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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 

今年四月，教育部长任命了一个部长级的顾问组来制订一个早期教育战略计划。部长顾问组与

一个产业部门参考小组合作，并得到教育部的支持。战略计划草案列出了未来 10 年早期教育

的五个目标。本草案简要列出了这些目标以及其相关建议。如要阅读完整的计划，包括理论依

据和拟议的时间线，请访问 https://conversation.education.govt.nz/conversations/early-learning-

strategic-plan/ 

 

提供反馈 
我们欢迎您在 2019 年 3 月 15 日之前对本计划草案中的建议做出反馈。 

在线调查问卷以及关于咨询会的信息可以在这里看到 www.conversation.education.govt.nz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邮件或写信。   

电子邮件：early.learning@education.govt.nz 并请在主题行注明“Strategic Plan feedback”（即 

“战略计划反馈”） 

信件寄送地址：  

Early Learning Strategic Plan feedback 
Ministry of Education 
P. O. Box 1666  
Wellington 

愿景 
新西兰的早期教育体系使每一名儿童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学习并茁壮成长，这

一切都是在支持他们的身份认同、语言和文化，并且受到家长和家庭珍视的高质

量的环境中进行。 

 

目标 1：改进规则管理下的标准，以此来提高质量造福儿童  

1.1 为婴儿和幼儿规定新的成人与儿童比例  

高的成人与儿童比例使成年人能够与婴儿和幼儿有积极的互动。新西兰 3 岁以下儿童的最低成

人与儿童比例低于循证建议的水平，也低于类似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比例。 
 

根据建议，分两段提高教师与 3 岁以下儿童的比例：为 2 岁以下儿童提高到 1:4；为 2 岁儿童

提高到 1:5。 
 
 
 
 
 
 

http://www.conversation.education.govt.nz/
mailto:early.learning@education.govt.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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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岁) 2 岁以下 2 岁 3 岁及以上 

当前比例 1:5 1:10 

建议比例 1:4 1:5 1:10  

注：成人与儿童比例是以一个持照中心为单位整体计算的，不要求儿童必须按照年龄来分组。  

这一变化将分阶段实施，第一步是提高资金投入比率来推进实施针对 2 岁以下儿童的新比率，

继而按照规定进行。下一步是 2 岁儿童的比率将获得资金鼓励，然后是按规定走。 
 

1.2 要求早教服务机构提供支持，让儿童有一个有安全感和持续稳定的人际环境 

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儿童与成年人之间需要有一个具有安全感、持续稳定和反应积极的关系。  

建议提出，要求早期教育服务机构演示他们的机构如何教育员工来支持婴儿和幼儿们经历有安

全感和持续稳定的关护。他们还需要证明他们如何为儿童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支持来确保积极的

过渡。教育部将与早期教育部门合作，分享有效实践的良好范例。 

 

 

1.3 在教师主导的幼教中心，提供激励来鼓励有资质教师1比例达 100%。通过管

理办法来使该比例达到 80%，最终达到规定比例 100% 

教师资质对高质量的幼教中心的经营有重要的贡献，例如，可以提高与儿童互动的质量。 

建议提出，在教师主导的、幼教中心形式的服务机构里，到 2022 年，要求持有资质的员工比

例从 50%增加到 80%，并进而达到 100%。在有些地方，儿童分散在各个空间，每一个群组必

须至少有一个有资质的教师。 

这一变更将分阶段实施，首先从提供资金激励来鼓励 100%的有资质教师的比例开始。 

 

1.4 制订出针对群组规模、实物环境设计和环境要素的建议  

小的群组规模与更好的质量之间存在关联，特别是对于年幼的儿童以及那些生活在高风险状态

中的儿童。另外，温暖、宽敞的环境并使孩子们能够体验大自然，这对于儿童的身心安康和学

习教育十分重要。研究结果告诉我们，群组的规模与建成环境的规模与设计是相互关联的。 

建议提出，应制订一些全面的和综合性的建议，内容是关于群组规模与更广泛的环境问题之间

的关系，以及如何在这些领域改善质量标准。如果这一建议导致提议做出管理变革，那么需要

进一步对经济影响给予考虑。 

                                                           
1 在本文内，有资质指的是持有被教育委员会为注册之目的所承认的幼教教育资质（见《2008 年教育（幼教服务机

构）规章》（Education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Regulations 2008）中的第 3 项规定）。在教师主导、幼教中心形式

