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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

教育旅游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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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Jussi Hellsten

摄影: Visit  Finland

摄影: Vastavalo/Eero Vilmi

快乐学习在芬兰
众所周知，芬兰拥有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芬兰在全球
PISA排名中的评分始终居于前茅。与同样排名靠前
的若干其他国家相比，芬兰的教育体系有着与众不同
的特点，如学校日相对较短、不把重点放在回家作业
和测验考试上、偏爱课堂外的实验性学习、强调自主
学习和批判性思维等。

平等是芬兰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我们的教育系
统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就学机会，并且在需要的时候
提供个体化支持。我们的高素质教师在课堂上享有高
度自主权，他们的教学工作成效显著，可圈可点。
芬兰教师大多拥有硕士学位，在芬兰社会备受尊重，
师范专业向来是高中毕业生趋之若鹜的热门专业。

终身继续教育的理念也是芬兰教育体系的指导性原则
之一。数字革命正在改变今天的教育和未来的职业，
凸显出继续学习新技能的重要意义。最近在经济学人
智库 (EIU) 的排行榜中，芬兰教育适应未来需要的程度
排名全世界第三。*

正因为芬兰教育体系在全球名列前茅及其独一无二的
特色，新一类的国外游客也被吸引到了芬兰：他们是
为了解芬兰教育体系慕名而来的。这些游客中既有教
育专业人士，也有莘莘学子。他们的兴趣焦点往往集
中在芬兰教育体系的某项独有特色上，例如现象学习
和实验学习，或将大自然用作学习环境等。

这本手册旨在帮助您发现新的教育旅游产品，其中
既包括专业人士的参观考察，也有学童的教育营
地活动。希望通过阅读这本手册，能够增进我们之间
的合作，并让客户满意。

在此，我预祝您在教育旅游领域大有收获， 
并欢迎您前来芬兰体验前所未有的快乐学习！
 
白薇·安蒂拉 (Päivi Antila)

项目经理
芬兰国家旅游局，教育旅游项目经理
+358 40 747 8418

paivi.antila@businessfinland.fi 

www.visitfinland.com 

* 全球教育未来指数
http://educatingforthefuture.economist.com/

摄影: Team 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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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位于何处， 
如何抵达?

航班便捷，取道欧亚之间最短的航程
最主要的枢纽空港是赫尔辛基国际机场，号称通往
亚洲的门户。从机场乘坐大巴或火车前往赫尔辛基
市中心只需30分钟。

其他国际机场：
库萨莫 (Kuusamo), 库奥皮奥 (Kuopio), 卡亚尼
(Kajaani), 基蒂莱 (Kittilä), 伊瓦洛 (Ivalo), 奥卢
(Oulu), 罗瓦涅米 (Rovaniemi)。

坐火车或乘船 从俄罗斯快速入境
另一条有趣的路线是
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坐火车或乘船进入芬兰。
特快列车抵达赫尔辛基只需3.5小时，
游轮航程为一个晚上。

A 北京 9 小时
B 德里 7 小时
C 迪拜 6.5 小时
D 法兰克福 2.5 小时
E 伦敦 3 小时
F 莫斯科 1.5 小时
G 纽约 8 小时
H 巴黎 3 小时
I 罗马 3.5 小时
J 上海 10 小时
K 首尔 9 小时
L 斯德哥尔摩 1 小时
M 圣彼得堡 1小时
N 东京 10 小时

飞行时间

J

B

C

IH

E
D

F

L

G

A

M

N
K

6

B a l t i c  S e a

G u l f  o f  F I n l a n d

G
u l f

 o
f  

B
o th

n i a

飞机:
A-B  35 分钟
A-C  35 分钟
A-D  45 分钟
A-E  55 分钟
A-F  55 分钟
A-G  1 小时 05 分钟
A-H 1 小时 20 分钟
A-I  1 小时 05 分钟
A-J 1 小时 15 分钟
A-K  1 小时 20 分钟
A-L  1 小时 30 分钟
A-M 1 小时 40 分钟
A-N  1 小时
A-O  1 小时
A-P 45 分钟

火车：
A-B  2 小时
A-C  1 小时 30 分钟
A-D  3 小时 30 分钟
A-E  4 小时 25 分钟 
A-F  5 小时 5 分钟
A-G  4 小时 30 分钟
A-H  6 小时 10 分钟
A-I 5 小时 25 分钟
A-J  9 小时 20 分钟
A-K  9 小时 45 分钟
A-L  14 小时
A-M  16 小时
A-N  3 小时 45 分钟
A-O  3 小时
A-P 3 小时 20 分钟

巴士：
A-B  2 小时 20 分钟
A-C  2 小时 20 分钟
A-D  3 小时 30 分钟
A-E  5 小时 15 分钟
A-F  4 小时 40 分钟
A-G 6 小时
A-H 8 小时 
A-I  8 小时
A-J  10 小时 55 分钟
A-K  14 小时 40 分钟
A-L  14 小时 40 分钟
A-M 16 小时
A-N  6 小时 30 分钟
A-O  5 小时 10 分钟
A-P 3 小时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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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赫尔辛基机场的交通
芬兰拥有全欧洲密度最高、票价最低的航线网
络之一，机场遍布全国，包括偏远的北部。

芬兰航空公司 - finnairgroup.com/en
芬兰机场运营公司 - finavia.fi/en

从赫尔辛基机场通往整个赫尔辛基大区、乃至芬兰全
境各地的交通连接十分完善。从赫尔辛基机场出发，
可以转乘火车、巴士、出租车，继续您的芬兰之旅。

列车时刻表: vr.fi/cs/vr/en/frontpage 

巴士时刻表: matkahuolto.fi/en

游轮时刻表 
您也可以从瑞典斯德哥尔摩、俄罗斯圣彼得堡、 
爱沙尼亚塔林、德国特拉弗明德 (Travemünde)  
乘坐游轮前往芬兰。

塔林客诗丽雅游轮公司 (TallinkSilja) - tallink.com
维京游轮公司 (Viking Line) - sales.vikingline.com 
芬兰游轮公司 (Finnlines) - finnlines.com/ferry-trips
圣彼得游轮公司 (St. Peter Line) - stpeterline.com

芬兰国内
交通指南

A. 赫尔辛基   B. 图尔库   C. 坦佩雷   D. 于韦斯屈莱   E. 库奥皮奥   F. 萨翁林纳   G. 约恩苏   H. 卡亚尼   I. 奥卢   

J. 库萨莫  K. 罗瓦涅米   L. 基蒂莱   M. 伊瓦洛  N. 瓦萨  O. 塞纳约基   P. 波里 

俄罗斯

瑞典

挪 威

德国

爱沙尼亚

在芬兰国内旅行，轻松又
环保的方式任您选择。 
芬兰的公共交通系统十分
可靠，畅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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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与群岛

芬兰海岸线上分布着全世界最大的群岛。木屋老城、
灯塔、历史悠久的庄园、石质教堂，以及大型国家公
园散布在陆地和海上——简而言之，这些就是芬兰沿
海地带的特色。

闲适的海岛生活方式和浓厚的海洋文化气息是这一地
区的主要特质。海滩，手工艺品集市，小镇上的文化
活动，咖啡馆与乡村小店——芬兰海岸城镇在夏季的
几个月里尤其生动鲜活。

芬兰海岸线上静静地矗立着数十座灯塔，其中许多
为游客开设了餐厅，还提供住宿。曾经的铸铁村落
不但风景优美，精选的艺术品、设计品和古董也琳
琅满目。您还可以追随享誉世界的姆明故事的创作者
托芙·扬松 (Tove Jansson) 的脚步，沿着南部海岸探
访她所钟爱的那些地方。

芬兰有七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其中三处位
于海岸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海滨城市，
岛屿星罗棋布，葱郁的公园点缀其间。赫尔辛基的风
格既闲散从容又鲜活跃动。与世界上的所有首都城
市一样，赫尔辛基也是一座各民族文化的大熔炉。
这里的都市街头文化节广受欢迎，原产业工人聚居的
城区如今已经转型成为设计创意的热点地带。

赫尔辛基一年四季精彩体验不断。夏季阳光明媚，
户外街头、餐厅露台上人头攒动。冬季圣诞集市营造
出浓浓的氛围，节日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一月的LUX
赫尔辛基灯光艺术节上，照明艺术装置将全城的街道
点亮。

和芬兰其他地区一样，赫尔辛基与大自然近在咫尺。
海上要塞芬兰堡 (Suomenlinna) 以及沿海的大小岛屿
不失为一日游的理想选择。倘若感到城市的节奏太
过喧嚣，您也可以去努克西奥 (Nuuksio) 国家公园领略
自然的神奇。

湖区

芬兰“千湖之国”的称号绝非虚名。湖区是一个地质
奇迹，一座由碧蓝湖泊、岛屿和森林组成的迷宫。
芬兰湖区为欧洲最大的湖区，20万间湖畔木屋是芬兰
人度假与放松的好去处。

塞马湖是芬兰第一大湖，亦是芬兰的民族瑰宝。
葱翠的森林与蓝色的湖水为户外活动提供了绝佳的环
境。多座国家公园保护着未受丝毫污染的原生态森林
和湖泊，同时配备了现代化的设施。不妨远足踏青，
或在帐篷或木屋内过夜，体验大自然的美妙。坦佩雷 
(Tampere), 拉赫蒂 (Lahti), 奥托昆普 (Outokumpu), 韦
尔拉 (Verla) 等老工业城市已经转型成为各类文化活动
的中心。

夏季，芬兰人纷纷前往湖畔木屋。我们逃离城市
的喧闹，与好友和家人一起来这里度假。

拉普兰

芬兰拉普兰地区的主要魅力之一就是强烈的反差。
拉普兰一年不止四季，而是有八个差异明显的季
节——从二十四小时日照不断的温暖夏季，到太阳从
不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冰雪冬日。
 
最为家喻户晓的芬兰人——圣诞老人就来自拉普兰。
位于拉普兰东部靠近芬俄边境偏远地带的耳朵山 
(Korvatunturi) 是圣诞老人的故乡，现在他住在罗瓦
涅米 (Rovaniemi), 一年四季都在接待游客。
 
拉普兰是欧盟地处最北的地区，拥有多处户外度假
胜地，旷野的安宁与静谧就在几步之外。这些度假胜
地为各种类型的滑雪、骑行，以及许多其他户外活动
提供了独有的环境。冬日在召唤，邀请您尝试雪地摩
托或雪橇。而在无雪的季节，远足的游人纷至沓来。
夏秋两季，拉普兰野外长满了药草、蘑菇和浆果。
来自大自然的食材任您采摘，其中也包括众所周知的
云莓，这些亮橙色的浆果最常见于沼泽地，是芬兰北
方真正的超级食物。

芬兰的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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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图斯 (Archtours) 专业从事建筑旅游。关于值得
关注的新建筑项目、住宅与建筑行业的新趋势以及
建筑史，我们掌握着广泛的、国际化的最新信息。
我们不断发展专业能力和关系网络。我们为客户推荐
目的地，并根据每个团体的个体化需求定制旅行。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2天
团队人数: 10–20人

阿克图斯
联系方式: archtours@archtours.com

联系人: Kiira Halinen, +358 50 574 8458
kiira.halinen@archtours.com        
更多信息: www.archtours.com

芬兰创造教育委员会 (CCE Finland) 是一个创始于芬兰
坦佩雷的全球性组织，口号是通过创造性重新定义教
育。我们提供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定制教师培训
和学校发展计划。我们的培训课程建立在芬兰高校和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我们通过组
织教育旅游和学生营地，为客户提供对芬兰教育系统
的深度理解，使参与者了解在芬兰课堂和课程中是如
何整合创造性活动的。

地点: 坦佩雷 (Tampere)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7–21天
团队人数: 20–50人

芬兰创造性教育委员会
联系方式: info@ccefinland.org

联系人: Bora Nam, +358 44 240 8403,    
bora.nam@ccefinland.org

更多信息: www.ccefinla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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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玛教育 (EduVirma) 是一家专业从事教育旅游的公
司。本公司与专家合作，组织定制的教育考察和学习
旅行，覆盖从早期教育到大学和师范教育的整个教育
体系。

地点: 约恩苏 (Joensuu)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5-10天
团队人数: 10-25人

教育之未来 (EduFuture) 成立于2014年，是第一家组织
定制考察芬兰教育体系的公司，价格实惠。从建立初
始，我们的宗旨就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自发现、讨
论、观察和体验芬兰的学校。我们与专家和学校合
作，详解芬兰教育体系在各个层面的运作方式，以及
芬兰是如何确保平等优质的教育成果的。我们组织的
考察覆盖从早教到大学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10天
团队人数: 5-50人

维尔玛教育
联系方式: naumanenh@gmail.com

联系人: Hannu Naumanen, +358 50 343 1473

更多信息: www.eduvirma.com

教育之未来
联系方式: arne.verhaegen@edufuture.eu

联系人: Arne Verhaegen, +358 40 965 1169

更多信息: www.edufuture.eu

我们是一家总部设在芬兰的旅行社。 
我们为来自韩国和日本的游客组织团队游， 
服务语言包括英语、韩语、日语。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3-21天
团队人数: 10-120人

FINNGATE TOURS OY
联系方式: info@finngate.fi

联系人: Manami Heikkinen, +358 50 349 5223

更多信息: www.finngate.fi

芬沛达 (FINPEDA) 是一家拥有强大的教育和学习背景
的芬兰公司。我们的使命是为您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
方案——从学校建筑和3D技术解决方案，到教师在职
培训和芬兰教育考察之旅，均可涵盖。芬兰教育考察
之旅 (FEST) 专为所有对芬兰教育体系感兴趣的人士 (教
师、校长、决策者、运作管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 
而设计。我们提供对所有人开放的季节性考察旅游，
以及为团体和个人量身定制的学习之旅。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10天
团队人数: 1-30人

芬沛达公司
联系方式: contact@finpeda.fi

联系人: Pasi Mattila, +358 50 549 0083, 
pasi.mattila@finpeda.fi 
更多信息: www.finpeda.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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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北极！（Go Arctic）是一家实力强大的北方旅
游运营商，在奥卢（Oulu）地区提供旅游和活动服
务。作为目的地管理公司，走向北极！为会议、奖
励旅游、教育和技术考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我们
是北方和极地体验的专家。凭借我们自己的产品以
及可靠的合作伙伴，我们可以为您的团队安排您所
需要的一切：无论是历时半天的活动还是作为套餐
组成部分的观光旅游，甚至是覆盖奥卢地区、拉普
兰和赫尔辛基所有最佳景点的全套旅游产品套餐。

地点: 奥卢 (Oulu) 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半天至14天
团队人数: 最少8人

走向北极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kirsi.eskola@goarctic.fi

联系人: Kirsi Eskola, +358 44 433 3151

更多信息: www.goarctic.fi/en/

海莱婀 (HELEA) 为教师或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在宁
静的奥卢 (Oulu) 安排为期两天的教育培训，宗旨
为“少即是多”。在这里，您能够享受轻松安全的
氛围，培训课程有助于您放松身心，发现芬兰大自
然的点滴神奇。您可体验森林浴、海滨漫步、卡累
利阿派、肉桂卷以及芬兰设计，学习制作传统风
铃“himmeli”的窍门。您还可以借机会练习英语。
活动内容中可附加：一日参观学校，或罗瓦涅米 
(Rovaniemi) 一日游。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2-4天
团队人数: 6-16人

