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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德福教育的创办者是奥地利教育家鲁道夫·史代纳（1861-1925）,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第一所华

德福学校，历经90多年的发展，如今华德福教育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非宗教的独立教育运

动，华德福学校遍布各大洲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观的国家。

华德福教育，简单地说是一种以人为本，注重身体和心灵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全人教育。课程设置是根据儿

童不同阶段的意识发展，针对意志、感觉和思考，对儿童的身、心、灵、精神进行整体平衡教育，并结合儿

童与生俱来的智慧和独特的个性本质，进行深层意识教育，协助儿童的智慧生成，最终达到具有超越物质、

欲望和情感的洞察力与判断力，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实现自我，心灵自由的人。

华德福教育资源网

人智学总部www.goetheanum.ch/德／英文）

人智学(中文版)资源网 http://www.jiaoyu.org/
美国华德福教育协会http://www.whywaldorfworks.org/（英文）

德国华德福教育联盟（德／英文）http://www.waldorfschule.info/en/waldorfschule-bund/adresses
/international-associations-and-waldorf-schools/index.html
德国鲁道夫史代纳教育友好协会http://www.freunde-waldorf.de/（德／英文）

鲁道夫.史代纳图书网 http://www.steinerbooks.org/（英文）

鲁道夫.史代纳在线图书http://www.rsarchive.org/eLib/（英文）

华德福书籍http://www.waldorflibrary.org/pg/home/home.asp（英文）

史代纳网 http://www.rudolfsteinerweb.com/（英文）

韵律舞http://www.rudolfsteinerweb.com/Rudolf_Steiner_and_Eurythmy.php
华德福家庭学校 http://www.waldorfinthehome.org/（英文）

