路成長，孩子的身心成長。
我們感恩感謝遇見 Rainbow Tree。

兩年前的夏天，媽媽與 Ms Barbara 通電話聽了簡介
後，便揹著孩子去「考察」這所蒙特梭利教育中心。
還記得 Ms Barbara 說那天下午不是到訪的好時機，
因下午課室的材料並不是適合 0-3 歲孩子的材料，
這樣對於當時 1.5 歲的我們應該看不出什麼。媽媽心
急如焚，非常想看看這間離家近的中心是不是適合
我們家庭。畢竟在香港，Montessori 這樣的「另類」
教學並不是這麼容易找到，正宗的更加沒有幾間。
當時正好是 3-6 歲班上完課，老師們在整理材料，
雖然是在收拾中，這裏給媽媽的第一感覺是乾淨明
亮，很舒服，設施教具又迎合孩子的身高，這不就
是 Montessori 理念裡的 prepared environment 嗎？
當然，作為新手媽媽，懷著一顆「一定不能選錯」的
非常 skeptical 的心，雖然對蒙特梭利還似懂非懂，
媽媽卻像極了嗅覺靈敏的小狗，一邊在課室裡東看西
看，一邊問了老師很多教養上的問題。目的在於想
確認這所中心的理念和方法是否和我們的一致，通
俗來說：「感覺對不對？」其實後來答案很容易找到
了，事實勝於雄辯。自孩子從揹帶落地的那一刻開
始，答案就有了。孩子好奇地看著課室的周遭，在
一個 shelf 隨便拿了一顆木珠子把玩了一下便扔在地
上，看著珠子滾走；老師靜靜地看著他、等他，在他
轉移目標找別的玩意時，老師跟他說：「我們先撿起
珠子，再拿別的東西。」這過程媽媽看在眼裡，喜在
心裡，這不就是溫柔而堅定和保護孩子的專注嗎？
Prepared environment 裡 prepared adult 的因素何
等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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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 來， 可 以 猜 到 的 是， 我 們 和 孩 子 在 Rainbow