的服务机构中，所有的负责人以及 50%的员工都必须持有资质（第 44 项规定 和附件 1）。负责人员还必须持有当

前有效的执业证书。在考虑资金拨款时，所有计入员工工作时间的编内教师都必须持有一份执业证书（《教育部资

金事项手册》）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regulation/public/2008/0204/latest/DLM1412611.html
http://www.legislation.govt.nz/regulation/public/2008/0204/latest/DLM1412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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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公报上发布 Te Whāriki 来支持共同的期望 

建议提出，包括在早期教育课程大纲——Te Whāriki: He whāriki mātauranga mō ngā mokopuna 

o Aotearoa——之中的原则、组成部分、目标和成果将在公报上发布。发布公报会加强 Te 

Whāriki 的法律地位，并树立清楚明确的期望，即每一个孩子都将体验到丰富和赋予其力量的

课程大纲。  
 

1.6 阻止低质量的服务提供者开设更多的经营机构  

目前，记录很糟糕的服务提供者，只要他们符合开业时的标准，就可以设立新的经营机构。 

建议提出，将要求现有的服务提供者提交一份“批准扩营”申请。他们将需要证明他们拥有所

需的能力、管理和经营的知识技能。这意味着记录很差的服务提供者将无法在未获批准的情况

下扩营。 

1.7 加强对服务机构的监督 

建议提出，将引入一个持续和严格的监督计划，包括教育部或教育审查署（ERO）未经通知的

造访。服务机构如果被列入临时执照类别，那么服务机构也需要告诉家长或家庭，并且解释其

原因并说明正在用什么办法解决。可以对规定进行修改：如果一家机构反复被列入临时执照类

别，则允许将该机构的执照吊销。如果某个执照引发严重的担忧，那么这一家服务供应者的全

部其它执照都将自动受到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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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2：通过使儿童及时接触到茁壮成长所需要的资源，让每一

个儿童都掌握自我实现的能力  

2.1 确保公平拨款，支持那些有需要的孩子 

政府目前提供公平拨款和针对弱势的定向拨款，以支持儿童们进入高质量的服务机构和在需要

的时候获得学习支持。建议提出，将对这种拨款进行审核，以确保其最大限度地支持孩子们从

参与中受益。审核内容将包括拨款数目以及分配方式。 

 

2.2 共建进度工具来支持儿童的学习教育和身心健康 

我们目前只有有限的工具来了解儿童们在 Te Whāriki 中所描述的一系列能力范围内的进步情

况。很有可能有些儿童在某些领域，例如健康、身心安康或语言领域，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支

持。 

建议提出，教育部将与早期教育部门携手共建有效、可靠和文化适当的进度工具，用于在 Te 

Whāriki 的框架内对儿童的学习教育和成长发展做形成性评估。这些工具将提供合适的指导来

支持儿童们的学习教育和身心健康，并且还会发现何时需要专业支持或其它干预。 

 

2.3 增加那些帮助普及“全关爱”社会福利服务的早期教育机构的数量，为儿童

和他们的家庭提供支持  

教育部将与早教部门以及其他机构合作，来发现那些早教服务机构促进普及社会福利和卫生保

健服务的有效范例。这些服务可以包括公共卫生护士上门访问、家庭与部落和毛利族的紧密联

系、 预算计划以及精神健康计划。关于各种成功的综合方式如何在多元化社区中发挥影响，

卫生部将会进行信息分享。 

 

 

目标 3：对我们的劳动队伍进行投资以支持所有服务机构卓越的

教学和教育工作 

3.1 提高整个早期教育部门教师的薪资与条件的一致性和水平 

早期教育部门参差不齐的薪资和条件会导致高的人员流动率，并限制教师为孩子做学习计划的

机会。这些结果对孩子不利。 

建议提出，将设计一个机制供政府来支持早期教育部门的教师们有更一致和更好的薪资与条

件。这还将帮助那些有大量来自弱势背景的儿童的服务机构吸引有能力和有经验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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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强职前教师教育（ITE） 