海莱婀
联系方式: info@helea.eu

联系人: Paula Saanio

更多信息: www.helea.eu

我们是位于卡拉约基（Kalajoki）旅游区的一家目的地管
理公司，享有旅行社的全部经营权。卡拉约基是芬兰著
名的度假景区，提供高品质旅游服务，以沙丘、独特的
北极海洋与群岛风光而闻名。卡拉约基预订中心提供教
育参观、学习旅行、学校营地活动、当地家庭寄宿等。
我们为自由行个人游客和团体游客提供旅游产品套餐、
休闲活动项目和技术考察。卡拉约基已经连续20年接待
日本学生团体（目前与岛根县的出云进行合作）。

地点: 卡拉约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14天
团队人数: 1-25人

卡拉约基预订中心
联系方式: laura.kujala@kalajokikeskusvaraamo.fi

联系人: Laura Kujala, +358 8 466 691

更多信息: www.visitkalajoki.fi/en/groups/schools/

屡次获奖的英铎 (INTO) 学校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
提供了一个通过音乐和艺术释放创造力、建立解决问
题的能力和语言技能，并增强自信心的平台。
 种类丰富的创意活动拓展了艺术、科学与技术之间的
界限，形成了以芬兰国家核心课程大纲为基础的创新
型、未来型学习体验。
通过英铎学校的活动，孩子们将在多个教育领域内得
到发展。
我们也欢迎老师和家长参加英铎学校的活动。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21天
团队人数: 最少10人

英铎学校
联系方式:  jukka@intoschool.org

联系人: Jukka Salo, +358 40 034 5827

更多信息: www.intoscho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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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赫蒂地区有限公司（Lahti Region Ltd.）是在芬兰湖
区运作的一家区域型目的地管理公司，距离赫尔辛基
1小时车程。我们与当地合作伙伴共同提供多样化的教
育旅游产品，包括学校参观考察、营地学校、自然与
体育活动、教育专业人士的学习之旅等。

地点: 拉赫蒂 (Laht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5–7天
团队人数: 15–50人

芬兰全球教育解决方案公司（Finnish Global 
Education Solutions）为中小学以及早教和保育领域
的教师和管理人员组织创新营（Innovation Camps）
活动。创新营的内容包括参观学校；举办实践研讨
会，让学员们反思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并着手付诸实
践，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创新营活动结束后，学员
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独家教师与管理人员专业发展课
程继续学习芬兰经验。

我们的学生营（Student Camps）活动围绕基于项目
的学习和探险教学法进行规划。学生营的教育实践和
内容旨在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横向联系技能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体验芬兰独特的文化和自然。
学生营一年四季都可安排。有两种选择：大自然学校
和项目营（包括机器人、编程、创业和STEM）。

地点: 赫尔辛基，图尔库（Turku），拉普兰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3–14天
团队人数: 5–25人
价格：请询价

拉赫蒂地区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arto.asikainen@lahtiregion.fi

联系人: Arto Asikainen, +358 40 579 4387

更多信息: 更多信息

芬兰全球教育解决方案公司
联系方式: antti.kaskinen@fges.fi

联系人: Antti Kaskinen, +358 40 508 8577

更多信息: https://www.fges.fi/educationaltravel

“学习勺” (Learning Scoop) 是一家致力于教师培训、
领导才能发展和社区建设的芬兰公司。我们的“学习之
旅”于2019年9月被评为最佳纯正芬兰旅行产品。可提供
以校长、幼儿教育、基础教育 (K-9) 、创业教育或北极
教育学等为主题的学习之旅。可为团体定制活动安排！
我们拥有一群经验丰富的教师和专家，他们的工作获得了
芬兰国内外教师和校长的一致好评。我们提供高质量实施
且富有启发性的培训课程和学习访问，为来自50多个国
家的教师和教育研发人员带来启迪，提高了他们的能力。

地点: 坦佩雷 (Tampere)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30天
团队人数: 5–25人

学习勺
联系方式: ellimaija.ahonen@learningscoop.fi

联系人:  Ellimaija Ahonen, +358 40 703 7337

更多信息: learningscoop.fi

利明卡湾旅游（Liminka Bay Travel）可为客户定制套
餐，包括导游、参观、用餐、交通、活动和住宿。利明
卡湾旅游提供寄宿家庭、营地学校、学校参观、与当地
学生一起在当地学校学习、讲座，以及针对儿童和成人
的教育服务等。
利明卡旅游局（Visit Liminka）负责协调利明卡的推
广、FAM旅行、活动和旅游信息等事宜。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和群岛地区
时长: 2–10 天
团队人数: 6–60 人

利明卡湾旅游
联系方式: travel@liminka.fi

联系人: Piia Leinonen, +358 40 546 2338

更多信息: visitliminka.fi/en/

https://book.visitlahti.fi/en/todo?filter=t%3Deducational%3Bsgid%3D10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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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旅行社，洛米宁（Luominen）有限公司以
日本市场为重点，同时对香港教育也十分了解。洛米
宁有限公司可提供教育旅游、学校参观、营地活动、
公司培训等方面的咨询和协调，根据客户要求亦可增
加当地旅游等选项。洛米宁有限公司以日语为专长，
您可以通过日语与我们洽询。我们也可提供英语和日
语的口译/翻译和导游服务。芬兰语服务可另外协商安
排。我们精心提供团体和个人旅游服务，确保您的游
程愉快而顺利。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最少2小时
团队人数: 最少1人

洛米宁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nanako.oshima@luominen-fi.com

联系人: Nanako Oshima, +358 40 325 7045

更多信息: www.travel-cluture-craft.wixsite.com/luominen 

大世界公司 (Magni Mundi) 的导游都受过大
学教育，致力于提供各种层次的活泼而独特的建筑和
文化之旅，从休闲观光到深度学习均有涵盖。我们心
目中纯正的芬兰体验，是将传统旅游亮点与负责任地
探索原生态大自然相结合。大世界公司每年接待来
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游客，提供经典和新颖的旅行
社服务。我们所有的旅行路线都可根据团体成员的年
龄和兴趣进行定制。

地点: 图尔库 (Turk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10天
团队人数: 1– 100人

大世界公司
联系方式: sales@magnimundi.fi

联系人: Annamari Laine, +358 40 758 8449  
annamari@magnimundi.fi
更多信息: www.magnimundi.fi

北方技能芬兰教育有限公司（Northern Skills Finland 
Education Ltd）位于芬兰拉普兰独特的环境中，冬季
的北极光和夏季的午夜太阳是当地特色。营区位于托
尔尼奥（Tornio），设在芬瑞两国边界地带的贝拉波
赫约拉学校（Peräpohjolan Opisto）附近。我们一年
四季提供完全定制的学校营地活动和教育之旅，可包
含多种主题，将芬兰享誉世界的教育和如画的自然风
光相结合，人人都可参与。旅程中您将享受到芬兰的
清新空气、纯净水质、清洁能源和无边无际的绿色大
森林。

地点: 托尔尼奥 (Tornio), 罗瓦涅米 (Rovaniemi)  
地区和奥卢 (Oulu) 地区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5 – 10天
团队人数: 15 – 30人

北方技能芬兰教育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riikka.fisk@northernskillsfinland.com

联系人: Riikka Fisk, +358 50 569 4396

更多信息:  www.northernskillsfinland.com

学习之路有限公司 (Opintiet Oy) 芬兰教育游 
(Education Finland)。我们组织芬兰教育旅游、 
教师培训，以及学校营地活动。 www.opintiet.fi

地点: 赫尔辛基，埃斯波 (Espoo)， 
海门林纳 (Hämeenlinna)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2 – 5天
团队人数: 20 – 50人

学习之路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tapani.kaartinen@opintiet.fi

联系人: Tapani Kaartinen, +358 40 077 1222

更多信息: www.opintiet.fi/opintiet-oy-education-fin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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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考斯基旅行社 (Saarikoski Travels) 是一家提供全
方位服务的私人旅行社，成立于1992年。作为经验
丰富的目的地专家，我们知道如何为您提供增值产品
套餐。除了其他旅行套餐，我们还可定制芬兰教育考
察之旅。我们的服务语言包括英语、瑞典语和德语。
如果您正想提高芬兰语水平的话，我们也非常乐意
用芬兰语为您提供服务。请注意，我们不分项出
售服务，如导游、交通接送或学校参观考察等， 
而是提供全套服务套餐。

地点: 坦佩雷 (Tampere)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2 – 5天
团队人数: 10 – 80人

萨利考斯基旅行社
联系方式: info@saarikoski.fi

联系人: Leena Tervakorpi, +358 40 480 2342

更多信息: www.incomingsaarikoski.com

SAMK教育旅游公司是一家地接旅行社，负责协调教
育之旅，比如在芬兰西海岸萨卡昆达 (Satakunta) 地区
安全与祥和的环境中开展教育营和团体主题参观等活
动。我们在芬兰的学校和休闲环境中提供高质量的教
育旅行套餐。参观访问可根据团体的要求定制，以确
保您获得最佳学习体验。我们的服务包括参观学校、
课外学习活动、住宿和餐饮预订、交通接送，口译和
团体导游等。

地点: 波里 (Pori) 
主要地区: 海岸和群岛地区
时长: 1-10天
团队人数: 2–30人

SAMK教育旅游公司
联系方式: edutravel@samk.fi

联系人: Tiina García, +358 44 710 3100

更多信息: www.samk.fi/en/samk-edu-travel/

位于萨翁林纳的职校SAMIedu被公认为是教学法开发
项目的高质量教育机构和合作伙伴。本校因开发职业
教育的良好实践，曾四次获得芬兰教育部颁发的国家
质量奖。我们主要的优势领域为战略管理和学习流程
开发。
我们在SAMIedu职业学校 (社会福利，商学与行政管
理，技术与林业) 、我们的合作公司，以及风景优美的
萨翁林纳周边地区提供定制参观考察之旅。

地点: 萨翁林纳 (Savonlinn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30天
团队人数: 1 – 50人

SAMIEDU 职业教育学院
联系方式: anna-kristiina.mikkonen@samiedu.fi

联系人: Anna-Kristiina Mikkonen, +358 44 550 6349

更多信息: www.samiedu.fi/en/

坦佩雷专业发展中心 (Tampere Expertise 
Development Center) 与芬兰各地政府合作，为外国
教育工作者组织学校、日托中心和大学的参观访问，
并举办涵盖芬兰教育方法和创新的讲座和研讨会，涉
及的领域包括：• 早期儿童教育 • 专业教育 (学院) 
•  高等教育 (针对教学法专家) •  高等教育 (针对潜在
学生) •  基础学校的新芬兰教学大纲 •  基于现象的学
习 •  学习环境的设计和架构 •  教育中的信息通信技术 
•  教育质量的监测 •  特殊教育 • 学校的福祉

地点: 坦佩雷 (Tampere) 赫尔辛基 (Helsink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15天
团队人数: 10 – 30人

坦佩雷专业发展中心
联系方式: info@tedcenter.fi

联系人:  Natalia Gromova, +358 44 237 0594

更多信息: tedcenter.fi/expertise-areas/finnish-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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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旅游是探索世界的好方式，可以结交朋友，留下
难忘回忆，而且性价比高。时光旅游自2006年起组织
国际团体旅游，我们真正了解怎样为您打造无忧无虑
的旅程。时光旅游的产品套餐内容丰富，带您前往独
特的景点观光，结识新知，打造令人难忘的体验。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2 – 5天
团队人数: 10 – 200人

时光旅游 
(TIMETRAVELS INCOMING OY LTD)
联系方式: xiang.zhang@timetravels.fi

联系人: Xiang Zhang, +358 44 993 0088

更多信息: www.timetravels.fi

旅行体验有限公司 (The Travel Experience Oy) 
位于赫尔辛基，是一家获奖的目的地管理公司。
我们为有兴趣前来芬兰的旅行社和团体定制并管
理教育旅游项目。产品套餐包含学校参观考察、
运用现代技术的创新研讨班、交通接送、住宿、
餐饮、远足观光等。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 – 14天
团队人数: 5 – 50人

TTE——旅行体验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merja.hart@travel-experience.net

联系人: Merja Hart, +358 40 507 0354

更多信息: www.travel-experience.net

这是一家由芬兰家庭经营的旅行社，成立于
1968年。我们在赫尔辛基-叙文卡地区组织和协调
当地的教育旅游。我们的产品包括学校参观考察、
芬兰学校一日体验、芬兰学校五日体验、辅助学童
学习 (1-10天) 、国际夏令营和冬季营 (日期保证) 、
为私人团体定制的主题夏令营和冬令营。我们可在
教育旅游产品套餐中包含所有旅游服务——航班、
交通、游轮、观光一日游、住宿、导游、活动、
实地考察等。

地点: 叙文卡 (Hyvinkää)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
时长: 1–28天
团队人数: 10 – 60人

新地同行之旅旅行社  
(UUDENMAAN SEURAMATKAT OY)
联系方式: jaana.makela@uudenmaanseuramatkat.fi

联系人: Jaana Mäkelä, +358 40 576 0218

更多信息: summercamp.fi

列维 (Levi) 是芬兰拉普兰地区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位于北极圈以北170公里处。作为五星级的旅游委员会
以及列维和基蒂莱 (Kittilä) 地区的联合营销公司，我们
精心安排夏令营、秋令营和冬令营活动，让您领略列
维最好的一面。活动内容可满足任何教育和体育运动
方面的需求，适合各年龄段的儿童。

地点: 基蒂莱 (Kittilä)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1– 21天
团队人数: 1– 5000人

列维目的地销售与营销/列维游客服务办公室  
(VISIT LEVI)
联系方式: levitravel@visitlevi.fi

联系人: Laura Pulkkinen, +358 16 639 3380

更多信息: www.levi.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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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卡蒂旅行社 (Vuokatti Travel)  是一家在沃卡蒂和凯
努 (Kainuu) 地区运营的目的地管理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9年，但我们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在旅游行业内已经
积累了不下30年的经验。我们在本地区运作，对本地
区了如指掌，致力于为您打造完美的假日。通过与忠
诚的伙伴单位多年的成功合作，我们创建了覆盖芬兰
全境的完善网络，因此我们很乐意将其他地区纳入到
旅行安排中来。

地点: 卡亚尼 (Kajaan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8 – 10天
团队人数: 最少15人 

沃卡蒂旅行社
联系方式: info@vuokattitravel.fi

联系人: Olga Morozova, +358 10 423 2520,                     
olga.morozova@vuokattitravel.fi
更多信息: www.vuokattitravel.fi

野外北欧芬兰 (WILD NORDIC FINLAND) 专业从事
芬兰湖区的教育旅游和技术考察服务。我们与各类研
究机构、大学和公司合作，为来自教育、医疗卫生以
及森林和纸浆产业的专业人士提供旅游服务。我们组
织学校营地活动，期间可安排参观芬兰学校和学前班。
通过我们的专业供应商，我们也可提供森林生存技
能课程，其中包括在野外烹饪芬兰湖鱼、森林浆果和蘑
菇的课程。我们的专长包括雪地摩托深雪驾驶、全地形
车驾驶和野外水上技能等训练项目，可为救援和保卫专
业人士以及森林、矿山和能源行业的专业人士提供，
还可提供领导力和团队激励培训课程。