一直到兩歲多時候，孩子的大部分同學們已經與家長

Tree 愉快充實地度過了他的 Toddler 時期。頭一年

「分離」了，家長不繼續陪著孩子在課室裡。當時我

孩子在 Rainbow Tree 課室的時候，我們都會陪他。

們並沒有覺得是適合的時機讓孩子與我們「分離」，

他在忙於「學習」時，我們就會靜靜坐在一邊觀察。

這也是我們沒有讓孩子上坊間 PN 班的原因。當時家

自稱 Montessori 家長的我們，會著迷於看著他專注

人朋友不解：你們怎麼不讓他去上學啊？他 2 歲多

地自理茶點前做的連串步驟，會為了看到他完成一項

了要學習獨立了哦！作為孩子的至親，我們了解他，

工作後露出的滿意笑容而感到欣慰，會為了他日益進

並且認為這個年紀的孩子，並不是和他分離，他就是

步的剪刀使用能力而欣喜若狂，會為了他學會了自己

獨立了。我們想爭取時間陪他多點，陪他認識這個世

穿襪子而相擁慶祝，這一切對於我們來說比他懂幾個

界，幫他攢更多的安全感，這樣也許他能走得更自信

英文字母來得真切和踏實。在混齡課室裡，孩子也會

更遠。在這方面，Rainbow Tree 從來沒有給我們壓

與不同年紀不同國籍的小朋友玩耍和交流；每節課的

力，完全尊重我們尊重孩子。後來我們覺得時機合適

最後 10 分鐘有一個的 Circle Time，老師們帶著孩子

了，發現一切算是順利。有幾次他不願意自己進課

們唱唱童謠和講講一些適時的故事。看著孩子們在專

室，但我們或老師提醒一下「今天的水果是蘋果，你

注和享受他們所做的事情，有時我真的很羨慕他們。

可以幫忙準備」或「James 同學在裡面等你！」
（孩子

不打擾，是大人對孩子的溫柔。

是小吃貨和很喜歡和好朋友在一起）
，他瞬間好興奮，
鬆開我們的手，飛快的跑進門，自己脫下鞋子和背包
後就進課室了。對父母來說，除了剛開始會擔心孩子
一個人，也會為了將錯過從旁觀察他專注工作和與其
他孩子們交流的過程而感到失落，要知道這個環節我
們是百看不厭的，因為真的很可愛。但我們相信孩子
在慢慢長大，以對 Rainbow Tree 的了解，對老師們
的信任，還有老師會定時發放上課時的照片視頻，以
及隨時可以聯絡老師溝通孩子的情況，晚上睡覺前和
孩子枕邊聊天，他總是很樂意分享當天有趣的事情。
這一切很快消除了我們的小擔心，並帶給我們不斷累
積的正能量伴隨我們繼續前行，這裡讓我們學會相信
孩子、相信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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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情 前，Rainbow Tree 會 不 定 時 舉 辦 講 座
workshops 讓家長們參加，從瞭解 “Trouble 2” 到「如
何學習閱讀」等課題都有。老師們專業的知識分享和
經驗傳授，讓我們獲益良多。
認 識 3-6 歲 班 導 師 許 老 師 是 在 Rainbow Tree 和
Magda Gerber 的高徒蘇小妹老師合辦的三日 Infant
and Toddler Workshop。當時所有 Rainbow Tree 的
老師都參加了這個 workshop，家長也可以報名。這
三日的 RIE workshop，我發現 Rainbow Tree 這群可
敬可愛的老師們都如此愛孩子，對幼兒教育的投入
度、思考維度及深度讓我震撼和敬佩。我深深感到這
不僅僅他們的一份工作，而是一股熱忱和一份使命
感。尊重孩子，讓他們有安全感，幫著他們成為最真
實的自己。說實話，不一定說是哪個講座的 topic 有
多特別，而是參加這些講座和工作坊讓我們有機會更
深入的思考一些本來似懂非懂的育兒課題，啟發我們
怎樣做好自己、做 prepared 的父母去幫助孩子。在
我看來，並不是坊間每個育兒講座都能有受到啟發
的，因為安全感才是最重要的，我們認同 Rainbow
Tree 的理念和專業，信任老師對孩子的瞭解和愛護，
這是 Rainbow Tree 給我們的安全感，它像一個大家
庭，讓我們在育兒路上有攜手同行的感覺。作為家長
都能有滿滿的安全感，那孩子肯定也有啊，這樣的安
全感讓孩子放心地 let me grow just like me。

我 們 有 必 要 做 一 件 有 益 健 康 的 事，
那就是再次走向大地，凝視他的美，
感受驚奇和謙卑。
— 瑞秋 . 卡森 （海洋生物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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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在城市生活的我們，自孩子在娘胎起，就希望

