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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孩子從呱呱墜地的那一刻起,就開始了漫長的學習旅程,而學習需要引領,否則

就會像一隻無頭蒼蠅,漫無目的地浪費掉學習良機。一個良好的教育制度或理念,

不但可以幫助那些需要學習的孩子,還能造就出下一個牛頓、富蘭克林或華盛

頓。有人說:「孩子是未來的主人翁。」所以又有人說:「教育決定國家未來的命

運。」教育是一切的基礎。 

  芬蘭的教育沒有太多的大、中、小考試,沒有暑期作業和輔導,沒有排名,在這種

自由、沒有壓力的學習環境下,竟使得芬蘭學生的閱讀、邏輯、數學、與自然科

學能力,在世界排名中名列前茅。探討究竟是怎樣的教育理念和制度能造就出這

些成果,而進一步反省並學習。 

 

貳、正文 

 

一、芬蘭教育的基本精神 

 

O1.芬蘭人的教育目標是:「培養高品質的國民」(註一) 

芬蘭人口少,是台灣人口的四分之一倍,人少當然就是以「質」取勝。教育的終極

目的是培養創造力(註二),而不是給予知識,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

芬蘭的教育不注重學生到底讀了多少書,記住了多少知識,而是培養出學生的創造

力與真正的學習。拿芬蘭的小學教育作例子,教科書是本土化國際化和生活化的

高度整合,數學課本比較全世界摩天大樓的高度,還用美美的圖片呈現,在教育部

「一綱少本」的原則下,教師們在輔助教材上展現無限的創造力,用一隻筆和一把

尺,變化出了國二上物理的「基本測量」「壓力」,國二下物理的「力矩」「彈力」

和小學數學的基本觀念。如果從小就在充滿創造力的環境學習,也很難成為讀死       

書的書呆子吧! 

 

02.「不讓一人落後」(Left no-one behind)是芬蘭基礎教育的執行最高策略(註三) 

芬蘭的教育部長認為，芬蘭教育的成功，歸功於芬蘭教育是為全國人民所做的，

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機會，從學前教育到終身教育都是平等的(註四)。

OECD的「國際學生評量計畫」中整體受測學校的成績優劣差高達百分之三十六,

芬蘭則不到百分之五,而整體受測的學生中有百分之二十一未通過標準,芬蘭卻只

有百分之四(註五)。芬蘭不止學生的程度差異低,同時家長的社會地位對學生表現

的影響也是最小的,校與校之間的差異也最小,學生在十六歲以前沒有類似能力分

班的選擇系統,而且在不到六百萬的人口裡,國中小學校就超過三千五百所(註 

六)。 

 

03.學到的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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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多數的台灣學生都曾有如此的疑惑:「我讀這些書要幹麻?」教科書中有很多

都是乏味的文字與日常生活中用不上的知識,和芬蘭的教科書相較之下我們真的

遜色很多。拿數學和英文教科書來看,小四的數學課本在教地理,上半段用芬蘭地

圖標距離,後半段教加法,用芬蘭各地的人口數比大小,這種教學讓學生無形中了

解了地理和數學的基本觀念,也有生動的圖片和貼近生活的知識,使得學習不再乏

味。而三年級的英文教科書更是有趣,書名是冰淇淋島,描寫一群小孩在冰淇淋島

上的生活(冰淇淋是芬蘭人的最愛) 。英文課程中,每個年級的進階,不是取決於字

彙的難度,而是以生活主題隨年紀變化而不同,如同數學課本中的插畫的變化,低

年級是水果、動物、玩具,中年級是芬蘭和世界,高年級就以運動、旅行、物價為

主題(註八)。如此有趣又生活化的方式不但能引起孩子更大的興趣,也能使孩子自

動自發的學習,並喜歡上學習。 

 

二、芬蘭教育的特色 

    

01.重視語言教育 

「擴張語種人口」是芬蘭教育的主要策略之一。芬蘭國民裡講芬蘭語的佔百分之

九十三,講瑞典語的佔百分之六,其他的是講原住民語等等。但是所有的學生都必

修芬蘭文和瑞典文,小學二年級開始學英文,法語和德語則是最熱門的選修(註

九)。芬蘭學生完成義務教育後人人至少會三種語言:芬蘭語、瑞典語和英語,語言

教育正是芬蘭教育的策略核心。芬蘭的語言教育也和行政體系並進核一,所有的

路標或告示都是芬蘭文與瑞典文並列,旅遊資訊也都有英文版(註十)。 

   

02.培養閱讀能力 

芬蘭的家長從小就培養孩子的閱讀習慣,讀報或帶孩子上圖書館。芬蘭是圖書館

密度最高的國家(全國共有九百八十九個公共圖書館,平均每兩百五十個人就共用

一個),芬蘭同時也是圖書館利用率最高的國家(每位公民每月至少去圖書館一次,

平均每人每年借二十本書)(註十一) 。從小的家庭教育加上硬體設施的齊全下,造

就出單純為了享受閱讀樂趣而閱讀的芬蘭學生,自願式且快樂的閱讀,使得芬蘭學

生閱讀能力更強。OECD的研究報告中芬蘭學生的閱讀能力多次蟬聯冠軍,而閱讀

能力好也能幫助各學科的發展。 

 