地点: 约恩苏 (Joensuu), 库奥皮奥 (Kuopio),  
米凯利 (Mikkeli), 萨翁林纳 (Savonlinna),  
拉彭兰塔 (Lappeenrant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20天
团队人数: 4 – 300人

野外北欧芬兰/湖区
联系方式: anu.karna@wildnordic.fi

联系人: Anu Kärnä, +358 40 565 8371

更多信息: wildnordic.fi/en

野外故事 (Wilderness Tales) 为各年龄段的学生、
成人和学校管理者定制组织营地活动、户外活动
和培训课程。我们的活动项目十分丰富，包括
自然之旅、独木舟探险、篝火烹饪野生食物、
野营技能、荒野/生存技能课程等。我们主要在湖区
西部地区运营，但也组织前往国家公园以及真正荒野
地区的野外探险。我们同时还提供交通、室内住宿、
桑拿等服务。参加我们的活动，成为故事的主角！

地点:  西部湖区，海门林纳 - 福尔萨地区 
(Hämeenlinna - Forss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14天
团队人数: 10 – 50人

野外故事
联系方式: info@wildernesstales.fi

联系人: Tomi Helin, +358 50 340 7730, tomi.helin@wildernesstales.fi
更多信息: www.wildernesstales.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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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北极中国有限公司 (Arctic China Ltd) 于2004年
成立于罗瓦涅米 (Rovaniemi), 是当地第一家中资目的
地管理公司，现已成为知名品牌，为前来斯堪的纳维
亚、尤其是芬兰的中国游客提供优质服务。本公司在
2017-2018冬季接待了来自中国的5000多名游客和约
150个团体。自2016年3月起，北极中国公司在中国
上海开设了分公司，赫尔辛基办事处于2018年10月开
业。

地点: 赫尔辛基，罗瓦涅米 (Rovaniemi), 上海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7-20天
团队人数: 2-50人

BEAP意为“更好的教育和实践”（better education 
and practice）。芬兰BEAP教育中心于2007年注册成
立，是一个由多位芬兰知名教育专家发起的全国性教
育资源共享平台。多年来，该中心一直专注于教育资
源的输出和国际合作。

我们的服务包括：
1、组织基础教育或早教的参观交流活动，可安排会
议、论坛或研讨会。
2、校长或教师培训讲座，包括学校管理、领导力、现
象教学法、跨学科教学、自然教育、劳动教育等。
3、以科学、自然、艺术、体育等为主题的夏令营、冬
令营或研究项目。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5-21天
团队人数: 10+

芬兰北极中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tang.chao@arcticchina.com

联系人: Cheng Zhang, +358 40 483 9693
zhangcheng@arcticchina.com

更多信息: zhangcheng@arcticchina.com

BEAP EDUCATION
联系方式: info@newstudytour.com

联系人: Brudy Zhao +358 40 765 5685
更多信息: www.newstudytour.com

地接公司
专门服务于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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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o VIP 是一家以客户为导向的优质旅行社，目前
专注于芬兰的教育旅游。FinGo VIP 与芬兰各地的
市政府、教育机构、研究机构、学校、专家和营地等密切
合作，根据客户的需求和愿望提供基于主题的教育旅游
项目。作为芬兰文化旅游和中国教育旅游的专家，FinGo 
VIP 为旅游项目的设计注入了附加值。我们的目标是：通
过精心设计的活动，帮助我们的最终客户全面了解芬兰
的教育，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工作和
生活技能。

地点: 坦佩雷 (Tampere) 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30天
团队人数: 最少5人

本公司组织学生营地活动、全家游学旅行、学前
旅行，以及教师资格培训、学位学习与学生实习。我们在
中国与芬兰之间搭建姐妹学校系统，总共覆盖两国约100
所学校。我们提供综合大学和应用科学大学的预科班学
习。学习机会不仅限于芬兰国内，还包括美国、英国和欧
盟国家。我们曾经为体育俱乐部、艺术和STEAM课程的
学习和比赛提供特殊安排。自2015年以来我们曾经组织过
300余名中国和芬兰学生分别前往芬兰和中国。

地点: 拉赫蒂 (Lahti)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湖区，拉普兰
时长: 8-14天/1-3个月
团队人数: 20-40人

FINGO VIP OY
联系方式: gracie@fingovip.com 或微信：Fingo2016

联系人: Xiaoqing (Gracie) Meng-Pitkänen, 
+358 40 820 7103

更多信息: www.fingovip.com

BESUPER OY 公司
联系方式: xu.liang@fciea.com

联系人: Xu Liang, +358 45 127 2668

更多信息: www.besuper.group

芬兰国际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dan.wang@fcie.fi

联系人: Dan Wang, +8 613 901 165 217, +8 613 901 165 217

更多信息: www.fcie.fi

芬兰国际交流中心 (Finland Center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y, 简称FICE) 是中芬之间的高水准国际
交流与合作平台。FCIE拥有中芬两国优秀的专家和
顾问资源，合作经验丰富。中心的职责包括：在中芬
之间建立教育交流平台，在各级教育机构中配对姐妹
学校，在北欧地区建立教师培训基地，推动师生参与
的教育活动，举办/组织国际教育会议/研讨会/论坛，
制定学生交流计划，促进芬兰与中国之间的教育研
究交流。价值观与使命：创新与创造，联系与分享，
培训与定制，双赢

地点: 赫尔辛基 (Helsinki), 图尔库 (Turku), 奥卢 (Oulu), 
罗瓦涅米 (Rovaniemi)  
主要地区: 海岸和群岛地区  
时长: 1-30天
团队人数: 1-50人

“体验芬兰——友谊和教育营”(EXPERIENCE 
FINLAND, A FRIENDSHIP AND EDUCATION CAMP) 
为您带来为期九天的芬兰生活体验。欢迎来到芬
兰——这个拥有全世界最佳教育和福利体制的北欧国
家。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和学习——通过在芬兰课堂里
学习、在芬兰家庭寄宿，从而体验世界最佳教育。领
略芬兰特有的自然环境，享受手作创意的乐趣。活动
安排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是拜访圣诞老人和游览拉努
阿 (Ranua) 北极动物园。营地活动结束时，您不仅将获
得崭新的生活体验和结营证书，而且会与当地人结下
珍贵的友谊。

地点:  奥卢 (Oulu), 拉努阿 (Ranua), 
罗瓦涅米 (Rovaniemi)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9天
团队人数: 15–25人

芬兰国际教育交流中心 (FIEEC)
联系方式: jinni.lu@nordicnode.fi

联系人: Jinni Jinghui Lu, +358 50 550 4477

更多信息: nordicnod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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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奥教育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芬中教育专家团队，与
芬兰各级各类院（园）校和教育机构紧密合作，提供
定制化教师培训、学生主题研学、营地教育、亲子教
育及特色课程，范围涵盖儿童早期教育至K-12教育
和职业教育。2019年起芬奥教育旗下的芬奥教育学院
（FinnOppi Academy）与芬兰学校共同合作，提供芬
兰国家教育署批准的STEAM教育课程，推动以现象式
教学法为核心、以培养横贯能力为导向的跨学科教育
模式，促进优质的教育资源交流。 

地点: 奥卢（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0–19天
团队人数: 15–25人

芬奥教育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yuki@finnoppi.com

联系人: Yujin Lin, +358 40 912 5846

更多信息: www.finnoppi.com

本公司是一家教育、培训和咨询公司。我们专注于
为中国和亚洲的学生、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供芬
兰教育旅游服务。凭借在教育和培训领域广泛的
网络优势，我们提供全面的教育旅游套餐，例如学
校参观、教师培训计划、夏令营/冬令营以及定制活动。

地点: 赫尔辛基，埃斯波 (Espoo), 叙文卡 (Hyvinkää)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3-15天
团队人数: 5-15人

中欧门户有限公司  
(GATEWAY EUROPE-CHINA OY LTD.)
联系方式: luwei.gatec@gmail.com

联系人: Wei Lu, +358 40 587 8462

更多信息: www.gatec.fi/wordpress/nordic-school/ 

奇艾洛旅行社 (Kielo Travels) 是一家专注于为前
来芬兰的游客 (尤其是中国游客) 创建定制高端
体验的芬兰旅行社。我们接待的团体规模较小，
我们更看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我们的旅游产品常
常贯穿不同的主题，如芬兰早期教育、芬兰设计、
芬兰文化等等。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0–15天
团队人数: 5–15人

奇艾洛旅行社
联系方式: na.ma@kielotravels.com

联系人: Na Ma, +358 40 483 9966

更多信息: www.kielotravels.com

洛哇芬兰 (Luova Finland) 为以教育为目的来到芬兰
的中国儿童和成人提供个性化的管家式服务。我们能
够根据客户需求定制行程，提供从学术研究到体育、
艺术、文化、自然、设计、技术等课程的任何内容。
我们专注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以及真实而独特的本地
旅游体验。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 30天
团队人数: 1– 20人

洛哇芬兰
联系方式: sanja@luovafinland.com

联系人: Sanja Heininen, +358 40 594 6431

更多信息: www.luovafinland.fi/ 



地接公司32 地接公司 33

北欧专家学院（Nordic Expert Academy）是Hohot咨
询有限公司于2019年9月推出的高等教育和专家培训品
牌。该团队在过去四年中已经成功地在北欧各国组织
了短期教育和培训项目。
北欧专家学院与北欧各高校、教育机构和业内同行紧
密合作，提供有关北欧创新和创业、北欧教育体系、
北欧医疗保健和福利体系、北欧设计等方面的教育课
程。在我们的教育课程中，我们全程高度关注学生和
学员的创新能力、独特的学习体验以及对国际发展的
需求。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30天
团队人数: 5–35人

豪霍特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info@hohot.fi

联系人: Xiaowen Xiong, +358 44 036 0308, 
xiaowen.xiong@hohot.fi

更多信息: www.hohot.fi/nordic-expert-academy

NSECC有限公司于2004年成立于赫尔辛基，经中国国
家外国专家局 (简称SAFEA) 批准 (渠道号255801) ，
可安排在芬兰的培训课程。我们为教师提供培训课程
和学习参观访问。我们每年安排10至15个教师团体来
访。
从2015年起我们开始与中国几家最大的公司合作组织
学生短期游学，内容包括参观学校、STEAM课程、体
育训练、参观公司、专家交流等。我们每年安排约60
个团体。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7 – 12 天
团队人数: 6 – 45人

北欧科技教育中心
联系方式: yaya@nsecc.fi

联系人: Jinxia Yu, +358 40 029 0598

团队人数: www.kylintravel.com

書米国际教育常年提供教师培训、学生游学、家长培
训、友好学校结对/互访，公务访问、教育国际论坛、
儿童/青少年文化艺术交流、冰球训练营等教育培训服
务。服务对象范围涵盖幼儿教育、K12教育、职业教育
和高等教育全领域。
書米国际教育是芬兰教育文化部官方认可的Education 
Finland成员。書米国际教育多年深耕教育行业，与芬
兰的政府机构、学校、教育专家保持紧密合作，可量
身定制培训计划，为客户提供原汁原味、沉浸式的芬
兰教育体验。

地点: 坦佩雷 (Tampere)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30天
团队人数: 5 – 50人

書米国际教育
联系方式: info@sumino.fi 微信公众号：SuminoEducation

联系人: Sirpa Kiviharju, +358 50 465 2741

团队人数: www.sumino.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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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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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力为宗旨，体验芬兰
享誉世界的教育方法。我们为儿童、青少年和年轻
人设立野外探险营，将理论知识、实践学习和游戏
相结合，旨在激发好奇心，鼓励青少年探索世界。
亮点：量身定制的活动以满足您的课程教学需求；
接触一系列专业教育工作者；沉浸式生存技能和当
地文化学习班；户外运动和游戏；提供营地课程、
活动、交通、住宿和餐饮的全套服务。

地点: 库萨莫 (Kuusamo)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2-28天
团队人数: 10-24人

探险猿有限公司 (ADVENTURE APES LTD)
联系方式: heidi@adventureapes.fi

联系人: Heidi Savolainen, +358 40 770 9874

更多信息: www.adventureapes.fi/school-camp

阿里-盖多拉农场 (Ali-Ketolan tila) 坐落在科凯迈基河 
(Kokemäenjoki) 河畔的科凯迈基 (Kokemäki) 镇， 
风景优美。如果您正在寻觅宁静的乡村氛围和旖旎的
自然风光，寻求高品质的住宿和令人兴奋的活动， 
阿里-盖多拉农场就是您的理想选择。大自然近
在咫尺，庭院区面积广大，为组织各种营地活动提供
了丰富多样的机会。

地点: 科凯迈基，波里 (Pori) 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区
时长: 1–5天 (可按需增减天数) 
团队人数: 10–16名学生，配2名领队

阿里-盖多拉农场
联系方式: sirpa@ali-ketolantila.fi

联系人: Sirpa Ala-Ketola, +358 40 501 1443

更多信息: www.ali-ketolantila.fi/camps

阿尔基 (Arkki) 积累了25年创意教育的成功经验，曾经
为来自20个国家的2万多名儿童和青少年组织数千场次
的课外活动、培训课程和营地活动，其规模还在不断
增加中。阿尔基也为成人学生和专业人士安排种类广
泛的课程，从阿尔基教育的简介，到更长、更全面的
课程以及儿童学习班的参观考察，均有涉猎。阿尔基
的创造性教育旨在通过总体穿插STEAM科目的建筑和
设计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技能。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半天至5天
团队人数: 8 – 45人

阿尔基儿童和青少年建筑学校
联系方式: info@arkki.net

联系人: Pihla Meskanen, +358 50 585 8668

更多信息: www.arkki.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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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编程学校
联系方式: kaisu@codeschoolfinland.fi

联系人: Kaisu Pallaskallio, +358 355 7355

更多信息: codeschoolfinland.fi

EDUGEMS教育游戏公司 
联系方式:  linda@edugems.fi

联系人: Linda Suomela-Hemangkorn, +358 46 964 2201

更多信息: https://edugems.podia.com, www.edugems.fi

芬兰编程学校（Code School Finland）是芬兰一所领
先的向儿童和教师提供编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AI）
课程的公司。我们的课程是与芬兰学校共同创建的，
课程大纲得到了芬兰国家教育署的批准。我们以寓教
于乐的方式教授21世纪技能！我们的高质量培训班分
别针对儿童（7-15岁）、学生（15岁以上）和教师
（9年制基础教育）。培训内容包括Scratch和Python
课程，乐高或micro:bit机器人，人工智能应用实践，创
新与创业等。学员除了参加技术应用课程，还可以接
受合作、团队工作、演讲和英语等技能的培训。

地点: 奥卢 (Oulu),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 – 5天
团队人数: 10 – 120人

我们的教育课程以芬兰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并经芬兰
教育联盟（Education Alliance Finland）认证，以
STEAM、可持续性和全球公民为聚焦点。EduGems
的课程由STEM专家兼LUMA导师玛丽安奈·永图宁
（Marianne Juntunen）博士设计。这些学习方法基
于项目并以学生为中心，其宗旨是向学生传授21世纪
的合作和建设性技能，并为教师提供可持续发展教育
的培训。课程可在赫尔辛基大都市区、拉普兰和在线
提供。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以及线上
时长: 2-14天
团队人数: 15-25人 
价格：50–600 欧元 / 人 / 天