還記得第一次夜行，我們一群家長和孩子在導師們的

他能多多接觸大自然，去發現和探索周遭環境是多

帶領下，在黑暗中行山和野餐。夜幕降臨的那一刻，

麼奇妙，希望他的童年回憶的一部分是自由自在地沈

其實我有點怕，怕天黑看不著路會滑倒，怕會不會突

浸在泥土、沙石、綠植、海水中，並懂得珍惜和感恩

然有蛇出沒。但很快這些疑慮消失了，因為我發現原

大自然帶給我們的一切。雖然從小我們有帶孩子去遠

來在黑暗中不用電筒其實也能看到路，也可以和白天

足行山，但真的也會日夜盼望孩子能上類似 Forest

一樣很快地行走在山林中，周圍大自然的聲音好似交

School 的課程！好不容易等到孩子 2 歲半，我們馬

響樂，伴隨著大家一起聊天，望住遠處溫暖的萬家燈

上報名參加了許老師主理的 NEL 班。還記得剛上 NEL

火，我的心情是輕鬆愉快的，後來甚至沒有特別意識

時孩子 2.5 歲，第一次去梅子林，他好奇地看著其他

到自己待在黑暗的戶外，因為這是很自然的事。這一

大哥哥姊姊在溪澗裡暢泳嬉水，但自己又有點害怕不

次夜行，讓我更加意識到，身為一名父母，很清楚自

敢下水的樣子的情景，導師們沒有強迫他做什麼，或

己在看到一隻鳥、一朵含羞草或一張蜘蛛網時所產生

勸他勇敢一點之類的，就陪他在旁邊的石頭上踢踢水

的反應、興趣和投入度都會被孩子看在眼裡，如果我

聊聊天。我們覺得這樣很好，Follow the child，尊重

表現出害怕的樣子，孩子也會感到害怕。我相信，只

他陪伴他就好；等他覺得自己可以了，學著評估風險

要我們勇敢打開所有感官，和孩子在大自然中找新鮮

了，他就會勇敢地去嘗試。對他人尊重和對大自然敬

事物和景象，引發好奇心，繼而會帶來知識，激起責

畏是相輔相成的，老師真心尊重孩子，給孩子有機會

任感並促使行動。

在大自然中感受自己和探索未知，Rainbow Tree 在
這點為孩子的大自然之路提供了良好的基石。

現在孩子 3 歲半了，我們在水裡度過了難忘的夏天！
貓步爬石澗，大石頭滑梯，海中拖艇，戴上頭盔穿上
救生衣我們出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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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料菜園：幫忙鬆土、播種、澆水、
施肥和收割。肥料是導師曬乾的
使用過的許多紅茶包，孩子用剪

2019 年中，聽過簡介會後，一直對許老師和圓形老

說，從 0-3 班升級到 3-6 班也是適時的，奈何由於

師充滿熱誠地新開的和美生活班很感興趣。和美生活

我們家庭時間安排不了，直至許老師開學了 3 個月，

班適合學齡前的孩子，它是融合蒙特梭利、生活經驗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參加和美生活班。

和大自然體驗的課程。一週兩日老師們和家長們帶
著孩子「上山下海」並走進社區，剩下三日孩子獨立
的蒙特梭利教室時間以及老師帶著做一些延伸前兩日
生活大自然體驗的學習活動，一切都是以幫助孩子建
立自信心和解難能力、培養品格、自發學習能力為目
標。這聽起來真的和我們家的育兒理念不謀而合：
Follow the child，從真實經驗中學習；在一個有愛的
Community 中實現真正的家校合一，對孩子的安全
感和自信心建立一定是行之有效的。對當時的孩子來

爬石澗：春天的時候我們在溪

刀剪開茶包袋把乾茶葉倒進容器，

學習製作環保酵素：材料是自

澗發現在交配後產卵的青蛙，

再一勺勺地往土裡倒，這不就又

己一片一片切的橙皮、紅糖和

是一堂有趣的生物課呢，同時

是在鍛鍊小手和手眼協調能力，

水放在瓶子裡，等待 3 個月就

激發了孩子的好奇心。爬石的

培養專注力以及環保和愛護大自

能製作出對環境無害的酵素，

好處也多多，孩子的大肌肉得

然的意識嗎；幫忙清洗完剛收割

可以在家裡用來清潔東西。什

以鍛鍊，還能學習評估自己的

的紅蘿蔔和紅菜頭，製作一道美

麼叫環保，3 個月是多久， 這

能力和風險，從經驗中建立自

味的沙律與大家一起分享吧！

不就學到了嗎。

信和與大自然連結。

2020 年農曆新年，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急速地改變
了世界和人們的生活，病毒肆虐，停工停課，人心惶
惶。3 月中旬，疫情緩和，許老師通知會適度地開和
美生活班，一切根據疫情的變化而做出調整，以身體
和安全為第一考慮因素。我們就在這個時候忐忑地參
加了之前期待已久的和美生活學園。在老師們妥當安
全的安排和家長們的配合下，大家做好安全措施戴好
口罩、消毒雙手，在限聚令允許的情況下開始了和美
生活疫情應變課。 3 月至 9 月，我們陸續做了：