英国爱默生视觉艺术和雕塑http://www.emersonvisualarts.com/index.html

各地华德福实验

成都华德福学校http://www.waldorfchina.org.cn/
成都华德福学校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waldorfchengdu
成都春芽幼儿家园http://blog.sina.com.cn/chunyawaldorf
北京南山华德福学校http://blog.sina.com.cn/beijingwaldorf
北京迈向华德福博客http://blog.sina.com.cn/caihongqiao2010
北京乐知学堂 http://blog.sina.com.cn/lezhiedu
北京春之谷http://blog.sina.com.cn/springvalley10
北京海淀区枫丹幼儿家园http://blog.sina.com.cn/waldorfkids
北京海淀区花儿朵朵幼儿家园http://blog.sina.com.cn/manymanyflowers
北京海淀区滋养泉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ziyangquankids
北京朝阳区小种子幼儿家园 http://blog.sina.com.cn/huadefu
北京朝阳区太阳石娃娃家http://blog.sina.com.cn/sunstonewaldorf
北京朝阳区莲爱望京实践园http://blog.sina.com.cn/lianaijiayuan
北京朝阳区小花园幼儿之家http://blog.sina.com.cn/u/1785866907
北京朝阳区天下溪华妈妈汇http://blog.sina.com.cn/aolinchuntianmmh
北京顺义欢乐树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aldorfhls
北京昌平区温馨家学园http://blog.sina.com.cn/homeacademy
北京昌平区悠鹿幼儿园http://blog.sina.com.cn/jbyedu
北京昌平区大美学园http://blog.sina.com.cn/verybanana
北京通州幼儿之家百草园http://blog.sina.com.cn/peacekids
北京丰台怡海怡心汇http://blog.sina.com.cn/aileyuanwaldorf
北京京南互助会 http://blog.sina.com.cn/dwaldorf
北京斯坦纳生活实践营http://blog.sina.com.cn/bjwaldorf
天津小青蛙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aldorftj
天津泰达小天使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u/1716155655
上海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aldorfsh
上海欣之家 http://blog.sina.com.cn/shanghaiwaldorf
上海韦你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aldorfsun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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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福源社http://blog.sina.com.cn/fuyuanshewaldorf
上海福蕊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mhwaldorf
广东茂名伟才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eicaiertong
廣州論壇http://waldorf.vicp.net/index.aspx
广州山海源教育中心http://blog.sina.com.cn/gzshy123
深圳小松树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77xiaozhu
深圳娃娃家http://blog.sina.com.cn/szwawajia
深圳百合幼儿院http://blog.sina.com.cn/baihe618
深圳人智教育工作室http://blog.sina.com.cn/szanthroposophy
深圳育德共同成长家园http://blog.sina.com.cn/nanshandushuhui
深圳育灵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u/1768170815
深圳莲心园http://blog.sina.com.cn/u/1645517822
珠海春彤http://chuntong-waldorf.com/viewforum.php?f=24
西安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xianwaldorf
西安心心家园http://blog.sina.com.cn/waldorfxxjy
西安华府幼儿园http://blog.sina.com.cn/huafuyoueryuan
陕西韩城三鑫幼儿园http://blog.sina.com.cn/huanlejieri
郑州实践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345430052
郑州芥子心家http://blog.sina.com.cn/zhengzhouhuadefu
石家庄回然小镇·篱园”http://blog.sina.com.cn/hebeihuadefu
石家庄田园学苑儿童之家 http://blog.sina.com.cn/tyxueyuan
大连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aldorfdl
青岛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aldorfshandong
杭州满陇桂雨幼儿家园http://blog.sina.com.cn/hzsmlgyyejy
杭州西溪小舍http://blog.sina.com.cn/u/2104929774
浙江台州自然谷http://blog.sina.com.cn/tzwaldorf
南京童学园http://www.xici.net/b1065160/
徐州华德福悦心之家http://blog.sina.com.cn/xzwaldorf
合肥童馨园http://blog.sina.com.cn/u/2048092004
武汉紫云英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huadefuwuhan
湖南小树林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xsletzj
湖南长沙华德福爱心树幼儿园http://blog.sina.com.cn/ourgivingtree
长春小豆豆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ziyunmum521
长春华德福教育实践http://blog.sina.com.cn/u/1740220230
沈阳福瑞儿童之家 http://blog.sina.com.cn/waldorfsy
贵州实践http://blog.sina.com.cn/waldorfguiyang
绥芬实践http://blog.sina.com.cn/u/1523174383
昆明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641382673_0_1.html
南宁学习实践小组http://blog.sina.com.cn/u/1750289397
南宁实践之家http://www.waldorfhome.cn/uch/space.php?do=home
厦门实践小组：http://blog.sina.com.cn/u/2048705490
福州华德福学园森林小屋http://blog.sina.com.cn/fzhuadefu
四川绵阳众生书院http://blog.sina.com.cn/waldorfmianyang
乌鲁木齐心星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aldorfxinjiang
兰州儿童之家http://blog.sina.com.cn/waldorflz

华德福参考书目：

《Waldorf教育》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739076/
《迈向个性的教育》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291825/
《我在英格兰学师范》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291826/
《重新学习做老师》http://book.douban.com/subject/5980765/
《与孩子的天性合作》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146989/
《英格兰的落叶》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35784/
《请让我慢慢长大》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192554/
《我来了》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360529/
《解放孩子的潜能》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808660/
《学校是一段旅程》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808662/
《自由的学习》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840234/
《彩绘童年》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621636/
《探看幼儿的图画世界》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114609/
《幼儿的工作与游戏》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314761/
《日本华德福幼儿园》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311047/
《教育的艺术》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34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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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加入小组

发 言

《人智学启迪下的儿童教育》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035005/
《迈向自由的教育》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035002/
《迈向健康的教育》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197940/
《让孩子与数学真实相遇》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753563/
《康复大地》http://book.douban.com/subject/4715265/
《孩子成长历程---三个七年成就孩子的一生》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781bfe0100soqs.html
《稻草人的头 铁皮人的心 狮子的勇气-一种帮助孩子全面发展的教育》http://book.douban.com/subject
/6811399/
《故事知道怎么办》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800784/
《与孩子共处的八年》http://book.douban.com/subject/6811560/

