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pendix I：7 个主题及定点展现这些主题的 14 所参访学校和幼儿园简介： 

一、全纳和融合 （Rahola 和 Annala 学校） 

 

1. 冉和拉（Rahola）小初中 

         冉和拉小学设有 6 个年级。学校开设的第一外语包括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活酷（Hyhkyn）校区

开设德语作为第一外语，冉和拉(Rahola)校区开设法语作为第一外语，哈语（Harjun）校区开设西班牙作

为第一外语。在校学生从 3 年级开始学习第一外语。 

          学校主要提供两种类型的特殊教育。补充型特殊教育为那些在阅读、表达、写作或数学方面有困难

的学生提供帮助。如有需要，学生还可以在处理同学关系以及遵守指令方面获得特别指导。学生参加小

班补课或者在学生本班课堂上获得特殊教育老师针对该名学生的额外帮助。 

          特殊班编班教育是针对那些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他们在学习的各个方面都存在困难。参加特殊班

编班教育的学生需要申请专门的批准以及制定 11 年的义务教育计划（通常是 9 年义务教育）。学生虽然

在自己的特殊班上课学习，但他们是学校这个

大集体的重要成员。负责特殊班学生的教育、

学习和康复的所有成员共同制定针对该生的教

育计划。学校的教育方针强调集体感、个体的

体验和参与、人性的温暖。 

 

如图：包括特殊班学生参加的短片制作课程 

 

网址:  koulut.tampere.fi/rahola/index.html  

地址:   Metsäkylänkatu 7, 33300 Tampere  

特色：普通教育 1-6 年级。学前班，1-9 年级都开设有特殊教育 

校长:  Lasse Sateila 先生 

 

 

 

 



2. 安那拉（Annala） 小学 

        安那拉小学分为三个校区，安那拉校区(Annala)和科罗森校区(Koronen)为学区内的适龄儿童提供 1

至 6 年级的小学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科罗森校区还有从学前班到 9 年级的蒙特梭利学校。麦采尼律校区

（Metsäniity）设有幼儿园和小学。 

         安那拉小学的办学宗旨和价值观是在安全、开放和尊重的环境中为学生创造学习的乐趣。安那拉小

学遵循全纳教育的原则，这意味着在工作中强调如下的价值：以孩子为本、公平、信赖、自尊和尊重他

人。 

         安那拉小学争创“绿色校园”。学校的环保主题是“能源”。学校的环境小大使们定期开会。2017-2018

学年，学校重点关注减少能耗、垃圾减量、废物回收、节能增效等。上述目标的实现从学生的周围环境

入手。 

网址: koulut.tampere.fi/annala/index.htm  

地址: Juvankatu 53, 33710 Tampere  

特色：绿色和环保校园 

校长: Pauliina Suvilaakso 女士 

 
 

 

 

 
 

 

 

 

 

  



二、生态教育 （自然学校 Terälahti 和 Kaukajärvi, 绿色旗帜学校） 

 

3. 卡门聂米 (Kämmenniemi) 小初中的特拉湾(Terälahti)小学部 

         特拉湾小学参与了“绿旗帜”项目，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针对幼儿园和学校的环境教育项目，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开展工作。在该项目的指导下，小学成功地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日常的生活和行动紧密联系

起来。学生积极地参与项目的设计、决策、实施和评估。在“绿旗帜”项目中，新技能、新思路和新体验

激发学生对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保护的兴趣。由 1-9 年级学生组成的环境团队设计、实施和评估环

境项目，而由学校不同科目老师组成的的环境小组

则着重制订环境教育的目标和为学生环境团队提供

支持。除了参加“绿旗帜”项目，学校还在校园内长期

贯彻一系列环保措施。 

        卡门聂米 (Kämmenniemi ) 初中部 7-9 年级增加媒

体教育课，7 年级每周为 1 节，8-9 年级每周为 2

节。其它科目也在教学中注意到媒体教育的内容。 

 

网址：koulut.tampere.fi/teralahti/index.html  

地址： Niemikyläntie 14, 34260 Terälahti  

特色：1-6 年级, 注重媒介素养的教育  

校长：Pekka Jokela 先生 

 

4. 高卡亚里维（Kaukajärvi ）小初中 

         亲切、安全，这就是成立于 1969 年的高卡亚里维小初中给人的第一印象。学校目前共有 1 至 9 年

级学生 700 名，教师 80 人。由学生、家长、教职员工共

同倡导的核心价值是安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学习的兴

趣和相互尊重的互动。 

         高卡亚里维小初中尤为强调科技教育，也参加了“绿

旗帜”项目。学生可以学习英语或德语作为第一外语，二

外语言包括瑞典语、法语、德语和俄语。在校生从 8 年级

增加选修课，每周 7 节，9 年级每周 5.5 节。7 年级新生



开设科技班，考试录取。科技班的重点科目是自然科学、手工和数学。学生不仅能从新科技和电子学习

环境中获益，还亲自尝试设计模型和生产。每名学生均配备平板电脑。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以及企业密