发展人的技能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核心。我们在独特的
环境中为学生提供绝佳的学习机会和积极的体验。列
斯湖（Liesjärvi）国家公园和多伦沼泽（Torronsuo）
国家公园为大自然爱好者提供了精彩的体验。
埃里基拉（Eerikkilä）的营地学校注重体育和自然。训
练有素的教练和野外导游将为学员提供丰富的可选项
目以及适合各种不同条件的体育运动。
我们还将教给学生全新的技能，组织参观当地学校和
华伦艺术学校（Wahren Art School），并参与如“自
然与荒野指南”等自创培训课程。

地点: 海门林纳 (Hämeenlinn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10天
团队人数: 8 – 25人

埃里基拉运动与户外度假村
联系方式: sales@eerikkila.fi

联系人: Marika Salmi, +358 20 110 8249,       
marika.salmi@eerikkila.fi 

更多信息: www.eerikkila.fi/en/holidays-and-
leisure/school-camps/

EkoFin为您提供一系列游学项目。我们的教育重点
是环境教育和科学，以能够激发并吸引孩子们的教育
形式开展。 我们的活动和项目注重动手实践，非常
实用，特别为不同年龄段 (8至16岁) 的儿童设计，
并考虑到团体的需求。我们课程的总体教学目标是
加强孩子们的英语技能、培养团队合作技能，并激
发他们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还提供专业
的教师培训，无论是在学生营地活动中进行还是单
独举办，均可为您安排。 我们有讲英语、中文和俄语
的工作人员。

地点: 拉赫蒂 (Laht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4-14天  
团队人数: 20 – 60人

EKOFIN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virve@ekofin.fi

联系人: Virve Walander, +358 40 547 9957

更多信息: www.ekofin.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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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芬爱教育 (Fun Academy) ，一家设在芬兰赫尔
辛基的早期教育和教育工作者培训公司。我们的“兴趣
激发学习”方法为五大洲的小朋友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启
迪。
为教育工作者、儿童和父母提供的“兴趣激发学习”；
芬爱教育宇航员计划培训与学习营！
对于早教教师、课外/家庭学校的领导者和/或幼儿及其
父母来说，这是一次独特的学习交流。在3到7天充满
乐趣的日子里，孩子们将进入一所芬兰幼儿园，参与我
们“未来宇航员”计划的课程和活动，父母则可以参观
赫尔辛基的最著名景点。育工作者接受培训，回到自己
的课堂之后可以提供完整的12周课程。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3–7天  
团队人数: 10人

芬爱教育
联系方式: Info@funacademy.fi

联系人: Saara Viteli, +358 50 572 9692, saara@funacademy.fi

更多信息: www.funacademy.fi

 

芬兰教育署 (FINEA) 为世界各地的青年组织英语教育
营活动。营地将芬兰的高水平教育与芬兰文化和自然
结合成一体。在FINEA营地，每个学生都可以通过多种
学习方法、有趣的晚间活动 (例如体育、艺术和户外活
动) 以及在高水平的芬兰老师陪同下进行的全天远足活
动，获得对芬兰文化和教育的亲身体验。FINEA可提供
为团体定制的营地活动和常规的夏令营。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5–15天  
团队人数: 15– 50人 

芬兰教育署
联系方式: info@finea.fi

联系人: Henriikka Tiainen, +358 50 571 3540                   
henriikka.tiainen@finea.fi 

更多信息: www.finea.fi

萨尔帕防线霍维 (Salpalinjan Hovi) 公寓式酒店距离拉彭兰
塔 (Lappeenranta) 市中心9公里，身处丰饶美丽的大自然
环抱之中。酒店的前身是一所由原木建成的乡村学校，如今
已经过全面翻修，内部的6间公寓均按照不同的学校科目进
行装修。我们与各类学校、大学和公司合作，为专业人士提
供教育、创新、绿色技术和大自然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组
织包括学校参观在内的游学营活动，并提供探险和与大自
然有关的活动和服务。通过我们的帮助，您将发现不同的
实体、虚拟、社交和心智学习环境：塞马地质公园 (Saimaa 
GeoPark), 鲁多拉 (Rutola) 村庄小径，萨尔帕防线。文化熏
陶与探险方式。在拉彭兰塔理工大学 (简称LUT) 内新建的
杰米·海恩曼中心 (New Jamie Hyneman Center), 学生们可
以通过探索的方式了解世界，寓教于乐。从我们这里出发，
您也可以方便地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

地点: 拉彭兰塔 (Lappeenrant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5–10天
团队人数: 4–24人

萨尔帕防线霍维酒店 
联系方式:  info@salpalinjanhovi.fi

联系人: Anne Sorsa-Vainikka, +358 50 336 0986

更多信息: www.salpalinjanhovi.com/en/groups-and-
organisations/educational-travel/ 

 

哈里尼瓦酒店和探险之旅
联系方式: sales@harriniva.fi

联系人: Pyry Talvensaari, +358 40 570 0268, pyry@
harriniva.fi
更多信息: www.harriniva.fi/en/groups-companies/

哈里尼瓦酒店和探险之旅 (Harriniva Hotels & Safaris) 
在景色壮美的荒野和芬兰拉普兰的原生态自然环境
中组织令人难忘的探险之旅。我们本着负责任旅
游的原则提供多元化、全方位服务的营地学校产
品套餐。参加我们的营地学校，学员们可以在欧洲最
后的原野地区了解当地文化和历史，接触大自然，
学习新技能。在纯正拉普兰环境中，各年龄段的儿童
和学生均能获得一生难得几回的真正探险体验。营地
学校分别在四月、六月、八月、九月和十一月组织。

地点: 穆奥尼奥 (Muonio)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3 – 7天
团队人数: 15 – 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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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PopUp School™根据新课程大纲为儿童提供享誉世
界的原汁原味的芬兰学校体验，并组织各种活动，推介
基于现象的学习模式。基萨卡里奥 (Kisakallio) 是闻名遐
迩的教育和教练培训中心，在体育运动与教育的结合方
面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芬兰PopUp School™就是基
萨卡里奥体育学院的创新之一。芬兰PopUp学校设定的
培养目标与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一致的：培养精神与
身体均衡发展、有合作能力、心胸宽容、富有创造力、
爱好和平的青年公民，在生活中恪守公平竞赛的原则。

地点: 洛赫亚 (Lohja)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
时长: 1–60天
团队人数: 12–60人

基萨卡里奥体育学院
联系方式: harri.hollo@kisakallio.fi

联系人: Harri Hollo, + 358 40 7440 900

更多信息: www.kisakallio.fi

卡尼斯托 (Kannisto) 农场为乡村旅游和学校野营
提供了理想环境。这座真正的农场位于美丽的芬
兰乡间，实行自然田间种植和可持续的牲畜饲养。
农场里居住着各种家禽家畜。您可以在当地的森林里
跟随导游踏上自然小径，沿途探索冰河时代的遗迹和
野生动物的踪迹。快来享受宁静的乡村氛围和清新
的空气，与动物互动，品尝自制家常美食，入住温馨
的农场小木屋！

地点: 洛伊马 (Loimaa), 芬兰西南部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区
时长: 3–5天
团队人数: 15–25人

卡尼斯托家畜农场
联系方式: info@kannistontila.fi

联系人: Aino Suominen, +358 400 520 664

更多信息: www.kannistontila.fi

古拉斯玛丽纳 (Kullasmarina) 高品质别墅位于芬兰的
帕达斯约基 (Padasjoki)。我们为6-19岁的儿童和青
少年提供学习营活动。所有学习营活动都配备一名当
地导游，24小时陪同学生团体。活动可根据客户需
求量身定制，可以包括参观当地学校和家庭、与当地
学生共度休闲时光等。活动还可包括诸如滑雪课程、
冰上垂钓、自然小径远足、骑马、坐游轮观光等。

地点: 拉赫蒂地区 (Laht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最少4天起
团队人数: 20 – 25人

古拉斯玛丽纳别墅
联系方式: info@kullasmarina.fi

联系人: Nina Lehtovirta, +358 40 487 0622

更多信息: www.kullasmarina.fi

依洛朗达 (Iloranta) 是芬兰乡间一处友好的农场旅游度
假胜地，为您提供静谧纯净的自然环境，组织各种自
然活动和健康养生服务，还有采用当地特产烹制的传
统家常美食。

地点: 海门林纳 (Hämeenlinn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10天
价格: 80 EUR / person / day

团队人数: 10–80人

依洛朗达公司
联系方式: samu@iloranta.fi

联系人: Samu Lescelius, +358 40 513 1139

更多信息: www.iloranta.fi/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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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尤拉赫蒂 (Pajulahti) 奥林匹克训练中心位于芬兰
拉赫蒂，提供完善的体育、探险和休闲活动设施，
可组织精彩的学习营和远游活动。本中心是芬
兰唯一的奥运会兼残奥会指定训练中心。

地点: 拉赫蒂 (Laht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任意长短
团队人数: 10 – 100人 (最多可接待500人) 

帕尤拉赫蒂奥林匹克训练中心
联系方式: asiakaspalvelu@pajulahti.com

联系人: Semi Nuorala, +358 44 775 5344, 
semi.nuorala@pajulahti.com

更多信息: www.pajulahti.com/en

罗顿庄园 (Löydön Kartano) 是由家族经营的。
我们在湖区提供青少年教育营活动，让他们留下难
忘的记忆。我们与当地居民和拥有硕士学位的学校教
师合作。住宿温馨，餐饮美味，活动精彩。快来聆听
寂静的声音！

地点: 里斯蒂纳 (Ristiina), 米凯利地区 (Mikkel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3 – 14天
团队人数: 10 – 60人

湖区罗顿庄园
联系方式: juhlat@loydonkartano.fi

联系人: Aila Alanko, +358 400 325 440

更多信息: www.loydonkartano.fi/index.php/en/youth-camps 

艾赫泰里 (Ähtäri) 的Sedu学校营地活动为学生获得新
技能提供了独特的环境。这片森林校区从19世纪末就
开始接待学生团体。这里最多可供100名参与者宿营，
营地的教育主题可以根据参与者的需求定制。营地位
置优越，历史悠久，为全年享受和体验芬兰大自然提
供了独特的机会。

地点: 艾赫泰里 (Ähtäri)，塞纳约基 (Seinäjoki) 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3 – 6天
团队人数: 16 – 50人

SEDU教育公司
联系方式: international@sedu.fi

联系人:  Juha Riippi, +358 40 830 2389, juha.riippi@sedu.fi 

更多信息: www.sedu.fi/en

芬兰学习与教育公司 (Learn and Educate Finland) 是
一家快速发展中的公司，依据芬兰的国家课程大纲为
教师提供培训，为学生提供有趣的营地活动。我们对
教师进行培训，以配合当前的学术主题和教学方法的
变化。在我们的“发挥创意” (Go Creative) 营地中，
学生将有机会在专业且积极主动的老师的帮助下，挑
战他们在不同科目中的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
考能力。

地点: 波尔沃地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5–10天  
团队人数: 20–100人

芬兰学习与教育公司
联系方式: service@learnandeducate.com

联系人: Juha Huttunen, +358 40 592 6533,                     
juha.huttunen@learnandeducate.com 

更多信息: www.learnandeducate.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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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乐约拉度假村和活动中心（Varjola Resort & 
Activities）是家庭经营的湖区乡村度假地，靠近于韦
斯屈莱（Jyväskylä）市。我们在芬兰的森林和湖泊地
区为您提供丰富多彩的自然活动和户外活动。我们的
高品质住宿毗邻大自然，也毗邻各种服务设施。芬兰
特色桑拿体验和餐厅用餐等服务也可添加到我们的产
品套餐中，比如在拉普兰特色木屋中享用晚餐。我们
所有的活动都由专业导游陪同。活动内容适合8岁以上
的儿童和成人，行程安排可以针对每个团体的要求进
行调整。

地点: 于韦斯屈莱 (Jyväskylä)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5 – 8天
团队人数: 4 – 30人

瓦乐约拉度假中心
联系方式: varjola@varjola.com

联系人: Riikka Ruunaniemi, +358 20 792 8080

更多信息: www.varjola.com/en/front-page

瓦拉拉 (Varala) 学院成立于1909年，堪称体育教育
领域的先驱。它是一家领先的体育教育学院和培训中
心，也是多功能的运动、休闲和娱乐活动中心。作为
芬兰最早开办的体育学院，本校提供与体育、运动和
健康有关的教师培训。在旅游套餐方面，我们提供参
观当地学校的活动，以及与当地居民和文化的真实互
动。我们的特殊教育营活动由各领域的专业人士主
导，一年四季均可为儿童和青少年安排。如果您愿意
尝试一些新的运动项目，我们可以提供顶尖的运动员
和教练陪同指导。学生将领略到芬兰的自然风光，同
时通过功能性方法了解北极动植物。

地点: 坦佩雷 (Tampere)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2天起
团队人数: 12 – 80人

瓦拉拉体育学院
联系方式: henri.kautiala@varala.fi

联系人:  Henri Kautiala, +358 44 345 9921

更多信息: varala.fi/en/

沃卡蒂体育中心 (Vuokatti Sport) 是一所官方奥林
匹克训练中心，也是冬季运动的明星场馆。除了体
育运动，沃卡蒂体育中心还将运动度假和教育旅游
带入了全新的时代。无论您选择哪一个季节前来，
我们的学习营活动必定让您难以忘怀。沃卡蒂体育中
心组织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精彩的野营体验令您铭
记终生！

地点: 卡亚尼 (Kajaan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3 – 10天
团队人数: 30人

沃卡蒂体育度假村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Luo.wen@vuokattisport.fi

联系人: Luo Wen, +358 44 414 8872

更多信息: vuokattisport.fi/en/resort/groups/
camp-schools/

“一千零一故事屋”(Tuhannen Tarinan Talo) 是一座建
于1914年的农舍，位于芬兰南卡累利阿 (South Karelia) 
的坎努斯科斯基 (Kannuskoski) 村。故事屋及其设
施为旅游业提供服务，接待学校团体已经有20年
的历史了。这些学校旅行让孩子们通过趣味活动体验
乡村生活，领略芬兰自然风光。一千零一故事屋是经
过审核的乡村环境教育目的地。 (乡村环境教育的运作
范例。) 

地点: 坎努斯科斯基 (Kannuskoski), 塞马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7天
团队人数: 10 – 35人

一千零一故事屋
联系方式: tuhannentarinantalo@tuhannentarinantalo.com

联系人: Niina Sydänmaanlakka-Wallis, +358 50 530 3471

更多信息: www.tuhannentarinantalo.com/ 
leirikoulut-leirit/leirikouluohjel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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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青少年中心 (Finnish Youth Centres) 受芬兰教育
与文化部资助和监管。青少年中心网络全年为各种
营地、培训和其他活动提供安全和负责任的环境。
我们是芬兰最受欢迎的学习营组织机构，重点强调
体验式教育。青少年中心的设施专为青少年工作
而设计，为学员们在自然环境中开展户外活动提供了
绝佳机会。所有9个中心都与大自然近在咫尺，提供全
膳服务和舒适住宿。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3 – 10天
团队人数: 10 – 50人