友情链接华德福购买相关：

Mercurius国际 (莫丘利)中国总代理http://www.mercurius-china.com/
华德福驿站http://waldorf.taobao.com/
华德福生活馆http://huadefu.taobao.com/
青荷之家http://waldorfcn.taobao.com/
宣丽小铺http://jiandanshenghuoword.taobao.com/
100购物http://100gouwu.taobao.com/
毛毡共和http://frepublic.taobao.com/

关于种种

木工：

怀德居木工实验学校http://hdg.tosaint.com/
木智工坊http://smartwoodhouse.blogbus.com/

建筑：

巴厘岛竹子学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cc42680100tu95.html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56043085/

手工：

蓝染草木染http://www.douban.com/group/naturalife/
羊毛毡杂货温柔手作http://site.douban.com/111939/
不工堂http://handcraft.blogbus.com/

自然观察关于自然：

大自然的笔记http://site.douban.com/109921/
日青http://www.day-green.com/

最近小组话题 · · · · · ·

话题 作者 回应 最后回应

 首届 三年制 华德福高中教师 培训项目11月15日启动了... 培娟 1 10-21 14:46

 倾听宇宙的节律——华德福教育中的节庆 山那边 2 10-19 15:27

 11月27日—12月2日迈向健康的教育---全球华德福教育研... 心星水 10-16 16:21

 中国•广州第一届人智学会议最新公告（2011年11月1... 咯吱咕咚 10-10 18:26

 华南地区第一届三年制华德福教师培训 咯吱咕咚 3 10-08 23:32

 11月15日--25日三年华德福高中教师培训之基础课程 培娟 10-03 00:10

 2011年全年成都华德福学校培训计划 培娟 1 09-21 23:43

 三年制中文华德福教师培训之三和之四（北京春之谷） 蝶舞*木头 06-18 21:09

 北京三年制华德福幼师培训招生简章（第一届第一期） 天下溪 14 04-28 14:06

 三年制治疗教育基础课程介绍（成都） 心星水 2 03-16 15:34

请问澳门有华德福幼儿园吗？ 法爱 2 10-21 22:29

办一所新思维的、年轻的、平民化的学校，参与！援助！ 蔬菜超人妈妈 1 10-21 14:08

安神聚气的五音琴 思如花语 1 10-20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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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多小组讨论

Making Math
Meaningful -...

教育专家私手记 中国传统节日故事 高难度谈话 第56号教室的奇迹

2

游戏力 五分钟曼陀罗彩绘

减压

方观容文集 中国人的思维危机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征集童话故事书稿！有意者请联系！！ Lily 10-19 12:22

想知道今年全国得到国际华德福认证的六家幼儿园？ 小初 5 10-16 23:10

请教南山华德福的问题 麦田 3 10-16 15:54

怎样申请去英国爱默生学院学习？ 冰蓝 7 10-15 14:09

上海福源— Peter&Tina老师 音乐和故事工作坊 水滴 10-14 22:21

上海福源-中国的圣经：六经之精神略说 水滴 10-14 22:18

挪威Eurythmy（音语舞）学校招生中 培娟 27 10-14 21:02

蒙特利尔华德福学校开放日 allsprings 2 10-14 16:52

华德福研讨班（11月）开始报名啦！ 毕加索的情人 10-14 11:51

沙龙：婚姻的五个层次及做父母的艺术 心向太阳 10-12 21:49

北京-沙龙：人智医学顺势疗法等自然疗法与量子医学 心向太阳 10-12 20:59

北京•文环老师 优律之舞入门课(10月22，23或25，26... 人在草木间 10-11 15:46

长沙10月22日---25日李洪伟十二感官游戏与大脑发育工... lily 10-11 15:04

长沙10.22—26日国际顶尖导师Helene韵律按摩疗法工作... lily 10-11 15:01

妈妈手工会——做一个华德福娃娃，10月13、14日，广州... 活在童话里 10-10 13:47

家庭式幼儿园的发展 Harry 43 10-08 23:18

天下溪妈妈汇家长课程：幼儿的游戏与玩耍 天下溪 3 10-08 08:49

小组收藏   · · · · · ·  ( 全部 )

> 全部小组收藏(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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