切合作。 

 

网址：  www.kaukajarvi.fi  

地址：  Juvankatu 13, 33710 Tampere  

特色：该校注重科技。六组有特殊需求的学生整合融进了普通班级。  

1-9 年级及 10 年级 (基础教育阶段自愿加读的一年) 

校长：Päivi Ikola 女士 

 

三、学前及低年级（一二年级）无缝连接教育 ，即学前和小初年级合班教学

（Vehmaisten 幼儿园及学校，Vuoreksen 幼儿园及学校） 

 

5. 维和马伊能（Vehmaisten）幼儿园和小学 

 
         维和马伊能（Vehmaisten）幼儿园

可为 160 名 0-5 岁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托

儿及早教服务，班级设置为兄弟姐妹同

班类型，共有橙、蓝、黄、绿四个年龄

段，每段设置两个班级。另外两个学前

班开设在学校的教学楼里。幼儿园还设

有开放型早教俱乐部以及家庭俱乐部活

动。开放型早教班为 2-5 岁年龄段、由

父/母在家看护的儿童提供每月最多 12 次的免费俱乐部活动。12 次的活动时间可由父母自由选择。家庭

俱乐部活动为家长和儿童们提供游戏和聚会的场所。 

 

网址: www.tampere.fi/vehmaistenpaivakoti 

地址:     Sarvannankatu 7, 33730 Tampere 

园长:    Minna Poutanen 女士 

 

http://www.tampere.fi/vehmaistenpaivakoti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36004.41107435_6819747.16992298&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维和马伊能（Vehmaisten）小学和幼儿园的新

教学楼于 2016 年投入使用。小学在校学生约为 200

名。规模不大的维和马伊能小学致力为孩子们营造

安全的学校环境，在这里大家彼此认识。学校的办

学宗旨 ——“我们的学校和我们的学生“体现在日常

的校园学习和生活中。 

 

网址:  koulut.tampere.fi/vehmainen/index.html  

地址:  Sarvannankatu 7, 33730 Tampere  

特色： 1-6 年级 

校长:  Jyrki Laine 先生 

 

6.吾若是（Vuoreksen）幼儿园和小学 

         吾若是幼儿园可为 120 名 0-5 岁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托儿及早教服务，全园共有 6 个幼儿园班和 4 个

学前班，均以动物来命名。开放型早教班为 2-5 岁年龄段、由父/母在家看护的儿童提供俱乐部活动。 

 

网址: www.tampere.fi/vuoreksenpaivakoti 

地址: Rautiolanrinne 2, 33870 Tampere 

园长: Riikka Salovaara 女士     

 

吾若是小学于 2013 年建校，目前有在校学生 267

名。计划于未来发展成超千人的一贯制小初中。

学校建筑楼里还有下午延长班、幼儿园、妇幼保

健站、牙防站以及图书馆。综合性学校建筑楼旨在除了校内时间，还可以为周围的居民在晚上、周末以

及学校放假期间所充分利用。 

         小学在办学中强调互动与沟通；社区参与、学生及家庭的参与；合班教学；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和对

环境负责任的态度；实用数学；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掌握以及全球教育。 

         小学提供包括英语、西班牙语、中文、法语、德语和俄语在内的第一外语的学习机会。课外还有本

校老师和其它组织开展的丰富多彩的俱乐部活动，例如汉语、绿旗帜、体育、打击乐、舞蹈等。 

http://koulut.tampere.fi/vehmainen/index.html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36004.41107435_6819747.16992298&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http://www.tampere.fi/vuoreksenpaivakoti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30119.03345468_6814944.10545823&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小学的特色之一是 KIMPPA 学前教育和

早期基础教育之间的无缝衔接。学校强调安

全、互动、鼓励性的和愉悦的氛围；学前教

育和早期教育之间的连续性；支持个体的发

展；有条不紊；有机会向他人学习等。 

 

网址： koulut.tampere.fi/vuores/index.html  

地址：Rautiolanrinne 2, 33870 Tampere  

特色：1-6 年级 

校长： Leena Kostiainen 女士  

 

四、早教 （Kalkunvuori 幼儿园和 Amuri 幼儿园） 

7. 卡尔古五里（Kalkunvuori）幼儿园 

 
 