芬兰青少年中心协会
联系方式: info@snk.fi

联系人: Mari Puranen, +358 41 730 1651, mari.puranen@snk.fi

更多信息: www.snk.fi/finnish-youth-centre-network.html

普依柯考斯基野营地 (Camp Puikkokoski) 坐落在森林
之中，距离卡亚尼机场30公里。我们最近的邻居距离
营地4公里之外，美丽的河畔森林为学习营营造出独特
的氛围。通过一周的行程安排，我们为您在芬兰的大
自然之中提供了学习多种技能的机会。该活动适合约
10岁及10岁以上的儿童和青少年。行程安排可以根据
各个团体的需要进行调整。

地点: 卡亚尼 (Kajaan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5 – 7天
团队人数: 10 – 20人

野外沃卡蒂 (WILDERNESS VUOKATTI)
联系方式: info@wildernessvuokatti.fi

联系人: Matti Nevanperä, +358 44 559 9077

更多信息: www.wildernessvuokatti.fi/en/ 

旭瓦里拉青少年活动与度假中心 (Hyvärilä Youth and 
Holiday Centre) 位于努尔梅斯 (Nurmes)。该中心的
使命是通过自然的、多元的、功能齐全的、安全的环
境和积极的氛围增进青年的福祉。旭瓦里拉青少年中
心的营地提供有趣的活动，让青少年得以学习新知。
学年中还可组织参观当地学校。

地点: 努尔梅斯 (Nurmes)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最少5天
团队人数: 20人

旭瓦里拉青少年活动与度假中心
联系方式: hyvarila@nurmes.fi

联系人: Anu Tirkkonen, +358 40 708 7616, 
anu.tirkkonen@nurmes.fi
更多信息: www.hyvarila.fi/english/

西芬兰学院 (West Finland College) 成立于1892年，
是一所面向国际的私立教育机构。学院提供语言训练
营、教师培训、戏剧与艺术教育、语言研究和芬兰文
化课程。我们定期与全球合作伙伴一同推出各种国际
项目。除学习课程外，我们还提供住宿、餐饮和交通
服务。

地点: 乎伊蒂宁 (Huittinen)，萨卡昆达 (Satakunta) 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6 – 60天
团队人数: 10-100人

西芬兰学院
联系方式: laetitia.malinen@lsopisto.fi

联系人: Laëtitia Malinen, +358 25 607 754

更多信息: www.lansisuomenopisto.fi/en/kurs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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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雅拉青少年中心（Youth Centre Anjala）坐落在科沃
拉（Kouvola），距离赫尔辛基机场车程一个半小时。
它是受芬兰教育与文化部资助和监管的9个国家级青少
年中心之一。安雅拉中心的营地学校活动强调自然、
历史和探险活动。户外教育和体验性学习是我们最常
用的教学方法。儿童和青少年藉此学习团队合作，挑
战自我极限。

地点: 科沃拉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
时长: 3 – 10天
团队人数: 10 – 50人

安雅拉青少年中心
联系方式:  paula.rama@ankkapurha.fi

联系人: Paula Rämä +358 40 773 6722 

更多信息: www.nuorisokeskusanjala.fi 

马尔蒂宁青少年中心 (Youth Centre Marttinen) 位于
维拉特 (Virrat), 是受芬兰教育与文化部资助和监管的
9个国家级青少年中心之一。马尔蒂宁中心为目标群
体组织高质量学习营活动已经积累了25年的经验。
目的明确，计划周密，人员专业， 活动环境安全负
责——这一切确保了儿童和青少年团体成功的营地
体验。我们在学年中为您的团体提供为时一天的当
地学校参观活动，以便您获得对芬兰教育体系的直
观体验。

地点: 维拉特，坦佩雷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3 – 10天
团队人数: 10 – 50人

马尔蒂宁青少年中心
联系方式: info@marttinen.fi

联系人: Jari Ahola, +358 44 715 1928, 
jari.ahola@marttinen.fi

更多信息: www.marttinen.fi

森林庄园青年中心 (Youth Centre Metsäkartano) 是受
芬兰教育与文化部资助和监管的9个国家级青少年中心
之一。森林庄园中心环境宜人，设施完善，在芬兰的
中心地带为您提供国际度假、儿童和青少年团体营地
学校等服务。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安全的环境中让
青少年近距离亲近原生态的旷野，通过在大自然中组
织活动开展课堂以外的非传统式教育。学年中我们可
为您安排当地学校参观活动。

地点: 劳塔瓦拉 (Rautavaara), 东北萨沃尼亚 (Savoni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10天
团队人数: 10 – 60人

森林庄园青少年中心
联系方式: myynti@metsakartano.com

联系人: Mari Kokolahti, +358 40 839 6352

更多信息: www.metsakartano.com/en

作为芬兰九个青少年中心之一，我们以儿童和青少年
的福祉为依归。我们的客户群覆盖从孩童到全家的
广大人群。中心全年开放。我们位于山区，就在叙
黛 (Syöte) 国家公园的近旁，室内与户外的教育活动
均可安排。冬季保证降雪。活动内容中均包含住宿和
餐饮，活动项目可按需要安排。我们拥有专业人员，
组织多种多样的青少年营地活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地点: 普达斯耶尔维 (Pudasjärvi)，奥卢(Oulu) 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最少1晚 
团队人数: 最少8人起 

小叙黛青少年活动与休闲中心
联系方式: sales@pikkusyote.fi

联系人: Mika Pekkala, + 358 8 815 4100

更多信息: www.pikkusyote.f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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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帕拉青少年中心  (Youth Centre Piispala) 是受芬
兰教育与文化部资助和监管的9个国家级青少年中心
中最大的一所，每年组织逾300次学习营和其他营
地活动。我们欢迎儿童、青少年以及家长们前来了解
我们在非正规课堂环境中基于活动的学习方法。我们
提供60多种活动供您选择。我们的专业人员将为您营
造芬兰最佳营地体验。学年中我们可为您安排当地学
校参观活动。

地点: 坎农考斯基 (Kannonkoski), 于韦斯屈莱 
(Jyväskylä) 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3 – 10天
团队人数: 10 – 50人

比斯帕拉青少年中心
联系方式: piispala@piispala.fi

联系人: Vicky Huang, +358 45 612 4014, 
vicky.huang@piispala.fi
更多信息: www.piispala.fi/en/

瓦萨托卡青少年中心 (Youth Centre Vasatokka) 位于北
拉普兰心脏地带的伊纳里 (Inari), 是受芬兰教育与文化
部资助和监管的九个国家级青少年中心之一。中心的
周边环境以北极自然风光和拉普兰地区独有的三种文
化为特色，毗邻北冰洋、与挪威和俄罗斯隔海相望也
是这里的特色。瓦萨托卡中心为营地学校、大自然野
营和野外生存宿营活动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以增进
儿童和青少年的福祉为服务宗旨。

地点: 伊纳里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3 – 10天
团队人数: 10 – 50人

瓦萨托卡青少年中心
联系方式: vasatokka@inari.fi

联系人: Mirkka Harmainen, +358 40 067 0561

更多信息: vasatokka.fi/in-english/

艾尔巴别墅青少年中心 (Youth Centre Villa Elba) 坐落
在波罗的海海滨，是受芬兰教育与文化部资助和监管
的九个国家级青少年中心之一。我们是芬兰国内第一
家获得欧洲委员会青少年中心质量标识的机构，我们
拥有芬兰最早建立、最领先的自然学校。我们为营地
学校团体提供高质量的活动课程，专注于户外教育，
以整体方式向学校课程靠拢。我们还为教育专业人士
提供培训，

地点: 科科拉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3-10天
团队人数: 10-50人 

艾尔巴别墅青少年中心
联系方式: elba@kokkola.fi

联系人: Timo Viitala, +358 40 162 1018

更多信息: www.villaelba.fi/en/

奥依万基青少年中心 (Youth Centre Oivanki) 是位于
库萨莫 (Kuusamo) 的一家户外教育中心，是受芬兰教
育与文化部资助和监管的9个国家级青年中心之一。 
奥依万基中心组织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营地活动已
经积累了30多年的经验，以自然与探险为主题的活
动是中心的专长。我们注重让学员们学习合作克服、
挑战、取得成功，并学会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学年中
我们可为您安排当地学校参观活动。

地点: 库萨莫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3 – 10天 
团队人数: 10 – 50人

奥依万基青少年中心
联系方式: kuusamo.international@kuusamo.fi

联系人: Panu Päivärinta, +358 40 029 6410 
更多信息: www.oivanki.fi/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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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湖泊自然探险有限公司  
(BEST LAKE NATURE  
ADVENTURES OY)
联系方式: info@bestlakenature.com

联系人: Annukka Linninen, +358 40 760 7240

更多信息: www.bestlakenature.com

本公司全年在拉赫蒂地区组织自然活动和学校营
地活动。“自然相关学习课程”将自然之旅与教育
课程相结合。学生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自我实践，
学以致用，增进对所学学科知识的掌握。课程活动安
排从3小时到一整天不等。

地点: 拉赫蒂 (Laht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半天至1天
团队人数: 2 – 50人

芬兰生物学院 
(BIOACADEMY FINLAND)
联系方式: liisa.toivonen@bioacademy.fi

联系人: Liisa Toivonen, +358 50 541 7337

更多信息: www.bioacademy.fi

我们将最好的创新、知识和实践从学术理论带到现实
生活中！我们提供学术和专业教育及培训课程； 
暑期/冬季学校、集训模块，以及在校儿童和教师、 
大学生、专业人士/专家和决策者的营地与旅游活动。
我们强调生态和经济-政治战略的重要性、学术理论
与工业创新，以及消费者的力量。我们希望帮助您提
升技能、推进创新、精明投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未来！

地点: 约恩苏 (Joensuu)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4 – 14天
团队人数: 15 – 50人

阿尔托大学阿尔托创业计划 
联系方式:  ilja.riekki@aalto.fi

联系人: Ilja Riekki, +358 40 849 6647 

更多信息: https://avp.aalto.fi/avp-course/avp-
summer-school/ 

阿尔托创业计划是阿尔托大学的创业教育计划，帮助
学生学习如何创办自己的公司。

地点: 埃斯波 (Espoo)，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21天
团队人数: 100人

阿维然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akatsuki_ryu@hotmail.co.jp

联系人: Akatsuki Ryu, +358 50 410 2221

更多信息: www.startupgarden.fi

阿维然 (Aviran) 有限公司是一家数字化公司。本公司在
芬兰埃斯波 (Espoo) 阿尔托大学 (Aalto University) 校园
内的Urban Mill组织定制高科技专业研讨会，内容包括
各行业的创新生态系统、教育和数字化。

地点: 赫尔辛基大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 – 28天
团队人数: 1 – 3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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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尼亚户外公司
联系方式:  harri.rautava@lappis.fi

联系人: Harri Rautava, +358 41 433 8602

更多信息: botniaoutdoor.fi/en/

波特尼亚户外公司 (Botnia Outdoor) 是芬兰最大的划
船和户外活动服务公司之一。我们提供新鲜有趣的户
外活动，例如皮划艇、宽胎自行车、穿雪鞋远足、立
式桨板、荒野生存课程等等。我们所有的活动靠的都
是体力而不是引擎。由导游带队的探险活动适合各种
规模和年龄的团体。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和群岛地区
时长: 1 – 5天
团队人数: 5 – 100人

奥卢市教育与文化局
联系方式: eija.ruohomaki@ouka.fi

联系人: Eija Ruohomäki, +358 44 703 9189

更多信息: www.ouka.fi/educationalvisits

奥卢市教育与文化局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Services, City of Oulu) 是芬兰高质量教育的 
重要提供者。我们管理早教中心、小学、中学
和高中，并组织成人教育。除了教育服务，我们还 
提供青年工作服务和文化与休闲服务。我们的服 
务范围十分广泛，因此教育类参观考察活动的数 
量和种类也很丰富，如EDUpacks、EDUpackJRs、 
EDUexperiences等，这些都是成熟的旅游产品套餐、
短途旅行与营地学校活动。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半天至14天
团队人数: 1 – 30人

塞纳约基市
联系方式: healthykidsofseinajoki@seinajoki.fi 

联系人: Sanna Martin, +358 44 418 1032,  
sanna.martin@seinajoki.fi
更多信息: www.healthykidsofseinajoki.fi

平衡的日常生活是建立在整体健康之上的。“塞纳约
基健康儿童”（Healthy Kids of Seinäjoki）项目旨
在促进儿童、青少年及其家庭的健康和福祉。其中的
要素之一是在所有政策和多专业合作中促进健康的理
念。
您将在“塞纳约基国际健康儿童”大会上了解“塞纳
约基健康儿童”的理念。除参加会议外，我们还提
供“健康儿童”教育课程、定制的学习访问，并探讨
将“塞纳约基健康儿童”概念推广到另一个城市或国
家的可能性。通过“塞纳约基健康儿童”项目，您将
了解芬兰教育，以及在市级层面上支持健康选择与福
祉的各种创新措施。

地点: 塞纳约基 (Seinäjoki)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区
时长: 3天
团队人数: 没有限制

COMDE有限公司——能力培养
联系方式: studytours@comde.fi

联系人: Virve Obolgogiani, +358 40 767 4212, 
virve@comde.fi  
更多信息: www.comde.fi/en/

ComDe公司组织的考察旅行针对有志于学校和
教育发展的学校校长、教师、政府机构官员和
决策者。参加者将听取关于芬兰学校体系和课程
大纲的简介，了解理论和现实中的创新教学法、
技术和学习环境。ComDe还安排外国专家的技术参
观考察，以了解芬兰在各领域内的经验。定制旅行的
内容包括听取介绍、与专家会面、参观取得了代表性
成就的公司或机构等。

地点: 科沃拉 (Kouvol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最少2天
团队人数: 5 – 25人

敢于学习
联系方式: johanna@daretolearn.fi

联系人: Johanna Pakarinen, +358 50 468 0890

更多信息: www.daretolearn.fi

“敢于学习”(Dare to Learn) 是北欧最大的国际
互动学习节，也是赫尔辛基学习周的一部分。
来自50多个国家的4000多名参加者聚集一堂，
每年通过不同的主题探索终身学习的新世界。
快加入我们，了解芬兰和世界各地的最佳学习与教育
解决方案和理念。“敢于学习”是每一位在学习和教
育领域工作、或对这一领域有兴趣的人士的节日。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 – 2天
团队人数: 不限

OSAO（VET）和OSAO EDU有限公司
教育集团
联系方式:  merja.paloniemi@osao.fi 

联系人: Merja Paloniemi

更多信息: www.osao.fi/en/osao-edu-ltd/

OSAO教育有限公司（OSAO Edu）代表奥卢职业教
育学院（OSAO），提供关于管理文化、学校管理、
学习环境、创业、英语语言学习、工作生活平衡、职
业教育和学习方法等内容的基于能力的培训和数字学
习。OSAO教育有限公司为学生提供在OSAO学习、与
当地学生交流、体验芬兰生活方式的机会。
完成了培训产品套餐之后，您将获得本课程的结业证
书。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0.5-30天
团队人数: 10 – 30人

