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教学史：蒙特苏理教学法 
教育方式 

时间： 星期四， 一月十九日-星期五，一月二十七日， 2017 年 
地点：美国威斯康星州，拉克罗斯市， 威斯康星州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学者交流教学技巧方式 

      
 
项目简要： 

宏观了解西方教学历史，尤其是蒙特苏理教学方式。蒙特苏理教学方式可以被应用在不同的职

业，比如说行政部门管理人员，教育者，家长，还有办公人员。我们鼓励学者应用这教学方式来

授课或者日常工作交流。 

项目学习： 

1. 理解蒙特苏理 教学方式的哲学起源，关键要领，以及应用领域。 

2. 能够解释成功应用蒙特苏理教学方式的关键步骤。 

3. 开拓方法去应用蒙特苏理教学方式在教学当中。 

项目活动: 

1. 参加地区蒙特苏理交流学习会议。 

2. 参观当地已经成功应用蒙特苏理教学方式的学校。观察和学习学校老师和指导人员如何应

用这方式和学生交流。 

3. 分享你的观察感受和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的学者。 



       
 

 

 

 

 

 

 

 

 

 

 

 

 



教学指导内容： 

 

庆祝我们的蒙特苏理会议 

www.uwlax.edu/conted/montessori  

 

 蒙特苏理学习会议简程: 

1. 学习模式: 会议讨论, 观看视频, 学习蒙特苏理 

2. 重要学习主题:： 

o 观察一个蒙特苏理学校—尤其注意观察 

 被认证的蒙特苏理老师 

 老师既是教学者也是观察者 

 老师应用蒙特苏理备课和授课 

 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 

 学生是活跃的学习者，蒙特苏理教学法能帮助他们学习 

 课堂氛围可以反映蒙特苏理教学模式 

 蒙特苏理教学法的每日课程安排 

o 蒙特苏理理念 – 理解学生学习过程 

 发展阶段 

 关键时间段 

 领悟阶段 

o 蒙特苏理课堂管理模式– 理解学生怎么提高自觉性，以及提高直觉性的重要性 

 蒙特苏理教学环境鼓励独立学习，独立做决定 

 学生如何提高合作能力 

 学生如何提高自我约束力 

o 简介如何应用蒙特苏理– 浏览关键步骤 

 顺序 

 规则和效率 

 蒙特苏理课题学习材料 

o 简介蒙特苏理教程– 探索教程内容 

 实践应用 

 感性学习 

http://www.uwlax.edu/conted/montessori/


 语言学习 

 数学学习 

 文化探索 

o 蒙特苏理教学课堂： 

 基础原则 

 三阶段教学 

 微型课堂 

o 课堂观察 

 如何建立蒙特苏理课堂 

 如何观察蒙特苏理课堂 

如何建立真正的蒙特苏理学校 

  以蒙特苏理教学为主的学校建立方式 

 课程安排: 蒙特苏理的要求学习材料 

 课堂设施: 教学空间和设备 

 指导老师: 必须完成蒙特苏理教学培训 

 家长教育: 家长应该了解蒙特苏理教学法 

         

             

 



 

指导教授 

 

 

保罗，爱普斯坦, Ph.D. 

保罗开始研究蒙特苏理教学法和应用这教学法在管理，教育，和咨询领域。他既是蒙特苏理教学

法的游说者和相关书籍的作者。他管理方面上的工作经验包括：曾经当任过许多学校的校长，主

管，教育培训机构的领头人，以及公立学校的教育培训项目的创始人。 作为一名教育学者,保罗一

直是蒙特苏理教育项目的领导人。他尤其擅长应用蒙特苏理教育法在幼儿教育，小学，中学，以

及高中教育。他被美国蒙特苏理学习研究所授予文化史和蒙特苏理早期教育博士学位。他是特兰

斯瓦尼亚大学教育学中级教授以及西北大学教育学兼任教授。 

保罗参与编著书籍：蒙特苏理教育法。他也是出版书籍：观察者指导。 

关于蒙特苏理教学法的更多信息 
什么是蒙特苏理教学法 http://montessori-nw.org/what-is-montessori-education 

蒙特苏理教学法简介 http://amshq.org/Montessori-Education/Introduction-to-Montessori 

蒙特教学法基本原则 http://www.education.com/reference/article/principles-montessori-method 

