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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教育培训

一、填空题

1、您或您的孩子曾参与过哪
些教育培训机构的培训课
程？
答：

2、您认为哪家培训机构提供
的相关产品和服务最好？
答：

3、您选择培训学校时最关心
学校的哪些方面？
答：

4、您对哪家培训学校的教学
条件及师资力量较认可？
答：

5、您接触的培训学校有无乱
收费的情况？如有，是哪家培
训机构？
答：

6、您对哪家培训学校的工作
及服务态度最满意？
答：

7、您或您的孩子参加过的培
训学校，哪家对您或孩子成
绩及综合素质的提高最明
显？

答：

8、您不太满意的教育培训机
构是哪家？
答：

9、您所推荐参与评选的教育
培训机构是哪家？
答：

二：选择题：(注明所针

对的教育培训机构)

1、该机构培训地点的交通是
否便利：( )
A离家很近 B交通直达 C

需要转车 D太远，不方便
2、该机构培训时间和方式：
( )
A按课时安排 B随到随学

C提前预定D其他方式
3、该机构培训周期长短：
( )
A周期长课程紧凑 B周期
长课程稀松 C周期短课程
紧凑 D课程短课程紧凑
4、该机构的教学环境和设
施：( )
A设施优越 B设施一般 C

设施落后 D无设施
5、该机构的师资水平：( )

A非常满意 B满意 C基本
满意 D不满意
6、该机构的培训费用：( )
A费用太高、无法接受 B费
用有点高，勉强接受 C费
用比较合理，可以接受
7、该机构的课程设置：( )
A非常满意 B满意 C基本
满意 D不满意
8、为何选择这家教育机构：
( )
A知名度高 B口碑好 C熟
人介绍 D随便挑的
9、您认为参加培训对您的重
要程度如何：( )
A非常重要 B很重要 C一
般 D不太重要 E一点也
不重要
10、您参加培训的目的是：
( )
A学业辅导 B工作/商务需
要 C获取证书、增加自己
的资历 D出国需要 E其
他
11、您或您的孩子在泰安曾
经参加过 次付费培训，
平均每次的花费是 。
12、您对培训机构的招生广
告信息诚信度是否满意？
( )
A非常满意 B满意 C一般

D不满意 E非常不满意

13、如果您感觉培训机构提
供的教学或服务不够好，您
会怎么办？( )
A向该机构投诉 B向朋友
抱怨 C向政府有关部门投
诉 D向媒体反映 E不做
任何行动
14、您或您的孩子会选择在
什么时间进行培训？( )
A假期 B周末 C平时晚上

D业余时间都可以 E正
常上班时间 F其他
15、您或您的孩子喜欢的培
训方式：( )
A按课时安排 B随到随学

C提前预定 D其他方式
16、影响您或您的孩子参加
培训最主要的因素是：( )
A工作忙、没有时间 B经常
出差 C目前培训水平差
D认为培训不很重要 E没
有合适的培训课程 F经济
不允许 G其他
17、通常您通过什么途径了
解培训信息：( )
A传单 B报纸 C电台 D

电视 E朋友介绍 F杂志G

户外广告 H 路上碰到
I 其他

田阳整理

本报泰安11月4日讯 (记
者 白雪) 民办教育如雨后
春笋，教育市场却是鱼龙混
杂。谁拥有最受欢迎的精品培
训课程，谁又是百里挑一的教
育培训机构？孩子无所适从，
家长更是一头雾水。现在，本
报推出《因为有爱，所以坚持》
2013年度泰安金牌教育培训
机构评选，由读者推荐最信任
的教育辅导机构，以诚实的声
音、公正的视角、强大的影响
力打造泰安教育培训行业的
权威评选，推动教育市场的良
性健康发展。

读者从今天开始，可以把
答卷寄到本报编辑部或发送
到邮箱，也可发短信推荐，问
卷调查将在11月25日截止，想
参加评选活动的教育培训机

构，也可准备好相关材料，在
11月10日前到本报编辑部自
荐，自荐单位必须满足以下基
本条件：有固定的办学场地和
完善的教学设施；较强的办学
实力和较高的市场份额；较强
的师资力量；完善的内部管理
制度，未发生过安全事故，无
不良用工记录；先进的教育教
学理念和完善的教育服务体
系。

11月12日，本报将根据读
者推荐情况和教育培训机构
自荐情况，对候选教育培训机
构进行资格审查，并确定提名
名单入围的教育机构名单，在
报纸上刊登，参加此次评选的
教育机构涉及外语培训类、文
化辅导类、艺术培训类、早教
中心培训类、成人教育类、留

学机构、高考复读学校等。
本报将根据所有参与读

者调查问卷中的评判，评出
2013年度最具创新力中国教
育集团、2013年度最具影响力
课外辅导机构、2013年度泰安
金牌教育培训机构、2013年度
最具领导力教育品牌、2013年
度最受信赖的复读学校、2013

年度最受喜爱的音乐学校、
2013年度最受欢迎的外语辅
导机构、2013年度最受市民钟
爱的网络教育机构、2013年度
最受家长推崇的早教机构、
2013年度最具价值的职业培
训机构、2013年度最受关注的
海外院校及教育组织及2013

年度诚信留学服务机构。
泰安教育行业近几年得

到快速发展，一批有实力的

教育品牌正脱颖而出。但整
个市场目前缺乏一套科学、
公平、公正的第三方评价标
准，这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
选择教育机构时的偏信、盲
从。为了打造泰安教育市场
的严格标准，齐鲁晚报·今日
泰 山 现 针 对 泰 城 的 培 训 机
构，做整体市场调查，愿广大
家 长 及 学 生 拿 起 您 手 中 的
笔，投上您宝贵的一票!