艾沃自然有限公司 (EVO NATURE LTD/ 
PEACE & PRIVACY) 
联系方式:  info@peaceandprivacy.fi

联系人: Kaj Järvinen, +358 40 417 3627

更多信息: www.peaceandprivacy.travel

自然之旅公司提供大自然相关森林教育活动和野外之
旅。

地点: 海门林纳 (Hämeenlinna) ，洛比 (Lopp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10天
团队人数: 5–75人

菲泽游客体验中心
联系方式: visitfazer@fazer.com

联系人: Anu Kokko, +358 40 504 2746,                    
anu.kokko@fazer.com

更多信息: https://www.visitfazer.com/en/ 

菲泽游客体验中心 (Fazer Experience Visitor Centre) 
的建筑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地标，受到各年龄段人群
的青睐。这里有实验性展览、商店、菲泽咖啡厅，
可提供会议服务和举办各种活动，如巧克力品尝会或
烘焙学校等。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场所，人人可以以
自己的方式体验菲泽。其宗旨是为游客们提供启发性
的互动体验。展览可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本中心每
天开放。

地点: 万塔 (Vantaa)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小时
团队人数: 10-60人



其他运营商 其他运营商56 57

FINHOW
联系方式: minna.bjorkman@finhow.fi

联系人: Minna Björkman +358 50 567 3966

更多信息: www.finhow.fi 

Finhow 致力于在瓦萨地区组织芬兰早教和幼教方面的
教育旅游

· 观察、体验和学习 
· 为期五天的培训体验活动，覆盖芬兰儿童早期教育的

所有主题

地点: 瓦萨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7天
团队人数: 1-50人 
价格：200 欧元/天/人 

芬兰之爱 (FINLAND WITH LOVE)
联系方式: Benny@finlandwithlove.com

联系人: Benny Smeds, +358 40 742 1218

更多信息: www.finlandwithlove.com

了解芬兰和北欧国家，获得独特的体验。活动内容
包括芬兰文化和历史、卡勒瓦拉史诗、萨满文化、
芬兰维京海盗史、萨米原住民部落等。无论是成
人还是儿童，都能享受教育旅游的乐趣，主题包
括自然、健康、建筑、设计等，并且可以访问艺术家
和参观公司。我们为政府机构和公司的参观考察活动
提供最高端的奢华服务，并可根据您的要求定制。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最少1天
团队人数: 1-500人

芬兰学习方式教育联盟
联系方式: timo.haukioja@turku.fi

联系人: Timo Haukioja, +358 40 192 5043

更多信息: www.finnwaylearning.fi

“芬兰学习方式”(FinnWayLearning) 教育联盟提供
的参观考察活动涵盖从幼儿园到大学和成人教育的
所有教育阶段。对于教育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士，
联盟会员单位可以安排学校参观访问以及涉及任何教
育课题的专家讲座、研讨会或课程。对于儿童和青
少年，联盟可以在学校或大学安排实践学习活动日。
本联盟的成员单位有图尔库市、图尔库大学 (University 
of Turku)、图尔库应用科学大学 (Turk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诺维亚大学 (Novia University)、
图尔库成人教育中心 (Adult Education Center Turku)、 
利维亚学院 (Livia College) 以及萨洛地区城市教
育联合会 (Salo Region Educational Federation of 
Municipalities) 等。

地点: 图尔库 (Turk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最少1天
团队人数: 最多25人

芬兰全球教育园区
联系方式: ville.nivalainen@joensuu.fi

联系人: Ville Nivalainen, +358 50 465 2281

更多信息: www.edupark.fi

芬兰全球教育园区 (Global Education Park Finland) 
是一个教育生态系统，坐落在芬兰东部城市约恩苏 
(Joensuu)。我们的网络为您提供享誉世界的芬兰教育
体系的各种能力培养。我们的教育服务可量身定制，
以满足合作伙伴的个性化需求。本网络最顶尖的能力
领域有：师范教育, 森林生物经济, 社会保障与医疗 
卫生, 学习技术

地点: 约恩苏 (Joensuu)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可协商
团队人数: 可协商

达依达亚全球教育服务
联系方式: liena.silen@taitajantie.fi

联系人: Liena Silen, +358 40 482 6770

更多信息: www.taitajantie.fi/
globaleducationservices 

达依达亚 (TAITAJA) 是居米谷 (Kymenlaakso) 地区领
先的、学科最全的职业培训中心。我们的教育领域包
括：商业和服务，物流，汽车，施工与建筑服务，养
生，金属加工，领导力和管理等。我们的服务包括：
营地活动，技术访问，继续培训课程，基于能力的资
格认证，大师班等等。

地点: 科沃拉 (Kouvol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3–10天
团队人数: 10–35人

赫尔辛基大学赫尔辛基暑期学校
联系方式: summer-school@helsinki.fi

联系人: Kaisa Lainea, +358 50 415 0271

更多信息: www.helsinki.fi/summerschool

赫尔辛基暑期学校 (Helsinki Summer School) 由赫尔辛
基大学每年八月份举办。赫尔辛基大学很荣幸能够跻
身世界百强大学的榜单，并排名欧洲20所最佳大学之
列。赫尔辛基暑期学校是一所国际暑期学校，提供涵
盖广泛学术领域和多学科主题的课程，非常适合已完
成至少2年本科学习的学生。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6天
团队人数: 不固定

贺兰库卡洛——“妈妈的口袋”
联系方式: info@herrankukkaro.fi

联系人: Tiina Panula, +358 40 777 3245,                  
tiina.panula@herrankukkaro.fi

更多信息: www.herrankukkaro.fi/en-gb/home

贺兰库卡洛 (Herrankukkaro) 被芬兰人称为 
“妈妈的口袋”。它位于群岛的中心，距离图尔库半
小时车程。这里原本是一个古老的渔村，如今被改建
为独特的休闲中心，提供完美的学习环境。贺兰库
卡洛酒店仅限团体客人入住，是不可错过的下榻处，
令人难忘。静谧的大自然欢迎您的到来。贺兰库卡洛
酒店提供传统的 fyke 游船、钓鱼、户外用餐、鸟舍搭
建和其他实践学习活动。这里还有世界上最大的烟熏
桑拿房、特色会议室和餐厅和小木屋住宿供您选择。
来到此地，您将饱览群岛自然风光！

地点: 纳坦利 (Naantali), 图尔库 (Turk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4天
团队人数: 10 – 150人

海悟睿佳芬兰科学中心
联系方式: info@heureka.fi

联系人: Heli Ainoa, +358 40 9015 295, 

heli.ainoa@heureka.fi

更多信息: www.heureka.fi/?lang=en

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参观者，来到海悟睿佳 (Heureka) 
中心都能享受到探索发现的乐趣！访客可以通过亲
自动手的互动展览、天文馆电影、学习课程和活动
等亲身体验科学的奥秘。海悟睿佳中心是芬兰最受
欢迎的休闲目的地之一，每年平均接待30万访客。
中心内的所有展示内容都提供三种语言的版本：
英语、芬兰语、瑞典语，部分内容还有俄语和爱沙尼
亚语版。馆内也有中文讲解员。海悟睿佳中心位于万
塔市的迪古里拉 (Tikkurila), 全年开放。 我们为
来自海外的团体提供量身定制的科技营。

地点: 万塔 (Vantaa), 赫尔辛基大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
时长: 最短1小时，科技营1-2天
团队人数: 最少1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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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足旅行社（HIT）
联系方式:  hikingtravel@hikingtravelhit.fi

联系人: Tapio Tyllilä, +358 40 745 7803,                 
tapio.tyllila@hikingtravelhit.fi

更多信息: hikingtravelhit.fi/en/ 

我们是一家经营方式灵活的健康养生和户外运动公
司，为客户提供各种运动项目的训练，例如独木舟/皮
划艇、越野滑雪、北欧式滑冰和北欧式健走等。我们
还教授野外生存技能，例如点篝火和在篝火上烹饪食
物。通过这些课程，我们向您介绍风俗、历史和建筑
等当地文化。有时还可能包括坦佩雷城市观光之旅！
我们的目标群体是童子军、学校团体以及希望专门从
事户外活动的教师。.

地点: 坦佩雷（Tampere）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半天至14天
团队人数: 1–50 人

希莫斯度假预订中心
联系方式:  himosholiday@himosholiday.com

联系人: Katja Minkkinen, +358 40 138 3114,         
katja.minkkinen@himoslomat.fi

更多信息: www.himosholiday.com

希莫斯（Himos）度假村和亚姆萨（Jämsä）的学校将
高质量的教育课程与奢华的清新环境相结合，为您提
供精彩的营地活动和学习课程。我们的课程包括与当
地人一起学习、激动人心的季节性体育运动和体验大
自然，同时结合开展学习以及以目标为导向的体育训
练。定制课程适合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包含在不
同年级学习一至两天，也可以安排为期一周的密集型
学校学习。

地点: 耶姆塞（Jämsä）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2–21天
团队人数: 最少10人

海门城堡
联系方式: hameenlinna@kansallismuseo.fi

联系人: Päivi Paajanen-Salmi, +358 50 316 4614, 
paivi.paajanen-salmi@kansallismuseo.fi
更多信息: www.kansallismuseo.fi/en/haemeenlinna 

海门城堡 (Häme Castle) 是一座中世纪城堡， 
提供导览参观，并可用作会议和研讨会的场地。 
在导游的带领下，您可以体验中世纪文化， 
感受拥有700年历史的古堡的兴衰沉浮。

地点: 海门林纳 (Hämeenlinn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半天至1天
团队人数: 1 – 30人

伊洛沃蒂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info@feelkoli.fi

联系人: Marja Lahti, +358 40 754 8300,  
marja.lahti@feelkoli.fi
更多信息: https://feelkoli.fi/en/activities-for-
groups/ 

伊洛沃蒂有限公司 (Ilovoltti Oy) 以 Feel Koli (感受科
里) 为品牌，全年为您提供自然之旅。我们为个人和团
体提供旅游服务，包括学校团体在内。旺季期间我们
保证成行。学校野营自然之旅将根据团体的兴趣量身
定制：旅游的兴趣焦点可以是地质、历史、自然、文
化等方面。在出发之前我们可以向教师发送材料，以
便他们为旅行作准备。科里 (Koli) 地区独特的自然和历
史是我们所有旅游产品的核心。

地点: 科里 (Kol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5至2小时
团队人数: 5 – 70人

伊马特拉水疗度假村
联系方式:  myynti@imatrankylpyla.fi

联系人: Kati Ikävalko, +358 40 641 6625            
kati.ikavalko@imatrankylpyla.fi

更多信息: www.imatrankylpyla.fi/en

伊马特拉水疗度假村（Imatra Spa Resort）是芬兰东部
最多样化的度假中心。您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一切：住
宿、神奇的水疗、餐饮、体育活动，以及美容和养生
服务。我们的酒店客房、套房、度假公寓和别墅坐落
在风光旖旎的赛马湖畔，为您提供大自然中的假日。
乌肯涅米（Ukonniemi）休闲中心位于湖区中心地带，
提供多种活动设施：田径场，天然草坪和人工草坪
足球场，慢跑跑道，初雪滑雪道，溜冰场，室内运动
场，室内网球场，飞盘高尔夫场地等。我们的水疗度
假酒店附近还有超棒的自然小径，酒店内设有健身培
训班、保龄球馆、运动场和健身房。
我们与SaimaaCamps.com合作，为您提供最佳服务。
您可预订住宿和膳食，或选择量身定制的活动套餐。

地点: 伊马特拉（Imatr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任何天数
团队人数: 最少10人

JAMK商学院
联系方式: risto.korkia-aho@jamk.fi

联系人: Risto Korkia-Aho, +358 40 521 5687

更多信息: www.jamk.fi/en/

发现自己的激情所在——体验国际JAMK夏季学校，
在于韦斯屈莱 (Jyväskylä) 参加课外活动。这是您为期
三周的人生探险。您将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和
学生那里获取灵感。周末时还可前往爱沙尼亚、 
瑞典和俄罗斯三国学习考察。前往爱沙尼亚、瑞典、
俄罗斯的学习之旅以及在于韦斯屈莱的21天酒店住宿
需支付额外费用。 我们培养商业能力和竞争力。
我们倡导道德伦理、责任和可持续性。

地点: 于韦斯屈莱 (Jyväskylä)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21天
团队人数: 30人

耶尔文佩美术馆
联系方式: taidemuseo@jarvenpaa.fi

联系人: Leena Kauppinen, +358 40 315 3881

更多信息:  https://www.visittuusulanjarvi.fi/en/
see-and-do/culture-and-museums/jarvenpaa-art-
museum/

在芬兰艺术的诞生地领略芬兰艺术的黄金时代。
在耶尔文佩美术馆 (Järvenpää Art Museum), 
您可以看到两位重要的芬兰画家艾罗·耶内费
尔特 (Eero Järnefelt) 和薇尼·索丹-布洛菲尔
德 (Venny Soldan-Brofeldt) 的代表作。两人都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生活在图苏拉湖 (Lake Tuusula) 
地区的艺术家群体中的成员。各类旅游团体都可以选
择在导游的陪同下参观耶尔文佩美术馆的展品和艺术
工作坊。小团体可以租用自行车。博物馆交通便利，
距离耶尔文佩火车站仅几步之遥。

地点: 耶尔文佩 (Järvenpää)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 – 3小时
团队人数: 1 – 25人

基赫居莱庄园酒店
联系方式: pirjo.manninen@kyyhkyla.fi

联系人: Pirjo Manninen, +358 44 020 3380

更多信息: www.kyyhkyla.fi/en/

基赫居莱庄园酒店 (Kyyhkylä Manor & Hotel) 距离
赫尔辛基万塔机场仅2.5小时车程，坐拥最纯净的自
然环境，安全舒适。我们可以根据旅游团体的愿望
和时间表定制活动安排。活动可包括迷你高尔夫、
网球、沙滩排球、滚球、自然小径、健身跑道、
骑自行车观光、划船之旅、越野滑雪、冰上垂钓、
穿雪鞋远足、典型的芬兰桑拿浴和冰泳等，当然还可
以学一点芬兰语和烘焙技巧。取决于季节，我们还可
为您安排浆果采摘、森林之旅、观鸟以及参观当地学
校或公司。

地点: 米凯利 (Mikkeli)，塞马湖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4 – 10天
团队人数: 10 – 25人

https://www.visittuusulanjarvi.fi/en/see-and-do/culture-and-museums/jarvenpaa-art-museum/
https://www.visittuusulanjarvi.fi/en/see-and-do/culture-and-museums/jarvenpaa-art-museum/
https://www.visittuusulanjarvi.fi/en/see-and-do/culture-and-museums/jarvenpaa-art-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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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区GTE
联系方式: arto.keinanen@lakelandgte.fi

联系人: Arto Keinänen, +358 400 966 800

更多信息: www.lakelandgte.fi/en/ 

这家活动服务公司组织瓦尔考斯 (Varkaus)、萨翁林纳 
(Savonlinna)、米凯利 (Mikkeli) 地区营地学校的自然和
户外活动，也可以在湖上组织独木舟和充气艇活动。
森林活动主题包括野味、森林漫步、冬季冰雪活动。
团体最多不超过40人。我们为营地学校提供活动。

地点: 瓦尔考斯 (Varkaus), 塞马湖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3天
团队人数: 10 – 40人