春天，我們養蠶觀察其生命週期，最後幫牠歸於塵

能在疫情期間有機會更恆常更親密地與大自然連結，

土，也是一課生命教育。

能在孩子 3-4 歲的這一年與「和美生活」相遇是我們

夏天，我們在草叢中嬉戲撲草蜢、螳螂，學習蝴蝶種
類，無論火辣陽光或細雨綿綿亦阻撓不了孩子在大溪
澗裡游泳嬉水，拿各種形狀的石頭築「堤壩」，我們
還在小天地裡遇到了「客人」龜龜，我們把它起名為
『頭盔』，最愛大雨過後興奮地跑步踩水坑、跳泥坑，
還有唱著親愛有才的 Ms Josi 創作的「扒龍船」歌去
體驗端午水上划龍舟，坐街渡去小島上做環保小先鋒
撿垃圾、游水和玩『尋寶』遊戲。
學習生火：不同的材料例如紙

野外烤栗子：用錫紙卷和壓緊

登山健行：鍛鍊身體和意志，

張、 枯 葉、 竹 子、 細 樹 枝、 粗

栗子鍛鍊到小手肌，數栗子、

享受青山綠水微風。

樹枝的擺放順序是有講究的

分栗子又不知覺培養了數感，

喔！孩子認識邏輯順序，學習

學懂要耐心等候才有美食，學

郊外生火安全知識。

懂珍惜勞動得來的食物。

的福氣。作為家長 ，我們感到這大半年我們一家以
「和美生活」為「根據地」，伴隨著孩子發現天空、樹
木，土地和陽光的顏色會隨著月份、天氣甚至一天的
時間改變，體會到大自然賦予我們的一切並不是理所
當然，學習到我們需要懷著感恩的心和耐心去愛護和
維護它。這都是「和美生活學園」和大自然給予我們
一家的饋贈。還有很重要的一點，能與「和美生活學
園」的其他家庭及孩子們一起度過特別的 2020 年，
雖然病毒肆虐，但我們時刻感恩，因為大家都志同道

秋天，我們發現螞蟻開始運送食物回穴準備過冬，收

合地用恰如其分的愛和態度在守護孩子和大自然，謝

割那親手種植的、比孩子長得還高的玉米，中秋佳節

謝「和美生活學園」把我們緊緊聯繫在一起。我們相

在小天地吊燈籠賞月，還有依依不捨地參加了圓滿的

信這也是「和美生活學園」的初衷之一，從小社區的

結業禮。

和到大社會的和，我們從小薰陶孩子和和美美。
如今，孩子進入了他人生的新篇章，我們一家希望
自己勿忘初心，陪伴孩子健康快樂地成長，Let him
grow just like him。同時，我們衷心祝願 Rainbow
Tree 越辦越好，老師們繼續有心有力造福更多家庭
和孩子。感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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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保守
感恩放晴的一天，珍惜今天與各人相聚
過去一年
感謝家長信任支持
感激導師們默默付出
感謝大自然帶給我們滋潤
今天為一年作結，回味回顧不一樣的一年
享受孩子的回顧分享
妹妹現在五歲了，一歲多就已經上嬰兒園，返學數年
到現在還好害羞不太夠膽對老師、同學說話。第一次
参加和美生活是端午節扒龍舟，記得那天她好乖聽教
練教動作，但沒有與和美生活的老師交談過；第二日
是去梅子林，我也沒有期望她會和老師有交流，但最

欣慰孩子喜悅自在地遊歷溪澗
陪伴孩子一年的成長，他們長大了
願孩子家長生活和美
願和美生活保守孩子
彼此祝福

後差不多完結時我意外聽到她叫：「Uncle Loi 嚟呢度

許老師

⋯！」我發現小朋友好喜歡問 Uncle Loi 各種問題去探

2020 年秋 和美生活 結業禮

索大自然；最近一次中秋夜遊，妹妹也不怕泥沙和草，
可以赤腳、好自然地踩到地上，那晚的夜遊令妹妹愛
上在漆黑的環境，借用圓圓月亮的光去探訪森林。
現今的孩子比較少接觸大自然，令他們的五感、大小
肌肉、手眼協調各方面發展比較弱，透過課程妹妹可
以更快得到改善自己不足，也從中學習到自律、自
信、自愛！