从即日起至11月25日，可
将你最信赖的机构名单或要
投诉的内容发送到指定邮箱，
调查问卷征集读者投票热线：
18653881019、18615380516、
1 3 4 0 6 2 2 0 4 5 9或发送至邮箱 :
330447994@qq.com。

本报编辑部地址：望岳东
路中七里社区服务中心四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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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25日，欢迎机构自荐、读者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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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季节，寒风瑟瑟，
空气凉爽而清新。欢声笑语从
泰安风车美术学校弥散开来。
这是怎么了？原来是小记者们
在风车美术学校体验特色课
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本次小记者的体验课是
以妙手花开为主题的手工

课。以常见的花卉资料打开
学生创造思维，利用大量的
图片信息来启发学生。让学
生在动手过程中运用自己的
创作意愿，利用废旧材料创
作完成自己的作品。泰安风
车美术在本节课堂上不仅让
孩子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

还增强了孩子的环保意识，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一个半小时的体验课程虽
然短暂，但孩子们在课堂上收
获颇多。不起眼的废旧纸杯在
孩子们的巧手创造下变成了色
彩斑斓，千姿百态的花朵。孩子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与爸爸妈
妈相互协作完成了这充满创意
的花的世界。每个孩子脸上都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快乐中创造，在创造
中审美！本次小记者体验之
行完美的阐述出了泰安风车
美术学校的教学理念——— 快
乐、创造、审美。泰安风车美
术学校只专注做少儿美术，
给孩子一双发现美得眼睛，
塑造孩子美得心灵。让孩子
快乐的画画，让画画成为孩
子的快乐！

风风车车美美术术学学校校帮帮小小朋朋友友发发现现美美

2013已接近年尾，中小学马上
开始期中考试。除了在学校里度过
的时间外，大多数学生还有很多校
外培训机构的学习时间。目前市场
上的培训形式大体包括三种：技能
培训、商业培训和课外辅导培训。但
随着市场细分化，越来越多的培训
机构出现，但众多培训机构的出现
也导致了市场混乱、师资匮乏、课程
僵化和品牌弱势的一系列问题的出
现。

有些培训机构只重视临时利
益，教学质量差，“一锤子交易”现象
严峻。一些既没有标准化教材、课件
及教学方法，又没有正规教师，更没
有契合市场主流运用环境要求的试
验装备的非法培训机构大量繁殖，
不仅捣乱了市场秩序，而且重大影
响了培训业的健康发展。

富有本土特色尤其是充分了解
培训需求的教师非常缺少，这一点
已成为制约高层次培训发展的“瓶
颈”。一些存在研发能力的培训机
构，开发出一个好的培训项目后，一
旦推向市场，很快就会有跟随者。

但有心人会发现，这些追随者
所请的老师，与先行者所请的老师
简直没有多大区别。有些高端培训
项目，也许全国也只有几名老师能
讲。这种情况，往往增长了培训机构
的师资成本，制约了培训机构的进
一步发展。

有些培训机构奉行“拿来主
义”，课程照搬照抄，没有自主开发
的中心课程，本土案例少，缺乏针对
性和系统性。

经业界专家粗略估计，全国培
训机构或许有10000家，但用户心目
中值得信任的品牌培训机构却寥寥
无几。

2013年，你参加了哪些培训机
构？你的孩子参加了那些课外辅导
班？这些培训对你是否有帮助？孩子
的成绩是否得到了提高？

从11月5日开始，本报推出《因
为有爱，所以坚持》——— 2013年度泰
安金牌教育培训机构评选活动。如
果您在参加培训机构过程中遇到了
什么问题，或者对所参加的培训机
构不满意，可致电栏目记者，我们将
根据你所提出的问题向有关机构反
映，联系电话：13406220459。你也可
以讲出你和培训机构的故事，无论
是遭遇还是进步都可以与栏目记者
分享交流。

（田阳）

说说上辅导班
那些事

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
国家利用财政、金融手段完善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资助体系、解决家庭
经济困难大学生就学问题的重大举
措。今年，泰安市各县市区共为7051

人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贷款金额
4017余万元。截至目前，泰安市已累
计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37909人次，
贷款余额20983 . 4万元，确保全市家
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顺利入学，安
心就学。

近日，市教育局在全市各中小
学校(含中职学校和幼儿园)中推行

“教育惠民服务卡”，公布泰安市教
育惠民服务中心热线电话“0538-
8292286”，“教育惠民服务卡”在5日
前全部发放到全市每一位学生家长
手中。

10月31日，为期三天的泰安市
第四届新道德教育主题班会(初中
组)展评活动在肥城市实验中学落
幕。此次展评活动在全市普通高中、
初中和小学三个学段进行，共有60

位教师参加了活动，会场分别设在
肥城六中(高中)、肥城市实验中学
(初中)、肥城市龙山小学(小学)。

本报记者 白雪 整理

教育咨讯

沿此线剪下


	S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