         卡尔古五里（Kalkunvuori）幼儿园从 2014 年秋季开始运营。幼儿园和小学、开放型早教俱乐部合作

运营。幼儿园为 1-5 岁的儿童提供托儿和早教服务，全园共有 7 个幼儿班、1 个学前班和 1 个开放型早

教俱乐部。运作模式强调社区融合，这不仅体现在幼儿园的日常运营中，也体现在和社区内其它各方的

合作中。幼儿园的院子、周边环境以及室内的精心设计都是为了激发孩子们的运动热情。园中配备的多

媒体设备供每个孩子使用。我们的目标是实现不急不慢的日常活动，这主要通过仔细认真的设计和幼儿

教学法来实现。   

网址:  www.tampere.fi/kalkunvuorenpaivakoti 

地址:  Kalkunvuorenkatu 10, 33330 Tampere 

园长:  Jaana Wilkins 女士 

http://koulut.tampere.fi/vuores/index.html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30119.03345468_6814944.10545823&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http://www.tampere.fi/kalkunvuorenpaivakoti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19080.45988683_6823101.6137389&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8. 阿穆林（Amuri）幼儿园  

        阿穆林幼儿园可为 143名 0-5岁幼儿提供托儿服务。本园一直以来坚持“以儿童为中心”的办园方针，

让儿童在日常活动中通过游戏、尝试和探索来学习。  

        全园共分小淘气、小调皮、小捣蛋和小不点、小顽皮、小顽童、小帮手五个班级。 

• “小淘气”班招收 1-3 岁的幼童（可以兄弟姐妹同班）； 

• “小调皮”班招收 2-5 岁的幼童（可以兄弟姐妹同班）； 

• “小捣蛋”班招收 3-5 岁的儿童； 

• “小不点”班招收 1-5 岁的幼童（可以兄弟姐妹同班）； 

• “小顽皮”班招收 1-4 岁的幼童（可以兄弟姐妹同班）； 

• “小顽童”招收 1-5 岁的幼童（可以兄弟姐妹同班）； 

• “小帮手”是芬兰语和法语双语班，招收 4-5 岁的儿童。该班接受广泛的幼儿教育理念，并遵循学

前教育大纲的基本准则。语言教学采用浸润式语言环境。该班儿童必须具有同龄儿童的母语水平，

这样才能从双语的班级环境中受益。日常所有活动均使用芬兰语和法语。从该班毕业的儿童具备

上双语学前班和小学的必备能力。 

 

网址： www.tampere.fi/amurinpaivakoti 

地址：Suokatu 10, 33230 Tampere 

特色：有法语班  

园长：Taina Seppä 女士 

助理园长：Sirpa Paju 女士 

 

 

 

 

  

http://www.tampere.fi/amurinpaivakoti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26692.34487526_6822851.32167906&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五、体育教育 （Tesoma 学校和 Härmälä 学校） 

 

9. 德索马（Tesoma）初中 

          自 2018 年 3 月 5 日起，德索马初中部成为大德索马学校的四个校区之一。大德索马学校共有在校

学生 400 人，初中部设置表演艺术特长班、数学及自然科学强化班和体育强化班。体育强化班的学生在

7 年级每周有 3 节体育课，8-9 年级每周有 6 节体育课。学校附近有冰球馆、室内游泳馆、足球场和球

类馆。坦佩雷体育学院负责协调体育班学生的晨练。 

         德索马初中部实施名为 JOPO 的灵活基础教育制度（10 年级），旨在帮助那些学习成绩没有达到要

求、或者不能完全反映学生能力的学生提高初中平均毕业成绩，并获得与其他 9 年级毕业生同等的初中

毕业文凭。此外，该举措还可以预防学生中途辍学，并帮助他们找到毕业后继续学习的地方。坦佩雷共

有 4 所提供 JOPO 制度的学校。 

 

网址： http://koulut.tampere.fi/tesoma/index.htm  

地址：   Kohmankaari 11, 33310 Tampere  

特色：初中三个年级, 注重戏剧、数学、科学和体育教育 

校长：   Panu Pitkänen 先生 

 

  

http://koulut.tampere.fi/tesoma/index.htm


10. 哈美拉（Härmälä） 小学 

        哈美拉小学共有两个校区，其中学前班和 1 年级在冬街（Talvitie）校区，其余年级在哈美拉小学校

区。全校共有 300 名学生和 20 多名教职员工。学校的价值观是：安全、尊重他人和有礼貌、有目标的学

习。 

         哈美拉图书馆也是我们校舍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学校比邻坦佩雷展览和体育中心、温海湖

（Vähäjärvi）湖边休闲区、哈美拉露营区和

圣湖（Pyhäjärvi）海滩公园，这些为学校开

展各项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网址：koulut.tampere.fi/harmala/index.html  