感恩在動盪不安的時代，有緣和純真的孩子們，以純
粹的方式進入大自然，感受四時變化，在規律中自然
成長，不疾不徐。從一塊石頭、一片樹葉、一條溪澗、
一座山中，驚喜發現、洞察自然之道，儲存滋潤一生
的心靈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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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去了 10 年幼師工作，是因為希望讓自己和其他孩
子，都有機會真正的自主和享受學習，跟隨自己的節
奏步伐成長，讓有相同理念的家長小孩，可以自在地
生活。 經過一年時間，更加明白這個理念的重要性，
慢慢地更加印證了，放手讓孩子經歷，預備好環境，
等待他們的能力，興趣到了，自然能完成工作，更能
把自信和滿足感還給孩子自己。
在學園裡，很感恩看見了家長和孩子的笑臉，在大自

「Erin，想問下妳點樣搵到自己鍾意牛油果奶㗎？」
「…( 思考 )…我都唔知點解喎」
「咁妳係唔係第一次 ( 到呢間店 ) 就飲牛油果奶？」
「…( 思考 )…唔係呀」

然，在課室中，逐步打開自己的身心靈，去感受世界

「咁妳第幾次開始飲牛油果奶㗎？」

美好的一面。很感恩大家都懷著包容的心，彼此尊

「…( 思考 )…um……第二次…

重，真正的互相接納，讓孩子都充分感受到，和而不
同，不急不迫，是何等美好。
同時，亦非常感激 Rainbow Tree 團隊的老師、教練、
家長，以及自己家人在各方面的包容、支持與體諒。
人真的沒有完美，多謝大家的愛，讓我都能漸漸學習
接納自己。希望這年的經歷，帶給大家的正念，會像
一顆種子，在每個家長及孩子心裡，繼續滋長，支撐
著成長中的不同面向。記住，大海、天空、大樹、泥
土，永遠是我們的好朋友，隨時願意陪伴，治癒我們
的心靈。

應該係第二次囉 ( 笑 )」
「咁然後就一直飲牛油果奶啦？」
「…嗯 ( 笑 )…之後就一直飲牛油果奶 lu( 笑 )」
這是最近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與 Erin 的對話。
我們剛好認識了一年多一些。在這一年裏，我在她身
上發掘出很多不同的提問，又在她身上獲得成千上萬
的答案。類似的情況，也同樣在我和其他孩子中發生。
一年前，我以同行者的身份走進「和美生活」。當中
我和孩子們互相認識，建立關係，從而互相了解。
同行的過程中，我發現孩子們是神奇的存在，因為他
們對每一個問題，也有無限的答案。與孩子相比，我
顯得無比有限，因為我總為每一個問題設立一個特定
的答案。

為了不讓我的「有限」限制他們的「無限」，我決意耐
心等待「無限」出現的一瞬間，把握機會，專心聆聽。
慢慢地，我發現我與孩子們的對話模式改變了。我減
少向孩子表述自己的意見，而是增加向孩子發出自己
的疑問。孩子的答案，往往令我獲益良多。
總結一年的同行，我經常在想：孩子正在第一次經歷
成長，我也第一次陪同孩子經歷她的成長。既然這個
成長大家也是第一次參與，無人能知道過程及至終點
所發生的一切，我何不全情投入與孩子共同經歷，讓
孩子踏出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成長足跡？
生活在科技發達的年代，我總能順手拈來千百萬個分
析孩子的方法。但我認為沒有一個比直接詢問孩子來
得有效，因為我信任孩子可以了解並表達自己。

在田媽媽農莊種植不同品種植物，由培苗至成長，適
當時間，要落不同肥料，過早落肥，適得其反，植物
枯萎！缺乏肥料，植物不生，萬物成長都有一定的自
然規律。
小朋友都一樣，適時學習，適時成長，但個別有快有
慢，故不要比較，最終和植物一樣，忽然開花結果！

29

最後鼓勵正在閱讀的你，也希望時刻提醒寫作中的
我：倘若對孩子產生疑惑，直接去問問孩子，然後靜
靜等待吧。因為孩子本身就是那個唯一可以完整解答
這些疑惑的人。
我叫 Ms Fiona，如果孩子願意，我十分榮幸能與他
們一同走過這個可遇不可求的成長旅程。
30