洛维职业教育学院
联系方式:  mari.kontturi@luovi.fi

联系人: Mari Kontturi, +358 40 319 3264 

更多信息: https://luovi.fi/en/

洛维（Luovi）是芬兰最大的特殊需求职业教育
（VET）与培训提供商，分布在22个地点。目前洛维
正为1800名学生提供初始VET和继续VET。洛维提供
17种职业资格证书，为VET学习提供VALMA预备培
训，为工作和独立生活提供TELMA预备培训。洛维还
为教育机构、教师和其他参与特殊需求学生工作的员
工提供特殊需求教育服务。我们的服务涵盖辅导、指
导和咨询，以及各种培训课程。服务是量身定制的，
并与客户共同创建。服务期限从一天的培训到长期的
咨询不等。

地点: 奥卢（Oulu），赫尔辛基，坦佩雷（Tampere）
，约恩苏（Joensuu）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5天
团队人数: 5–20人

北芬兰旅游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leena.penttinen@paljakka.fi

联系人: Leena Penttinen, +358 40 068 1641

更多信息: www.hotelpaljakka.fi/en/frontpage/

北芬兰旅游有限公司（North Finlandia Travels Oy）
是帕利亚卡（Paljakka）度假胜地的当地目的地管理
公司。我们在帕利亚卡度假胜地拥有一家酒店、几家
餐厅、一家小商店和一座速降滑雪中心，提供滑雪装
备租赁和滑雪学校。作为DMC，我们为您的学校营地
行程做规划和套餐，包括与芬兰学生一起在布奥兰卡
（Puolanka）当地学校度过一天/若干天、由导游带队
的户外活动、在帕利亚卡度假胜地开展体育运动和休
闲活动，以及所有必要的交通工具。我们可提供夏令
营和冬令营。

地点: 帕利亚卡（Paljakka），北极湖区（最近的城
市：卡亚尼Kajaani）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3–7天
团队人数: 8–40人

NTE芬兰有限公司  
(NTE FINLAND OY)
联系方式: nordictravelexperience@gmail.com

联系人: Reza Sadeghi, +358 44 359 9393, 
sadeghi355@gmail.com

更多信息: www.nordictravelexperience.com

从始至终，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体
验北欧文化，同时享受为他们的特定需求量身定制的
最高水准的教育。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7天
团队人数: 15人

奥拉维古堡
联系方式: olavinlinna@kansallismuseo.fi

联系人: Päivi Paajanen-Salmi, +358 50 316 4614, 
paivi.paajanen-salmi@kansallismuseo.fi
更多信息: www.kansallismuseo.fi/en/olavinlinna 

奥拉维古堡 (Olavinlinna Castle) 是一座中世纪城堡，
可提供导览服务，并可用作会议和研讨会的场地。 
在导游的带领下，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亲历” 
中世纪的历史。“小公爵大厅”(The Little Duke’s Hall) 
是专门为儿童举办的互动研讨班。

地点: 萨翁林纳 (Savonlinn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半天至一天
团队人数: 1 – 30人

奥姆尼亚
联系方式: visitors@omnia.fi

联系人: Anu Lehtinen, +358 40 126 7207

更多信息: www.omnia.fi/internationalomnia/ 
visits-omnia

奥姆尼亚 (Omnia) 是跨学科教育提供者和区域发
展中心。我们通过国家和国际教育发展项目提供创新
的学习环境和互益的伙伴关系。我们为教育旅游运营
商提供参观奥姆尼亚的活动，通过参观了解芬兰职业
教育和培训。奥姆尼亚提供三种类型的参观活动： 
半天、一天，或2-3天的定制研究考察。活动内容包括
讲座、讨论和步行参观学习环境。参观活动安排在奥
姆尼亚设在埃斯波 (Espoo) 的中心校区。

地点: 埃斯波 (Espoo)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半天至3天
团队人数: 3 – 60人

奥卢动漫中心
联系方式: sarjakuvaoulu@gmail.com

联系人: Veli-Matti Ural, +358 50 465 0916

更多信息: www.oulucomics.com

奥卢动漫中心（Oulu Comics Center）是芬兰北部动
漫社区的多功能中心。该中心的基本使命是增进动漫
知识，提高动漫作者的知名度。我们的培训课程包括
动漫培训班和学习课程，面向热爱绘画、喜爱阅读和
希望更多了解动漫世界的儿童和各年龄段的成人。我
们的动漫教师全都是职业动漫艺术家。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15天
团队人数: 6 – 10人

帕勒佩恩瓦拉游吟诗人村
联系方式: parppeinvaara@ilomantsi.fi

联系人: Ulla Vartiainen, +358 50 375 8787

更多信息: www.parppeinvaara.fi

帕勒佩恩瓦拉游吟诗人村 (Parppeinvaara Baridc 
Village) 是展示卡累利阿 (Karelia) 地区文化的博物
馆。在康特勒琴学习班，您可以在纯正的文化环境中
学习演奏芬兰民族乐器康特勒琴。康特勒琴学习班的
活动内容还包括康特勒琴历史简介和简短的康特勒琴
音乐演奏会。参与者还将学习五弦康特勒琴的入门演
奏技巧。不妨试着弹拨两下，所谓未成曲调先有情。
学习班适合所有人参与，有没有音乐细胞并不重要。

地点: 伊洛曼齐 (Ilomantsi), 约恩苏 (Joensuu) 地区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45分钟
团队人数: 8 – 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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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生活有限公司 (PEAK LIVING OY)
联系方式: hankorelax@gmail.com

联系人: Tarja Aalto, +358 400 477 076

更多信息: www.helsinkiwest.fi/

我们帮助您在芬兰找到最适合您的员工、学生或客
户的教育旅游套餐。我们是一家产品开发和服务设
计公司，主要服务领域为教育、旅游和健康养生。
我们的联系网络包括许多芬兰当地的旅游和养生公司
以及教育机构。我们为成人和青少年设计并提供创新
的产品套餐。在芬兰，我们的主要服务地区是赫尔辛
基以西的群岛以及湖区。我们竭诚欢迎来自各种文化
背景的游客！

地点: 汉科 (Hanko), 赫尔辛基，拉赫蒂 (Lahti) 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5天
团队人数: 10 – 35人

QRIDI
联系方式: info@qridi.fi

联系人: Tiina Kakko, +358 44 985 0686, tiina@qridi.fi

更多信息: http://www.qridi.com/educational-
travellers/  

Qridi是学习和进展性评估的专家。我们为学校和教师
提供培训、咨询和数字工具。我们的数字工具Qridi曾
被评为芬兰最佳数字化学习解决方案。
我们为教育旅游的游客（教师及学校管理人员）提供
有关芬兰教育体系和芬兰教学大纲中的进展性评估的
教学法和实践培训，为时2小时。培训包括使用Qridi工
具的实践和教学法体验。
感受学习的乐趣！
欢迎使用Qridi！

地点: 奥卢（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2小时
团队人数: 5–15人

拉努阿地区旅游公司
联系方式: sales@gulo.fi

联系人: Johanna Saarela, +358 40 556 3555

更多信息: https://english.ranuazoo.com/ 

拉努阿野生动物公园（Ranua Wildlife Park）是夏季旅
游的好去处。我们位于拉努阿，距离罗瓦涅米约1小时
车程。
除了与北极熊四目对视，您还将体验到许多平时很少
有机会体验的事物。
野生动物公园位于芬兰北部森林的自然环境之中，一
年四季各有特色。您可以亲眼见到北极动物是如何适
应多变的气候的。

地点: 拉努阿（Ranua）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1 – 7天
团队人数: 2 – 80人

RITVAMEDIA/芬兰圣诞老婆婆
联系方式: ritva.rundgren@gmail.com

联系人: Ritva Rundgren, +358 41 457 5185

更多信息: www.mrssantasite.com

我们是一家拥有教育背景的公司，在海卢奥托岛
（Hailuoto）上为孩子和父母组织前往圣诞老婆婆家中
拜访的活动。那里距离奥卢市和机场车程仅一小时。
圣诞老婆婆将现场绘制圣诞图案、教手工艺品制作、
教艺术和科学课，并带小朋友看雪和去森林漫步。海
卢奥托岛是芬兰有名的文化旅游区。让我们与圣诞老
婆婆一起快乐学习吧！

地点: 奥卢（Oulu）
主要地区: 海岸和群岛地区
时长: 最多1天
团队人数: 2–20人

洛库亚健康水疗酒店
联系方式: tiina.ruotsalainen@rokua.com

联系人: Tiina Ruotsalainen, +358 40 650 8920

更多信息: www.rokua.com/en

洛库亚健康水疗酒店（Rokua Health & Spa Hotel）坐
落在独特的自然环境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地质公园（Unesco Global Geopark），毗邻洛库亚
（Rokua）国家公园。我们距离奥卢机场和卡亚尼机
场都只需一小时的车程。地质公园的自然地貌是在最
近一次冰河时期塑造成型的，这里为教学提供了生动
有趣的环境。我们专业的地质营地学校（Geo Camp 
School）活动可以根据各团体的年龄和年级量身定
制。

地点: 奥卢 (Oulu)–北博滕 (Northern Ostrobothnia)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2 – 14天
团队人数: 10 – 80人

罗萨拉维京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info@rosala.fi

联系人: Pipsa Toukola, +358 40 218 2960,  
pipsa.toukola@rosala.fi
更多信息: rosala.fi/en/lagerskolor/

罗萨拉维京中心 (Rosala Viking Centre) 是一座博物
馆兼游客接待中心，主要使命是展示群岛风貌和维京
时代的芬兰历史。博物馆不仅举办信息丰富的展览，
还复原了完整的维京村落，来到这里，您仿佛穿越到
了维京时代。我们可为学校参观考察和学生营地活动
提供住宿以及各种导游和活动安排。

地点: 罗萨拉 (Rosala), 凯米约萨里 (Kemiönsaari) 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5天
团队人数: 10 – 20人

鲁伊萨洛水疗酒店
联系方式: bookings@ruissalospa.fi

联系人: Marianne Hildén. +358 44 556 6208 
marianne.hilden@sunborn.fi
更多信息: www.ruissalospa.fi/en/

图尔库鲁伊萨洛 (Ruissalo) 岛上的鲁伊萨洛水疗
酒店 (Ruissalo Spa) 为您提供纯净自然环境中的健
康养生服务。这处度假胜地在独特风景的环抱之
中——岛上有一个自然公园，园内的步行小径维护
良好、四通八达。您可以轻松地在水上和陆上开
展各种活动。我们的产品套餐包含住宿、芬兰特
色桑拿、水疗以及传统芬兰晚餐——在户外野炊点或
篝火上烹饪大餐。我们的产品适合各种群体，包括有
兴趣亲近大自然并体验其他户外或相关活动的学生和
教师团体。

地点: 图尔库 (Turk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最少1天
团队人数: 最少10人

卢卡中心有限公司 (RUKAKESKUS OY)
联系方式: lin.yuan@ruka.fi

联系人: Lin Yuan, +358 40 660 2194

更多信息: new.ruka.fi/en/ski-school

在卢卡滑雪胜地 (Ruka Ski Resort), 您将体验芬兰
最长的滑雪季) ——从十月份黑暗的日子，经过
魔幻的圣诞节和隆冬，以及阳光明媚、生机再现
的春季，趣味活动不断，直至五月滑雪季方才宣
告结束。卢卡滑雪学校 (Ruka Ski School) 是芬兰历
史最悠久的滑雪学校，为学生团体和个人提供课程，
初学者和行家里手各得其所。我们的目标是在拉普兰
的一个度假村里提供最好、最多样的服务，滑雪的乐
趣和滑雪教育课程兼而有之。

地点: 库萨莫 (Kuusamo)

主要地区: 拉普兰
时长: 1 – 4天
团队人数: 2 – 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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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尼圣诞老人度假与水疗酒店 
联系方式:  kalajoki@santashotels.fi

联系人: Eveliina Korhonen, +358 40 190 6003, 
eveliina.korhonen@santashotels.fi 

更多信息: santashotels.fi/en/hotels/kalajoki-hotel-
sani-spa-hotel/

萨尼圣诞老人度假与水疗酒店（Santa’s Resort & Spa 
Hotel Sani）坐落在独特的卡拉约基（Kalajoki）北极
海滩度假胜地，位置绝佳，适合开展学生旅行、学校
营地和教育研讨会等活动。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您都
可以体验北极的海滨与群岛、芬兰的森林，最重要的
是，您可以参与激动人心的户外和室内活动、内容丰
富的学校参观访问、与当地居民见面，以及通过培训
班、短途旅行和有专人指导的活动开展趣味学习。
我们的销售团队将很乐意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教育
套餐！

地点: 卡拉约基 (Kalajoki)，奥卢 (Oulu) 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和群岛地区
时长: 2–14天
团队人数: 10–100人

萨沃职业高等专科学校
联系方式: tarja.tolonen@sakky.fi

联系人: Tarja Tolonen, +358 44 785 3432

更多信息: www.sakky.fi/kuntayhtyma/english

萨沃职业高等专科学校 (Savo Vocational College) 
为肄业生和成人提供职业及普通高中教育和培训。
瓦尔考斯 (Varkaus) 高中则可提供普通高中教育。
定制课程：资质认证遵循芬兰教学大纲，但允许本地
化和定制内容。我们可根据客户需求提供短期课程，
或基于芬兰教学大纲的职业资格证书课程。课程可
以用芬兰语、英语或瑞典语讲授，也可翻译成任何
其他语言。

地点: 库奥皮奥 (Kuopio)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最少1天
团队人数: 10 – 30人

萨翁林纳国际教育中心  
(SAVONLINN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ENTER)
联系方式: markku.kankkunen@savonlinna.fi

联系人:  Markku Kankkunen, +358 44 417 4200

更多信息: www.siecedu.com

我们为外国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和教师提供经过
科学测试验证的高质量芬兰在职培训课程产品。我们
以芬兰教学大纲为基础，将教育理论应用于实践解决
方案中。我们的教育服务为您提供实用工具，以提高
学校的运营水平和学习质量，并加强您所在机构的教
育品牌。我们位于芬兰湖区的中心地带，提供十分独
特的学习环境。

地点: 萨翁林纳 (Savonlinna)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3 – 14天
团队人数: 10 – 40人

海山探险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susanna.almen@sma.fi

联系人: Susanna Almén, +358 50 544 0802

更多信息: www.nuuksioreindeerpark.fi/en/
programs-in-reindeer-park/

海山探险有限公司（Sea & Mountain Adventures）
是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活动供应商，并拥有位于努克西
奥的芬兰最南端的驯鹿公园。我们的木屋别墅和环保
穹顶屋（Igluhuts）建在努克西奥国家公园的中央，距
赫尔辛基市中心30分钟车程，为您提供轻松的度假氛
围。我们的客户包括公司团体和学校团体，可安排奖
励活动、团体会议、团体和个人游轮观光等。

地点: 埃斯波（Espoo）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小时
团队人数: 20–50人