改善教师的职前教育这项工作有的已经在进行中。 

建议提出，应确保职前教师教育使新毕业的教师能够充分地实施 Te Whāriki。平等的机会、现

有学历资质的质量参差不齐、教师行业的入门途径多种多样，以及教师多元化等问题将得到解

决。此外，还建议提供专业学习与发展（PLD）培训活动来帮助教育机构支持实习教师。 

 

 

3.3 改进专业学习与发展培训活动 

建议提出，将设计一个持久的和有计划的 PLD 方法，以提高教师、教育者和领导人的能力和

效率。PLD 将包括合作学习的机会并支持课程大纲的贯彻、了解毛利文化以及对毛利语的精

通，文化能力、数字素养和有效的领导能力。 

 

3.4 制订一个劳动力来源战略 

建议制定一个劳动力来源战略，包括有多种途径来获得早期教育学历。 

这包括扩大当前的为就读早教专业本科和 ITE 研究生课程的学生提供费用和补助金的奖学金项

目，并吸引毛利和太平洋岛国的学生。 

教育部还将与该部门合作来改进早期教育劳动力队伍方面的数据。 

 

 

目标 4：通过规划来确保有价值、充足和多元化的供给 

4.1 制订并实施办法来确定是否需要设立一个新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 

目前新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只要符合执照颁发标准就可以成立。在有些地区可能会出现能力过

剩或不足的情况，或者所提供的内容可能并不最适合家长和家庭的需要。 

建议今后只在需要新服务机构的地区才接受新的执照申请。 

 

4.2 为社区办的服务机构提供管理方法支持和管理支持 

将为社区办的服务机构提供额外的建议和支持，以帮助建立有效的治理方法和管理。这将包括

更多的资源和培训，以及面对面的支持来提供深层次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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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支持在教育部管理的公有土地上建立和维护早期教育服务机构  

在可能的情况下，教育部将在新设的小学场地旁边为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留出空间。这将有助于

新设的服务机构与学校建立密切的联系。 

教育部还将阐明对于目前租约的期望，包括建筑物的维护责任。 

 

4.4 与 Te Kōhanga 国家信托基金会共同设计一个合适的拨款模式  

Te Kōhanga Reo 是一个毛利发展项目，其目的是在文化框架内维护和加强毛利语言与理念，该

框架来自于 1982 年毛利长老们的想法。为了继续支持这一可贵的条款，教育部将与 Te 

Kōhanga Reo 国家信托基金会共同设计一个合适的、与怀唐伊法庭针对他们的主张所做的裁决

相一致的拨款模式。 

 

4.5 与 Playcentre 联合会共同设计一个合适的拨款模式 

Playcentre（即学龄前儿童游戏中心）作为一个宝贵的提供形式是新西兰独有的早期教育服务

机构的模式，它把家长视为其子女的首个也是最好的教育者。Playcentre 一般比教师领头的服

务机构的员工成本费用要低，因为家长或家庭是教育者。其行政管理费用可能没有充分地反映

在目前的拨款模式中。为了继续支持 playcentre，教育部将共同设计一个合适的拨款模式。 

 

4.6 考虑建立国家办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配有相关的研究项目 

在有些社区，可能没有可负担的、高质量的且具有文化回应能力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 

建议考虑建立三所完全由国家拨款的、国有国营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 

这些服务机构将帮助普及卫生健康和社会福利服务，支持家长和家庭以及儿童们的身心健康。

他们还可以设置研究项目来改进我们在支持身心健康以及向学校教育过渡方面的知识和理解。 

 

目标 5：早期教育系统持续创新、学习和改进 

5.1 建立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的创新中心  

建议教育部聘人来设计创新中心。设想是：这些中心让服务机构能够接触到创新专门技能和知

识以及研究伙伴，使之能够开展由从业者引导的创新和研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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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支持早期教育机构与其他教育服务机构合作  