這些年，有幸遇見良師益友，為「和美生活」播下種子，成就「和美生活」課程的誕生，感謝您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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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者生命路上的勉勵
老師問小朋友：「為甚麼你每次幫人之後總是把手舉起？」
小朋友回答說：「因為媽媽說幫助人乃舉手之勞。」
這對話來自一段宣傳片，小朋友的答話讓我們看見有

在樹蔭下享受成果之際，卻因看見教養兒女走在神給

其母必有其子，小朋友幫助人如舉手那樣輕易乃因媽

他們各自當行的路之價值，轉而連根拔起，從幼兒教

媽的身體力行，媽媽與孩子同行的生活，所行所言作

育學起，他所行的路，少有先鋒可供借鏡，我與太太

了孩子的榜樣。

見證他謙卑地尋求印證、尋求指引，要求禱告記念，

「幫人咁簡單，你同我都一樣做到。」我盼望你從和
美生活教育裏老師們如何具體實踐教育理念、家長與
子女在其間的體驗、學習與觀察，體驗助人自助的生
命成長是如何連結，是如何繼續開花結果，一同經驗
在生命不同階段「真善美」的美好人生。
許老師生涯規劃所行的每一步路，他在幼兒教育方面
的探索、付出與堅持，使蒙特梭利教育在香港找到開
花結果的土壤，結合生活不同階段所需的學習與成
長、又能回歸自然過低碳的生活，取諸自然，用諸自
然，在與神、與大自然與與人、與己的四重關係裏尋
索生活成長的真諦。
回望他開拓的路，本於他熱愛生命，按召命從零開始

不停分享他的領受。他在妻子全力支持下身體力行，
在才德上教養兒女愛神、愛人、愛己，以同理心對人，
樂於助人，具廣闊視野和解難能力，拓展充實而結果
纍纍的生活。
與許老師同行，他追尋夢想，並以堅持、拼搏、勇於
創新、有承擔，終能與志同道合的團隊排除萬難，開
創和美生活教育學園，深信在未來的日子裏，他會在
初定的模式和已有的成果上總結經驗、推陳出新、承
先啓後，讓孩子一代又一代在不同人生階段裹根據自

送給許老師及畢業孩子的短文
在香港，對幼兒教育有着熱情又想革新幼教，再落實

真的十分高興可以見到又多一批成功完成蒙特梭利幼

執行「新」幼教的人不多，尤其是男性！

教的孩子在香港出現，同時，亦十分感動的就是家長

15 年來培訓無數蒙特梭利幼兒老師，屬於小眾的男老
師，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香港的 Brian。許老師實

能與老師一起排除萬難，突破香港的傳統幼教，為人
類早期生命作出的貢獻，感謝一切！

習時，看著他高大的身軀與幼小的孩子形成的對比很

「人生最重要的階段不在大學，而是從 0-6 歲這階

大，但不失溫柔及熱情，贏得不少孩子的愛戴。排除

段。因為人類自衛就是在這一階段形成。不僅是智

萬難，設計一套蒙特梭利幼課程，堅持到底，在香港

慧，人的心理定型也是在這一階段完成的。」《吸收

真的不易，我這個過來人身同感受。能夠為着自己的

性心智》蒙特梭利博士

理想，又能作為自己的事業，更會把大自然融入在教
學內，許老師與孩子都是一樣幸福。今天，看見他第
一批的學生結業，真的很安慰！為他高興之餘，亦為

己的步伐和需要繼續成長。

結業生送上祝福，你們童年真的不一樣，能夠擁有一

葉德邦牧師

師的積極樂觀變成日後的發展動力，面對將來一切的

位對教育有愛的老師。相信孩子們亦能把吸收了許老

劉詠思
美國蒙特梭利協會嬰幼培訓師
香港教育大學客席講師
中國武漢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兒童發展顧問
31/10/2020