行程安排 

http://montessori-nw.org/what-is-montessori-education/
http://amshq.org/Montessori-Education/Introduction-to-Montessori
http://www.education.com/reference/article/principles-montessori-method/


 

01/19/2017 星期五 

下午 3：00  接机去拉克罗斯 圣保罗国际机场 

下午 5:30 抵达住宿酒店 拉克罗斯 Radisson 酒店 
 

晚餐在酒店 拉克罗斯 Radison 酒店 

 

01/20/2017，星期五 
 

自我安排休息 拉克罗斯 

 
早餐和午餐在酒店 拉克罗斯 Radison 酒店 

下午 6：00 欢迎仪式晚餐和日程简介 Radison 酒店里的 La Crosse Club 

 

Saturday, January 21 

上午 8：00 – 

下午 3:30 
庆祝 Montessori 会议召开仪式 
 
http://www.uwlax.edu/conted/montessori/ 
 

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下午 3:30-5:45 自由活动时间 拉克罗斯 Radisson 酒店 

下午 6:00 集体晚餐 拉克罗斯 Piggy’s 饭店 

 

01/22/2017，星期日 
 

游览拉克罗斯市 
 

 Wabasha 老鹰雕像 

 Marine 艺术博物馆 

 Lark 玩具店 

 

 

下午 6：00 与拉克罗斯市政人员聚会晚餐 拉克罗斯 Charmant 酒店 

 

01/23/2017， 星期一 

上午 8:30-9:30 简要概括 Montessori Children 会议 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上午 9:45-11:45  参观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http://www.uwlax.edu/conted/montessori/


下午 12-1 午餐 新建的学生学习娱乐中心 

下午 1:15-4:30 学习浏览: Montessori 日程安排 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下午 6 与 SOE 聚会晚餐 拉克罗斯 Waterfront 酒店 

 

01/24/2017，星期二 

上午 7-7:30 集合准备出发去罗切斯特 Montessori 学校 Radisson 酒店 

上午 7:30-9 出发去罗切斯特 Montessori 学校 
 

上午 9 抵达罗切斯特 Montessori 学校 罗切斯特 Montessori 学校 

上午 9:15-10:45 观察课堂教学 罗切斯特 Montessori 学校 

上午 10:45-

11:30 
与罗切斯特 Montessori 学校指导人员以及老

师讨论交流感想 
罗切斯特 Montessori 学校 

上午 11:30  出发去午餐地点 Chester’s 饭店 

上午 11:45-下午

1  
午餐 Chester’s 饭店 

下午 1-3 参观罗切斯特 罗切斯特 

下午 3-4:30 回拉克罗斯 罗切斯特 

下午 4:30 抵达酒店 Radisson 酒店 

下午 6 晚餐 Diggers Sting 酒店 

 

01/25/2017，星期三 

早上 8:30-9 集合准备出发去 Coulee Montessori Charter 

学校 
Radisson 酒店 

早上 9-9:15 出发去 Coulee Montessori Charter 学校 
 

早上 9:15 到达 Coulee Montessori Charter 学校 Coulee Montessori Charter 学校, 拉

克罗斯 

早上 9:30-11:30 观察课堂教学 Coulee Montessori Charter 学校, 拉

克罗斯 

早上 11:45-中午

12:45 
和 Coulee Montessori Charter 学校的学生

午餐 
Coulee Montessori Charter 学校, 拉

克罗斯 



下午 1-2:30 与老师，学校管理人员，以及家长见面讨论 Coulee Montessori Charter 学校, 拉

克罗斯 

下午 2:30 返回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下午 2:45-4:30 谈论研究如何建立一个真正的蒙特苏理学校 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下午 4:45 返回酒店 Hotel Radisson 酒店 

下午 5 到达住宿酒店 Radisson 酒店 

下午 6  晚餐 Freighthouse 饭店 

 

01/26/2017，星期四 

早上 8:30-10:30 早餐告别会 La Crosse Club, Radisson 酒店 

早上 10:45-下午

1:15 
出发去 Mall of America （购物中心） Mall of America 明尼苏达州 

下午 1:30 有待通知：住宿地点  
 

下午 1:30 Mall of America 自由活动中心 
 

 
01/27/2017，星期五 
 

启程回返中国 
 

 

 

注册 

网上注册

https://uwlax.ungerboeck.com/prod/emc00/register.aspx?OrgC

ode=10&EvtID=5289&AppCode=REG&CC=116091903651 

如果你不能用你的信用卡网上注册，请联系 Katie Nauth 通过她的邮件地址 knauth@uwlax.edu.  