合作对于分享良好实践以及支持向学校的过渡具有重要作用。 

建议提供更多的支持来帮助早期教育服务机构参与“教育社区”（Communities of Learning） | 

Kāhui Ako 中的学校，以及让他们参与其他的全部门以及跨部门合作。   

 

5.3 支持严格的内部评估来确保持续的改进  

建议教育部和 ERO 进行合作来支持服务机构评估他们自身的表现。这将加强 Te Whāriki 的使

用以及确保持续的改进。 

 

这对于家长和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 
 
提高质量  

这份计划中的很多项建议是旨在改进儿童们在早期教育服务机构中所得到的照顾、教

育和学习的质量。 

 
改善成人与儿童的比例，增加有资质的教师数量，以及提供持续稳定的照顾，应会带

来良好的结果，使儿童们体验到与成人的更积极的互动，有利于他们的教育和成长。 

 
投资于早教行业员工将有助于确保我们拥有足够的有能力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他们

全面反映出新西兰社会的多元化。使教师的薪资和条件更一致应会有助于吸引和留住

教师。条件的改善会使教师们有更多的时间与家长和家庭会面并让他们参与课程大纲

的规划，以及分享关于孩子们的信息。 

 

此外，通过支持研究和创新，我们预期早期教育部门将会学习和掌握关于如何更好地

支持儿童、家长以及家庭的新知识。 

 
 

改善公平 

目前教育部向早期教育服务机构提供一些额外的拨款来支持弱势社群。根据建议，要

对这一拨款进行审查，以确保拨款的数目充足以及最有效地支持那些需要的儿童。设

计进步工具的建议将会帮助教师们对儿童的学习教育和身心安康进行评估，以便根据

每个儿童的具体需要来进行调整，有针对性地施教。促进“全关爱”（wrap-around

）社会福利服务的普及也应当会更好地为儿童和 whānau 提供支持。 

 
 

赋予选择的能力 

根据建议，教育部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根据人口情况以及受家长和 whānau 欢迎的服

务种类来规划可以在哪里开设新的幼教服务中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提供 te 

reo Māori 教学的机构数量，以更好地支持儿童们升入以 Māori 语言为媒介的学校教育

和 k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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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情况下，教育部针对在何处以及在特定地点开设何种类型的服务所做的决定，

如发生一个低质量的服务中心被关闭或一个供应者被阻止扩大规模的情况，可能会导

致减少选择范围。 

 
关于对 ngā kōhanga reo 和学前儿童游戏中心所获得的拨款进行审核的建议，其目的

是为了确保这些颇受重视的服务得以维持和加强。向社区办的服务机构提供额外的管

理办法支持和管理支持，是旨在更好地支持本地的家长和社区所推动的各种项目。 

 
这会不会给家长和 whānau 带来更重的负担？ 

政府目前每年支出大约 18亿元用于早期教育的提供。这项拨款是以补助的形式按照儿

童出勤小时数发给服务机构的，每周最多 30小时（每天 6小时）。3岁以上儿童可获

得每周 20小时（“20小时 ECE”）的更高一个水平的拨款。大部分服务机构也收取费

用或向家长寻求其它捐助。虽然服务机构受政府管理和拨款资助，但他们是独立实体

，由其自己做经营上的决定。 

  

这份计划草案中的数项建议将会增加早期教育供给的成本。本计划草案的目的是继续

让家长们能负担得起，或者在某些因负担不起而影响儿童出勤的情况下，做出改善来

减轻负担。据预期，若使这些建议得以实施，政府将需要做出额外的资金投入。 

 

本计划草案的目的是要检验对每项建议的支持度。一旦收到反馈，将会做进一步的工

作来对于新提议的实施列出轻重缓急和做出规划。 
 

建议的分段实施步骤 
本草案计划中的目标和建议是相互依赖的，并将帮助塑造未来早期教育部门的体系结构。所建

议的分段步骤明确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实施内容，这将我们带上完全实现这一计划的愿景的

轨道。 

 

前提：实施最终的战略计划中的各项建议将取决于内阁对于每一条建议的批准以及将来的预

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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