03.高品質師資 

要有好的教育,就要先有好老師。芬蘭的老師學歷要求很高,教育法規定，所有學

前教育、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的老師，都必須具備碩士以上學歷，並

通過教師資格考試，才能申請成為老師。為了不斷提高老師專業素質和新知識，

各教育機構鼓勵老師開展積極的自主學習和研究，免費為他們提供在職培訓，鼓

勵老師攻讀學位。並且根據教育改革需要，提供老師教育的諮詢服務 (註十

二) 。雖然當上老師的門檻很高,但芬蘭給老師很多的自由。芬蘭有全國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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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材中列有多項目標及科目領域，教師只要依據教材，可按自己喜歡的方

式來傳授課程，他們可以選擇教科書或不用教科書(註十三)。教師在芬蘭備受尊

重,薪資也遠高於其他國家,二零零四年年底,一向芬蘭鍾學生未來想從事工作的

廣泛問卷調查結果,「教師」竟然是學生最想做的第一名職業。 

 

04.舒適而自由的學風 

芬蘭教師不在任何假期內留作業，國中畢業也不進行全國考試。沒有學業測驗帶

給學生壓力，也看不見惱人的成績排名。此外，芬蘭的上課時數遠較他國還短，

暑假卻長達 10週之久。學生有著豐富的音樂、藝術和體育課程，政府還提供免

費午餐，「我們認為學校應該是平等環境與家的延伸，而非冰冷、嚴峻的環境。

在每個北歐家庭，大家都會將鞋子留在門邊，不會穿進屋裡。所以我們也在學校

這麼做，讓教室更有家的味道。」芬蘭的英文老師表示(註十四)。芬蘭的綜合學

校教室,沒有排排座的桌椅,也不見老師在台上拼命教或埋頭做筆記的學生。數學

教室裡分了好多組,老師拼了一個圖形,有的組拼著和老師ㄧ樣的圖形,有的拼著

自創圖形,程度好的演算著老師出的題目,老師在各桌間穿梭、指導,除此之外還有

一位教學助理在旁幫忙 (註十五)。芬蘭學生每節下課 15分鐘，沒有人會留在教

室，即使是在北國寒冬，只要還沒有冷到無法忍受，老師一定會要學生們穿上 

冬衣外套，到教室外去走動玩耍，因為下課時間的休息與呼吸新鮮空氣能讓身體

健康，學生上課也會更專心(註十六)。 

 

05.政府高額補助  

芬蘭的孩子從學前教育開始,一直到大學、碩士、博士,只要想讀,也有學校可讀,

幾乎可以說是終生免費教育。教育支出平均只佔芬蘭家庭支出的百分之ㄧ而已

(註十七),那大概就是為什麼有 65％的芬蘭人上大學或技術學院，而絕大多數的大

學生都擁有碩士學位。大部分大學生每個月會從政府收到最高 600歐元的生活補

助(註十八)。芬蘭政府願意花錢投資教育,在經濟不景氣時，政府反而增加教育、

研發等經費。其中，有些部份還限定要用作文化、教育用途，政府把津貼轉入每

個人的特定帳戶，這個帳戶的金融卡只能在與政府簽約的書店、美術館等教育文

化單位才能消費。芬蘭也有鼓勵家長照顧孩子的制度。例如，他們發給家長照顧

兒童的津貼，母親的有薪產假長達四個月，父母也都能申請育嬰假長達半年，同

時可領到六成的薪水。兒童三歲以前的無薪兒童照顧假則可長達三年，政 

府會發給兒童照顧津貼。除了有形的金錢補貼，政府也提供種種服務。例如，如

果父母要上班，則有日間托育服務，政府會提供補助。學童下課後，學校也有特

別的地方讓他們寫作業或玩耍，而且還安排教師從旁協助、照顧，不用費心再安

排安親班 (註十九)。 

 

 

三、芬蘭教育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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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是全球成長競爭力第一的國家，而這當然也和芬蘭一流的教育有關。WEF

「成長競爭力」的全球評比,是個龐大的工程。「成長競爭力」評比的指標總共

有一百八十項,芬蘭有十項是冠軍,其中教育類的金牌就有四個:高等教育在學率

最高、公立中小學品質最好、教育制度品質最佳和產學共同研究最多(註二十)。

在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的調查中，芬蘭已經不只一次登上最佳學校

教育冠軍的寶座。二○○三年，在受調查的四十一個國家的中學生中，芬蘭學生

的閱讀、邏輯、數學與自然科學能力，都是一流。 

 

參、結論 

 

  一個孩子對世界的影響有多大?一個良好的教育影響多少個孩子?芬蘭人民的

素質,是從幼兒時期培養成的,你說教育的影響有多大?教育可以使一個人改頭換

面,教育可以使一個家庭合諧,教育可以使經濟成長,教育可以使政治穩定,教育的

影響,小從個人,大至世界。 

  芬蘭的教育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不只是他們的制度,尤其是他們的精神,

芬蘭教育成功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重視「學習」,相反的我們只是變向的重視「知

識」,知識只是進步的工具,是前人留給我們的,創造力才能使世界進步。 

  台灣人注重學歷,芬蘭人注重學習。這就是我們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總是以為

教育可以使小孩將來不需愁吃愁穿,芬蘭人認為教育可以改變芬蘭甚至世界,所以

芬蘭人小從家庭開始教育習慣,大至學習做學問的方法,芬蘭人的態度都是一致的

認真。 

  教育展現不只在一張薄薄的文憑上,不只在 OECD的調查結果上,教育的展現在

一切。所以現在是不是該依新的觀點教育和學習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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