地址： Nuolialantie 47, 33900 Tampere  

特色：一至六年级，重视体育（Schools on 

the Move -school）、社区融合 

校长： Arto Nieminen 先生 

                                                                                                  如图：孩子们自己参与设计和建设的校园体育活动场所 

 

六、早期语言学习（Tammela 学校和 FISTA 芬兰坦佩雷国际学校） 

 

11. 塔美拉（Tammela）小学 

          塔美拉小学成立于 1911 年，是一所悠久历史、小而精的学校。学校贯彻

“行动中的学校“的办学理念，即因材施教，为学校的所有学生提供成功的机

会。学校引导学生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学校的特色是美术和外语学

习。2018 年塔美拉小学为学生开始开设英语、德语和法语作为第一外语，西班

牙语和英语可以作为第二外语。  

  

网址: koulut.tampere.fi/tammela/index.html  

地址:    Ilmarinkatu 17, 33500 Tampere  

特色： 1-6 年级, 早期语言教学，着重视觉艺术与德语教学 

校长:   Matti Annala 先生 

 

http://koulut.tampere.fi/harmala/index.html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26012.32248538_6819538.25815302&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http://koulut.tampere.fi/tammela/index.html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28923.43034827_6822828.07140565&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12. FISTA 芬兰坦佩雷国际学校 

         FISTA 芬兰坦佩雷国际学校有大约 700 名 1-9 年级的学生，教职员工 70 人。2018 年还有 32 名学前

班的学生。本校经过大规模装修后焕然一新，我们既尊重传统，又结合了优雅的现代气息。实用和现代

的各项设施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研究的环境。为了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学生在校学习基本的技

能和知识。此外，学生成长为一名负责任、有信心和有强烈职业道德的公民也至关重要。我们的办学宗

旨是： 

• 我们希望学会合作。 

• 我们想成为社会的一分子。 

• 我们彼此关照。 

•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能体验成功的快乐。我们不仅鼓励个人被他人所接受，更强调对差异的理解和

尊重。 

 

        英语从 1 年级开始作为第一外语进行学习。二外学习从 4 年级开始，每周两节课。可选的二外有德

语、西班牙语和法语。 

网址：http://koulut.tampere.fi/fista/index.php  

地址： Satakunnankatu 60, 33230 Tampere  

特色：一至九年级，英语教学、多元文化 

校长： Ulla Hiltunen 女士 

 

 

  



七、蒙特梭利教育 （Juhannuskylä 学校和 Jussinkylä 幼儿园） 

 

13. 约翰努斯（Juhannuskylä）小、初中 

约翰努斯（Juhannuskylä）小、初中共有两个校区。提供 1-9

年级阶段的义务制教育。其中 1-6 年级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

即两个比邻年级的合班教学法，旨在鼓励高低年级的孩子利用

各种教具和学习方法互相帮

助。通过这种方法，学生在

被教和教授的角色中获得了

自然而然的体验。 

 

初中部 7-9 年级开设美术和

拉丁文特长班。 

网址： koulut.tampere.fi/juhannuskyla/index.html  

地址：小学部 Postikatu 2，初中部 Rautatienkatu 3 – 5, 33100 Tampere  

特色：幼小衔接、小初衔接和一二年级的合班教学法、移民学生预备班、蒙特梭利教学法等，  

校长：Esa Parkkali 先生 

 

14. 育新谷来（Jussinkylä）幼儿园 

        育新谷来幼儿园大集体里，每一个孩子都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熟悉安全的环境中，孩子们才

有可能对事物产生兴趣并为之兴奋。尽管部分班组采用蒙特梭利教学法，但并不影响全园的基本教学目

标保持一致。  

         该园有 126 个孩子，从 10 个月到 6 岁不等。三个 1 至 3 岁的小班、两个 2 至 5 岁的混龄班、两个 3

至 5 岁的大班、两个学前班。9 个班组中，有 4 个采用的是蒙特梭利教学法。学前班是被安排在其同名

小学里的。 

http://koulut.tampere.fi/juhannuskyla/index.html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28256.36226965_6822937.81935966&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网址： www.tampere.fi/jussinkylanpaivakoti 

地址：  Sukkavartaankatu 4, 33100 Tampere 

特色：蒙特梭利教学法 

园长： Taina Seppä 女士 

 

http://www.tampere.fi/jussinkylanpaivakoti
https://www.paikkatietoikkuna.fi/web/fi/kartta?p_p_id=Portti2Map_WAR_portti2mapportlet&p_p_lifecycle=0&p_p_state=exclusive&published=true&viewId=3283&coord=327919.70268012_6823041.52433734&zoomLevel=11&isCenterMarker=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