挑戰！

投身教育事業，當轉型成功，作育中學生成材，本可

和美生活學園，讓導師，家長和孩子們一起成長，一
起體驗學習，創造了童年的快樂，鍛鍊出良好的品

健迪從一位中學老師，為孩子而讀蒙特梭利家長班和

在幼兒、甚至嬰兒也要上網課的一天，多少老師堅守

AMS 美國蒙特梭利學會教師證照課程，成為一位出

不住教育原則的一天，健迪能引導孩子在複雜、多變

色的蒙特梭利老師，這和眾多 Montessorians 的道路

而和諧的自然中成長，實在難能可貴。大家繼續努

多麼相似。讀過蒙特梭利的都很想分享給社群，因這

力，讓我們的孩子都能接受真．教育！

格，獲得了生活的智慧 -- 祝賀大家，把人生最好的

是真．教育。

傳給了下一代！

健迪除了跟隨孩子，更引導孩子跟隨自然，融入天地

香港蒙特梭利研究及發展學會創會主席

黃達明 Trevor

人之中，卻又保持獨立自由意志，這是蒙特梭利。「人

2020 年 11 月

香港弘立書院體驗教育經理

邱振明

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道家。

2020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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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和美生活學園」課程完滿成功，標誌著一班以
「孩子為本，熱心育人」的老師及家長堅持教育理想
的成果。

閱讀紀念集十分愉快！
老師與家長真摯分享對和美學園過去一年經歷的感
受、感恩與得着，可喜動人！

課程著重孩子舆大自然和他所接觸的人與事的連结，
這種「連结」是孩子在其成長歷程中必须學習的，亦
有助孩子迎接 21 世纪的挑戰。
「和美生活學園」課程是現今教育制度的清泉，祝福
未來有更多的
「和美生活學園」
課程，讓更多孩子受益 !

科技泛濫的今天，和美老師保守帶孩子親近自然、取
材自然、愛護自然的理念和實踐，尤其可貴可嘉。
和美的家長很有眼光和品質，有這樣難得的家長與老
師的帶引看顧，是孩子莫大的福氣！
衷心祝福和美生活教育學園每一位：健康快樂，活得

李慧蘭

和美！

香港首位華籍家長教練
2020 年 11 月

知秋

碩果纍纍的紅蘋果終於在自然美好的大樹上出現
了 ...，這是一份期盼，也是一份等待 ! 正如這本承載
著孩子、家長、創辦人和老師共同努力的首屆結業禮
和記念集面世。

自然協會
鄉師自然學校
情意自然心聯部落
創辦人

當香港幼兒教育費勁地尋找方向的時候，彌足珍貴的
「和美生活教育學園」出現了。有一群老師願意承擔
艱鉅任務，肩負起「以人為本」，尊重「獨一無二的生
命」，實踐著「和而不同」，「萬物共生」的想法，甚

To live a life in harmony
I need to live in peace within me

至一起「守護童心」，將蒙特梭利教育結合大自然和
生活體驗。從「和美生活教育學園」
（Rainbow Tree
Children Education）的簡介、園歌和各類生活相片，

With this inner peace, my guard will cease

也能感受到快樂丶熱誠、美善和好奇心。相片中出現

This love shared between you and me will be received

多不勝數的「第一次」，寶貴如山林，浩翰如深海，

Show me how to be
But let me grow just like me

打開了生命的無限可能，更為燃點未來的生命埋下伏
筆。家長的真情分享，片段動人，播放出一幕幕快樂
與精彩的記憶。老師對孩子的愛和教育的熱誠，突破

Be my anchor, be my light

太多的「不可能」；而孩子和家長以行動回應了更多

Let me sail through my life in HARMONY with delight

的「可能」，彼此的內在力量勾劃了善良、和美、純

May everyone in Rainbow Tree, adults and children alike
Find their anchors and their light

真的幼兒教育方向，並回應了多變的年代如何回歸安
然，自在的生活 ! 如何保持內心的純和 !
祝願「和美生活教育學園」繼續發光發熱，將「真善美」
的種籽撒播世間，造福更多孩子和家庭，讓孩子發現

This is what i wrote based on the lyrics of the song

本性，尋回本性和滋養本性 !

Ms Noel

珊瑚

Nov 2020

小雪日 庚子年
仁人辦館創辦人
活耕建養地協會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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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

感恩 與小朋友、老師、家長同行。
在此用我們今年在疫情中的口號作結，
願我們努力實踐 …

許老師

自然

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