 每人$4,200，双人间 

 加床需要： $400 

https://uwlax.ungerboeck.com/prod/emc00/register.aspx?OrgCode=10&EvtID=5289&AppCode=REG&CC=116091903651
https://uwlax.ungerboeck.com/prod/emc00/register.aspx?OrgCode=10&EvtID=5289&AppCode=REG&CC=116091903651


 $500 房间预订费（不能退款返还） 

 所有费用必须在 12/20/2016 之前交齐 

 费用包括: 住宿, 培训学习，学习材料, 交通方式, 同行翻译, 以及培训用餐 

 费用不包括: 机票, 额外开支, 旅行保险, 获取签证的办理手续费用 

*推荐购买旅行保险 

没有特别的签证要求。你可以申请旅游者签证。 

居住在当地居民家 

如果你需要居住在当地居民家，你必须要提前说明。具体信息请联系. Katie Nauth 通过她的邮件

地址 knauth@uwlax.edu. 若果我们可以帮你联系到当地居民愿意提供住宿的机会, 你将会减少 

$350 的注册费用。 

 

行程信息 
住宿已经包含在培训项目的注册费里 

 01/19/2017-01/26/2017 住在拉克罗斯 Radison 酒店  

 01/27/2017，住在明尼苏达州布鲁明顿 Country Inn and Suites 酒店 

 住宿基本都是双人间，单人间或者是加床需要额外加费用 

 

机票: 机票不包含在培训学习费用里。你个人必须能全部负责你的机票购买费用。我们提供巴士服

务。01/27/2017，下午三点，当您到达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我们将会在机场接机并且

提供巴士服务把您带到目的地拉克罗斯。在培训结束后，我们也会提供巴士服务把您带到

Country Inn and Suites 酒店. 

 如果你的飞机航班不能抵达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国际机场，你个人负责交通方式到达目

的地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 

 你也许也可以选择直飞到拉克罗斯机场。拉克罗斯机场与酒店的距离大概有 6 英里，的士

需要$10 单程. 

 

交通方式: 

 下午 3 点，我们提供机场接机巴士。 

mailto:knauth@uwlax.edu


 巴士会把您带到拉克罗斯 Radisson 酒店。在培训学习过程中，我们也会提过巴士服务接

送您往返于酒店和学校之间。 

 01/26/2017，培训结束以后，我们会用巴士送您到明尼阿波利斯 Country Inn and Suites 酒

店。预计到达时间是下午 1:30. 

 Country Inn and Suites 酒店会给您提供巴士服务到 Mall of America 和明尼阿波利斯-圣保

罗国际机场。 

签证: 你个人负责办理需要的旅游签证前往美国参加这个学习培训。威斯康星大学拉克罗斯分校会

通过网络方式给您提供必要的文件办理签证。如果你需要我们邮寄给你这些文件，你个人负责相

关的邮寄费用。 

签证邀请函 

如果你需要学校邀请函办理签证,请邮件联系 Katie Nauth 通过她的邮箱地址 knauth@uwlax.edu  

你必须获得签证进入美国。签证申请一般会有严格审批。这意味着你的签证办理会过程会有一段

时间。签证办理最好尽早办理。 

每个国家办理签证需要的准备材料可能不同。请联系美国驻华大使馆获取签证办理的相关信

息。 Locate a consular office http://www.usembassy.gov/ 

签证申请能否通过是美国大使馆的决定。威斯康辛大学拉克罗斯分校不能保证你一定能获得签

证。威斯康辛大学拉克罗斯分校不能影响美国政府相关部门的决策。 

 

 

 

mailto:knauth@uwlax.edu
http://usembassy.state.gov/#AF
http://www.usembass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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