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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教学  - 芬兰方式 



进入芬兰 
• 芬兰拥有清新的大自然, 数以千记的

湖泊，广茂的森林还有午夜阳光的北
欧国家。 

• 这是一个稳定，和平，秩序良好的      
欧盟国家。         

• 在信息技术研究上取得了高水平。 
      人与人之间平等互信。 
• 英语被广泛使用。 

• 对未来的母亲和儿童，这里是最佳的
地方。 

• 芬兰的教学系统经常排行世界最佳。 
       (例如经合组织 的 Pisa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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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教育的奇迹 - 我们要怎样做呢？ 

• 在芬兰，学生们的家庭作业很少，上课时间短， 没有压力，休息时间长，但
他们的学习成果还是世界上最好的。 

 

 

• 这缘于研究型教学和创新方法的教学与学习的结果。这样的组合支持创建
一个优秀的课程。一流的学习环境和过程。在芬兰学生有资格得到免费午餐
，并且有机会使用良好的学习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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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Scoop – 高质全民教育 

• Learning Scoop 是一家芬兰教师培训，发展领导能力和社区建设的公司。 

• 我们是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和专家们组成的团队。无论是从国内外都收
到了收极佳的反馈。 

• 我们精心布置的课程，鼓舞人心的培训和教学参观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老师和教育专家们的认可。 

• 我们 欣赏 持续发展目标 和推动 4 优质教育 . 我们的目标是确保公平的优
质教育和促进全民终身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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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Scoop – 我们提供什么? 
 

• 我们渴望分享想法和做法。这意味着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未来教育。 对于我

们来说，如果我们不同全世界分享我们注意到的有效的教学理念是不道德
的。 我们认为共享是关怀。 

 

• 您希望从我们这里学习吗? 我们的服务包括芬兰教师学院的高级教师的培
训课程，教学参观，并组织以教育为主题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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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教师学院 

• 内容? 芬兰教师学院是为培训教育工作人员设计的，例如: 课程专家，管理

员，教师学生，那些想更多学习芬兰世界级教育系统的人员。课程的基本是
芬兰教学的心态和方法。我们鼓励学员在自己的文化背景当中运用这些方
法。 

   

• 何时，在哪里，如何? 从2017年一月到五月, 在芬兰坦佩雷市。 
课程采用全天授课方式，其中包括14个单元和实习。每个单元有一涵盖理论
和实践的主题。 课程相当于欧洲学分互认体系的30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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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教师科学院 

课程内容 
 

1. 芬兰社会，文化和教学系统 
2. 芬兰教育中的学习理念 
3. 芬兰基础教育课程 

4. 教学方法，促进学习  

5. 信息和通信技术基础教育 

6. 芬兰教育评估和评价 

7.芬兰特殊教育的整合和支持系统 

 

 

 

 

 

 

 

 

 8. 教学主题 
 9. 芬兰教学环境和学校之间的协作 

 10. 领导学习 - 教学领导 
 11. 学校作为学习社区 

 12. 教育的未来 
 13. 总结自己的工作 (投资组合文件) 
 14. 独立的项目工作 
 

+ 每个月有一次在地方学校里为其一周的实习。

学员们有机会亲自体会到芬兰的教学心态和学习
目的，是怎样落实到学校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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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教师学院 
 

• 学习成果 

芬兰教师学院的毕业生将成为先进教师或教育领导者。他
们有能力发展自己的学校。我们也会提供培训教学课程的
培训，并得到许可，使用芬兰教师学院的学术材料。 

 

• 费用： 每位学员从 9.000€起（外加24%的增值税）。 学费中包括
讲座，学习材料和到不同学校的交通费，实习和管理服务。 住宿和
膳食费用自理, 但我们会积极地帮助学员寻找优惠和舒适的住出。 
每月租金从300€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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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参观 

• 内容? 在我们的教学环境参观中，您有机会体验世界上最好的国民教育体系

和影响其成功的因素。教学环境参观是对所有对芬兰教学系统感兴趣的人，
例如: 决策者，管理者，校长，教师，记者等。  

  

• 何时，在哪里，如何? 教学环境参观可以在芬兰任何的城市里组织。你想见

到住在拉普兰的圣诞老人吗？或者贴近坦佩雷的自然和湖泊？或者您更喜
欢首都赫尔辛基地区的都市生活？选一个我们准备好的一周活动或者联系
我们，我们会为您量身组织参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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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参观 

内容 

• 通过专家们的演讲概观芬兰的教学系统

，以及芬兰的社会和文化。 

• 数个在芬兰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参观。 

• 亲自看一下班级里的日常生活，用餐时

间，方式和做法。 

• 有机会同工作人员，教师和学生们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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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每位学员1350€（另加24％的增值税）

。教学环境参观费中包括讲座，学习资

料，参观学校的交通费，学校午餐和告

别午餐。 



教学大会 

• 内容? Learning Scoop 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组织任何主题
的教学会议. 会议主题可以从关于芬兰教育的最佳实践到促进学习或者任何其他
的……更特定的主题。教学方法和教学会议的框架是基于Learning Scoop 的专业
知识。您将从我们的网络中获取优质内容和最佳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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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提供: 
• 优质活动 
• 创新实用的工具 
• 主要组织连同地方的供应商兼股东 

您的选择: 
• 大型会议，研讨会，主题发言，旁听...... 

• 从一个小时到两个星期的活动，小型团
体到广大的观众 



”在芬兰教育的成功开始在世界传开。我对芬兰教师学院的设
计，特别是教职员工的印象深刻。对于教师，课程专家，管理
人员和其他对提高教育感兴趣的人们，这是一个良好的机会。
” 
 
Bertram (Chip) Bruce, USA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的名誉教授 

“全景培训形式推出芬兰教育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位的秘
密！!”  
 
Mr. Jiang Guoxiang, China 
简介芬兰教学系统 – 为杭州拱墅区教育集团设计的培
训，与坦佩雷大学合作 

“在坦佩雷，Learning Scoop 组织了第28次 INEPS 大会，主题
是光明的全民教育: “运用激活与实用地方法通过整个学习途径
”。芬兰Learning Scoop成功的组织了INEPS 大会。具有吸引力
的方案 ，充满激情的重要讲话和鼓舞人心的工作室与学校访问
。 
 
Heike Borkenhagen, Germany 
INEPS 主席 

“Learning Scoop 能够推动基础教育研究到芬兰及国外社区
更广的范围， 荡起在教育观念和心态变化的涟漪。 
 
Theresa M. Rivera, Philippines 
教授, 博士 
泽维尔大学 

” 我已经看到了明天的学校 ， 现在是在这里，在芬兰.” 

”受高等教育的， 被大家 们尊重的和有自由的:这是为
什么芬兰老师们很特殊 

”芬兰教学系统基于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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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言 



联系我们: 

Mrs. Ellimaija Ahonen 

首席执行官, 股东 

Learning Scoop 

Tel: +358 40 703 7337 

ellimaija.ahonen@learningscoop.fi 

 

Skype: ellimaijaskype 

Twitter: @Ellimaija 

www.linkedin.com/in/ellimaijaah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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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合作: 

www.learningscoop.fi 
www.teacheracademy.fi  

良好祝愿 
Elina, Ellimaija, Juha, Johanna and Päi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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