塞纳约基应用科技大学（SEAMK）
联系方式:  helli.kitinoja@seamk.fi

联系人: Helli Kitinoja, +358 40 830 4101

更多信息: www.seamk.fi/en/

塞纳约基应用科技大学（SeAMK）是一所跨学科
的高等教育机构，亦是高效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场
所。SeAMK在50多个国家/地区拥有国际合作伙伴，
校内10％的学生是国际学生。作为芬兰教育发展计划
的成员，SeAMK在提供量身定制的全球教育服务方面
拥有专业经验，例如学习考察（比如与塞纳约基市合
作的“塞纳约基健康儿童”项目），强化课程和暑期
学校（比如可持续食品解决方案与农业，智能节能系
统，创业精神等）。

地点: 塞纳约基（Seinäjoki）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和群岛地区
时长: 1–10天
团队人数: 5 – 20人

SOLVED清洁技术公司
联系方式:  hello@solved.fi

联系人: Heikki Ojaniemi, +358 40 571 0854

更多信息: www.solved.fi

Solved是可持续性知识技能发挥作用的交易平台。在
这里，您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家，聘请他们或与他们合
作，与您共同创建智能的、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解
决方案。Solved与奥卢商业局（Business Oulu，奥卢
市工业和就业促进机构）和Kiertokaari（奥卢市的废
弃物管理公用事业单位）一起开发了“零废物城市”
（ZWC）的概念。ZWC是无废弃物城市的理念，可作
为为期2天的全面培训计划提供。Solved还提供聚焦清
洁技术和可持续性的其他培训、营地活动和探险旅游
活动。

地点: 奥卢（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半天至7天
团队人数: 5–25人

沃卡蒂超级乐园  
(SUPERPARK VUOKATTI)
联系方式: susu.partanen@superpark.fi

联系人: Susanna Partanen

更多信息: superpark.fi/en/

超级乐园是世界上对游客最友好的室内活动乐园！
园内有数十种不同的活动，但没有一台机器会把
你运过来载过去的。你得自己动起来！在冒险
区游玩，在游戏竞技场上挑战自己，和朋友比一场，
在自由式大厅体验一把。在超级乐园里，你将快乐
地来来去去，与朋友一起玩个过瘾。SuperPark LX
是将运动、数学、逻辑思维、问题解决技能和启发
式的故事结合在一起的学习体验，其理念由教育专
家开发。在快乐的游玩中学习吧！

地点: 索特卡莫 (Sotkamo)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天
团队人数: 最少1人 / LX 15

工艺街区，北卡累利阿工艺协会
联系方式: laura.sutinen@taitopohjoiskarjala.fi

联系人: Laura Sutinen, +358 50 315 6943

更多信息: www.taitokortteli.fi

工艺街区 (Taitokortteli) 是位于约恩苏 (Joensuu) 
市中心的手工艺和文化街区。古老的木屋和砖
房全年开张，这里是当地手工艺匠人的商店、
咖啡馆、展厅，以及各种活动的举办场所，
氛围特殊。多年来，游客、市民、手工艺专业人士
和业余爱好者们纷至沓来。工艺街区为游客团体
组织各种手工培训班，例如现代迷你墙纸布艺、
桑拿精灵、Lovi木制姆明3D模型等。

地点: 约恩苏 (Joens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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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1 – 2小时
团队人数: 6 – 12人

奥卢大学教师培训学校
联系方式: tts@oulu.fi

联系人: Kari Kumpulainen,+358 29 448 3772,           
kari.kumpulainen@oulu.fi
更多信息: www.oulu.fi/tts 

奥卢大学教师培训学校 (Oulu University Teacher 
Training School) 的核心竞争力在于职前和在职教师培
训教育。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和实施以研究为基础的师
范教育，并为全球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供高水平在职
培训。我们每年为国际教育专业人士组织教育活动和
会议。在我们的研究培训课程、学校参观考察和研讨会
中，您将与芬兰专家一起学习。此外，我们很乐意根据
您的需求，在我们的校园内或其他地方提供定制课程。

地点: 奥卢 (Oul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10天
团队人数: 10 – 100人

芬兰海事博物馆  
(MARITIME MUSEUM OF FINLAND)
联系方式: johanna.aartomaa@kansallismuseo.fi

联系人: Päivi Paajanen-Salmi, +358 50 316 4614, 
paivi.paajanen-salmi@kansallismuseo.fi
更多信息: www.kansallismuseo.fi/en/
suomenmerimuseo/frontpage

维拉莫海事中心 (Maritime Centre Wellamo)  
是值得一游的景点，也是举办会议和研讨会的场所。 
在导游带领下参观，您将通过各种方式体验海洋的历
史：听，看，闻，摸，玩。

地点: 科特卡 (Kotka)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半天至一天
团队人数: 1 – 25人

芬兰国家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FINLAND)
联系方式: hanna.korhonen@kansallismuseo.fi

联系人: Päivi Paajanen-Salmi, +358 50 316 4614, 
paivi.paajanen-salmi@kansallismuseo.fi
更多信息: https://www.kansallismuseo.fi/en/
kansallismuseo/oppiminen 

一日游或学校参观活动的理想目的地。参与活动， 
或在导游的带领下身临其境，走入活生生的历史。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半天至一天
团队人数: 1 – 25人

图尔库大学
联系方式: pasnurmi@utu.fi

联系人: Pasi Nurmi, +358 29 450 4358

更多信息: www.utu.fi/en/university/for-visitors/
attractions

图尔库大学 (University of Turku) 提供各种教育 
旅游产品，如“昆虫与蝙蝠实验室”、“天空奇观”、 
“乐高机器人或游戏开发培训班”、“寒冷黑暗的拉
普兰的物理学与生物学研究”等。我们的访客接待设
施——例如植物园、动物学博物馆、朵拉 (Tuorla) 科学
中心、风光优美的赛利 (Seili) 岛上的群岛研究所、 
拉普兰的盖沃 (Kevo)  亚极带研究所等，将多种多 
样的科学活动与独特的当地环境结合在一起。

地点: 图尔库，图尔库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7天
团队人数: 25 – 45人

图尔库应用科学大学
联系方式: kirsti.virtanen@turkuamk.fi

联系人:  Kirsti Virtanen, +358 50 598 5681

更多信息: https://www.tuas.fi/en/services/
education-training-and-consulting-services/ 

图尔库应用科技大学 (Turk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简称TUAS) 是一个创新的多学科高等
教育机构，拥有师生1万余名，也是一个激发灵感
的共同体。TUAS为个人和组织提供高质量的教
育服务。TUAS的专业知识在教育创新中得到了充
分体现，这些创新构成了我们全球教育服务的基础。
我们很乐意为您组织短期参观考察，在此期间您和您
的团队可以了解我们教育成功背后的秘密。

地点: 图尔库 (Turk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5天
团队人数: 5 – 30人

蒂蒂利矿井地质体验之旅
联系方式: tourist@lohja.fi

联系人: Minna Ermala, +358 44 374 1218,  
minna.ermala@lohja.fi
更多信息: www.tytyrielamyskaivos.fi/en/

蒂蒂利矿井地质体验之旅 (Tytyri Mine Geological 
Experience) 将带您深入地下。在这里，黑暗与光
明相结合，创造出您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获得
的体验。作为导览和地质学习班的组成部分，芬兰地
质调查局的地质展览为您展示了埋藏在地下的宝藏，
以及蒂蒂利矿井的历史和矿工的工作生活。旅行的高
潮是投影在深100米、宽100米的挖掘区大面积石墙上
的灯光秀。 

地点: 洛赫亚 (Lohja)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2小时
团队人数: 10 – 30人

维京客轮公司 (VIKING LINE ABP)
联系方式: international.sales@vikingline.com

联系人: Katri Paavilainen, +358 50 530 9683,  
katri.paavilainen@vikingline.com

更多信息: www.sales.vikingline.com/conferences-
group-travel/ 

会议和团体旅行 。走出办公室，在海上举行会议——
让思维为之一新，令团队士气大幅提升。海上会议总
是令人灵感迸发！我们客轮上高度专业的会议中心以
及高素质的员工将确保您的会议成功举办。我们拥有
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将满足您的需求。

地点: 赫尔辛基和图尔库 (Turk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2天
团队人数: 1 – 1700人

于韦斯屈莱旅游局 (VISIT JYVÄSKYLÄ)
联系方式: johanna.maasola@jkl.fi

联系人: Johanna Maasola, +358 50 448 2954

更多信息: visitjyvaskyla.fi/en

于韦斯屈莱 (Jyväskylä) 是位于芬兰湖区中心的一座激
情奔放、富有魅力的城市。这里是芬兰教育体系诞生
的摇篮，也是芬兰的体育运动之都。设在这里的机构
有：芬兰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Faculty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s in Finland)、奥林匹克运动研究所
KIHU、体育与健康科学研究中心LIKES，以及于韦斯
屈莱体育学院 (Jyväskylä Sport Academy) 等；后者与
JAMK应用科学大学进行合作，为顶级运动员的职业生
涯和学习提供支持。

地点: 于韦斯屈莱 (Jyväskylä)

主要地区: 湖区
时长: 视具体情况而定
团队人数: 视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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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库旅游局
联系方式: sales@visitturku.fi

联系人: Anitta Bergbom, +358 40 481 4453,  
anitta.bergbom@turku.fi
更多信息: www.visitturku.fi/en/

图尔库旅游局 (Visit Turku) 是图尔库市推广本市及周边
地区的销售与营销机构。我们的推荐产品套餐是两日
游。我们建议您在这里逗留更长时间，在市中心附近
的路易萨洛岛 (Ruissalo) 住宿，并可结合各种教育旅
游活动。历史名胜、购物、社会活动、大自然体验，
以及与图尔库大学 (Turku University) 和图尔库应用科
学大学 (Turku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的合
作确保了访问和讲座的精彩进行。参观图沃拉天文台 
(Tuorla Observatory) 也是选项之一。图尔库旅游局是
图尔库地区旅游服务设计和制作的专家，与各大公司
均有合作。

地点: 图尔库 (Turku), 芬兰西南部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2 – 14天
团队人数: 15 – 50人

VISITEDUFINN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info@visitedufinn.com

联系人: Riku Korosuo, +358 40 968 4987,  
riku.korosuo@visitedufinn.com

更多信息: www.visitedufinn.com

我们的使命是推广芬兰教育，并为教育专业人士提供
高性价比解决方案。我们在芬兰组织学校参观、考察
旅行、培训课程和教育会议等，为教师、校长和地方
教育主管官员带来启示。

地点: 赫尔辛基
主要地区: 赫尔辛基地区
时长: 1-10天
团队人数: 1 – 100人

禹海宁农场
联系方式: elina@ylhaistentila.fi

联系人:  Elina Lindberg, +358 50 343 6411

更多信息: www.ylhaistentila.fi/en/

禹海宁 (Ylhäinen) 是一座现代家庭农场，位于拜米奥 
(Paimio)。农场成立于1916年，目前的经营者是家族第
四代传人。我们专业经营林业、作物种植、火鸡养殖
和养马。我们为游客提供纯正的学习环境，让他们
亲自动手体验农业和林业生产。我们的当地员工将
指导您的团队开展活动，启发和教授现代可持续农
业知识，并鼓励大家更好地了解自然。

地点: 拜米奥，图尔库 (Turku) 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最少1天
团队人数: 2 – 15人

郁黛利海滩度假村  
(YYTERI BEACH HOLIDAY RESORT)
联系方式: ekku@huikee.co

联系人: Ekku Lehtonen, +358 400 597 722

更多信息: www.westcoastfinland.com

本度假村是位于波里 (Pori) 郁黛利 (Yyteri) 海滩的住宿
与活动中心。我们提供木屋住宿，周围有各种森林活
动设施，如高空索降课程和宽胎自行车等。我们为所
有家庭提供服务，还可为学校团体定制营地活动。

地点: 波里 (Pori)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4天
团队人数: 8 – 20人

艾赫泰里动物园
联系方式: info@ahtarizoo.fi

联系人: Satu Keski-Valkama, +358 44 539 3550,  
satu.keski-valkama@ahtarizoo.fi
更多信息: www.ahtarizoo.fi

艾赫泰里动物园 (Ähtäri Zoo) 是芬兰历史最悠久的自
然动物园，以北半球和斯堪的纳维亚森林地带的动物
为特色。我们也是北欧国家最早引进大熊猫的动物园，
因此我们的大熊猫也被称为“雪熊猫”( Snowpandas)。
在这个纯自然的环境中，您可以以浸入式的方式了解大
自然和物种保护的知识。我们可与教育主管部门合作，
将文化交流和享有盛誉的芬兰教育系统的考察结合到
学校营地之旅中。

地点: 艾赫泰里 (Ähtäri), 塞纳约基 (Seinäjoki) / 
于韦斯屈莱 (Jyväskylä) 地区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3天
团队人数: 10 – 50人

艾依兰鲁斯迪 (ÄIJÄLÄN RUSTI)
联系方式: eira.koivurinta@aijalanrusti.fi

联系人: Eira Koivurinta, +358 50 078 7580

更多信息: www.paratiisisaari.com/en

会议场所，住宿，桑拿服务，活动，乘船观光， 
农场参观，划船，森林之旅

地点: 图尔库 (Turku)

主要地区: 海岸与群岛地带
时长: 1 – 5天
团队人数: 最多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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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的教育相关政府部门
• 芬兰教育和文化部负责制定关于教育、科学、文

化、体育和青年的政策，并在这些领域开展国际合
作。芬兰教育和文化部下设13个行政部门，其中包
括芬兰国家教育署、芬兰科学院、芬兰艺术促进中
心等。

• 芬兰国家教育署是芬兰教育部的下属机构，其任务
是发展教育和培训、幼儿教育，以及终身学习，并
向国际推广芬兰教育。

• 芬兰教育评估中心（FINEEC）是一个独立的政府
机构，负责全国的教育评估工作。FINEEC的评估
涵盖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教育体系。

• 芬兰科学院是芬兰最重要的研究资助机构。

• 芬兰国家教育署提供有偿国际访问服务。访问活动
包含讲座，内容从芬兰教育体系和政策的介绍到访
问者要求的更具体的主题，均可涵盖。最新定价请
查询官网。

 • www.oph.fi/en/about-us
 • www.oph.fi/en/services/international-visitors

为有志于来芬兰留学的 
学生提供的有用信息

www.studyinfinland.fi
芬兰可为国际留学生提供多种学习机会。芬兰高等教
育机构提供400多种用英语教学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课程。在“芬兰留学”（Study in Finland）网站你可
以找到关于留学课程、芬兰高等教育机构和申请录取
的信息。来芬兰留学的步骤一目了然！

www.educationfinland.fi 
“芬兰教育”（Education Finland）是一系列政府计
划的统称。该计划支持教育行业的公司和机构在国际
教育市场上的业务发展。该计划由芬兰国家教育署负
责协调。

www.finland.fi
“这就是芬兰”网站向您介绍芬兰的生活与社会、艺
术与文化、商业与创新，包括有关芬兰教育的文章。
该网站是由芬兰外交部制作的。

有用的联系信息
本手册由芬兰国家旅游局编纂，旨在帮助您为客户规划前往芬兰的旅
行以及在芬兰境内的旅游。芬兰国家旅游局是芬兰国家商务促进局 
(Business Finland) 旗下的机构之一。

芬兰国家旅游局的旅游同业网站上提供了最新消息、市场研究、芬兰简介、 
旅游行业联系方式，以及包含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视频的媒体资料库。
www.visitfinland.com/travel-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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