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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学前教育

专业代码：160100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修业年限

3 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及代码
对应行业 职业类别 岗位类别

职业技能证

书

教育类

（16）
学前教育

幼儿教育、幼儿

教师

保育员、育婴

师、幼儿园教

师、幼儿艺术类

教师

保育员（中级）

育婴师（中级）

母婴护理（1+X

证书，初级）

说明：学生根据学习情况及专业技能方向考取相应职业技能证书。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知行合一，面向城乡各级各类幼儿园、早教机构，培

养掌握学前教育专业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较高综合素养，从事幼儿园保育、

教育等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素质、知识和能力：

1.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

华民族自豪感。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觉遵守行业法规、规范和学前教机构规章制

度，具备一定的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匠精神，创新思

维。

（3）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关爱学前儿童，诚实守信，责任心强，耐心细致，

做事认真。

（4）热爱学习，积极向上，具有一定的自我管理能力，理解职业生涯规划，

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以及行为习惯，锻炼

体魄，发展健全的心理和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培养 1-2 项运动爱好。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培养 1-2 项艺术爱好。

2.知识

（1）掌握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

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知识。

（3）掌握学前教育专业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掌握学前儿童卫生保健的基础

知识，熟悉幼儿园保教活动的目标、任务、内容和要求；掌握幼儿学习与发展的

基本知识，熟悉幼儿教育目标、策略和基本方法；掌握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活动

的内容、目标、实施方法等基本知识；

（4）掌握一定的乐理、视唱、乐器演奏、舞蹈、绘画、环创、艺术赏析等

基本知识。

（5）初步掌握 0-3 岁婴幼儿抚育和教育的有关知识。

3.能力

（1）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审美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具备幼儿园一日生活的组织与管理能力，能将教育合理渗透到幼儿生

活的各环节中；能够科学照料幼儿日常生活，做好常规管理工作；能够及时处理

幼儿的常见疾病与突发事故。

（4）能初步观察与解释幼儿行为所表达的心理需求；能和幼儿建立信任，

尊重个体差异，主动了解和满足有益于幼儿身心发展的不同需求。

（5）具备幼儿园教育活动与游戏的组织实施能力；能与幼儿友好相处、交

往、互动与合作，能调动家庭和社会的幼儿教育要素。

（6）掌握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方法与技能；能够运用多种方式公平、

全面地评价幼儿；及时发现和赏识幼儿的进步，注重激发和保护幼儿的积极性、

自信心。

（7）掌握幼儿园班级管理的基本技能，具备家长工作指导能力。

（8）具有幼儿文学作品的阅读、分析、欣赏与评价能力。

（9）掌握键盘、乐器演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能正确演奏不同内容、

风格的简单器乐作品，具有为幼儿歌曲编配简单伴奏的能力。

（10）具备辅导幼儿形体训练、指导幼儿舞蹈排练的能力。

（11）掌握歌曲演唱的基本技能，能够指导幼儿学唱和表演，排练合唱， 具

有边弹边唱幼儿歌曲的能力。

（12）掌握绘画、图案、简笔画及手工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够指导幼

儿学习绘画；能够恰当、熟练运用简笔画；能选择适宜材料、运用正确的技法开

展手工制作。

（13）理解幼儿园教育环境创设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能设计制作墙饰，能够

合理利用资源，为幼儿提供适宜的游戏材料；能够创设有助于促进幼儿健康成长、

学习、游戏的教育环境。

（14）掌握婴幼儿教养活动的方法与基本技能，能初步运用婴幼儿教养知识

开展并指导家长进行早期教育。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公共基础课，全面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统一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结合实习实

训强化劳动教育，明确劳动教育时间，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教育引导学生

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加强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深化体育、美育教学改革，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提高学生

审美和人文素养。

公共基础课包括思想政治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历史、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职业素养等，以及国家安全教育、节能减排、绿色环保、金融知

识、社会责任、人口资源、海洋科学、管理等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方面的选修课

程、拓展课程或专题讲座（活动），并将有关知识融入到专业教学和社会实践中。

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职业素养为限定选修课。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和专业技能方向课，实习实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

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训、综合实训、顶岗实习等多种形式。

（一）公共基础课程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和教学要求

参考

学时

1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培养中职生“政治认同、职

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

格、公共参与”的思想政治

学科核心素养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2

心理健康

与职业生

涯

培养中职生“政治认同、职

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

格、公共参与”的思想政治

学科核心素养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心理康

与职业生涯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3
哲学与人

生

培养中职生“政治认同、职

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

格、公共参与”的思想政治

学科核心素养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哲学与

人生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

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4
职业道德

与法治

培养中职生“政治认同、职

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

格、公共参与”的思想政治

学科核心素养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

德与法治课程标准》开设，并与

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5 语文
培养中职生“语言理解与运

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

发现与鉴赏、文化传承与参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语文课

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

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80



与”的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6 数学

培养学生“数学运算、直观

想象、数据分析、逻辑推理、

数学抽象、数学建模”的数

学学科核心素养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数学课

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

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80

7 英语
培养中职生英语“语言运用

能力，文化鉴赏能力，思维

活跃能力，学习提升能力”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

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

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44

8 信息技术
培养学生计算机应用的实

际操作能力和文字处理、数

据处理、信息获取等能力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信息技

术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实

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08

9
体育与健

康

培养中职生“运动能力、健

康行为、体育品格”的体育

与健康学科核心素养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

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44

10 历史

培养学生“唯物史观、时空

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

家国情怀”的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历史课

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

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11 艺术

增强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

自信，培养学生艺术欣赏能

力，提高学生文化品味和审

美素质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艺术课

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实际和

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12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培养和增强中职生对中华

文化的文化认同、文化自信

和精神自觉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课程标准》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13 职业素养
培养和提升中职生的职业

素养和职业能力，如团队合

作能力、有效沟通能力等

依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素

养课程标准》开设，并与专业实

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二）专业（技能）课程

1.专业（技能）课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目标 主要内容和教学要求
参考

学时

1 学前教育学

掌握科学的儿童观,教育观

和教师观，掌握幼儿教育学

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

观念，具备观察了解幼儿的

技能，与幼儿家长沟通的技

能，掌握设计与组织幼儿园

教学，游戏，活动，娱乐等

活动的技能。

学前教育基础知识和幼儿教育的

一般原理，幼儿体育、智育、德育、

美育的内容，幼儿园教学、游戏、

日常生活、幼小衔接等知识。能根

据学前教育发展对幼儿园教师的

实际需要，学会从事幼教工作所需

的教育教学技能，会正确运用幼儿

园教育的基本方法与技能解释、解

决常见幼儿教育问题

36



2
学前儿童发

展心理学

掌握幼儿园教学工作必需的

心理学知识，了解幼儿心理

的年龄特点、发展趋势，运

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教学问

题的初步能力，逐步树立热

爱幼教事业的专业思想和提

高自身素质的自觉性。了解

幼儿心理学的一般问题，建

立理论框架 熟悉幼儿的认

知和言语发展的有关知识了

解幼儿的情绪、个性与社会

性发展的关系 熟悉幼儿在

活动中的心理

学前儿童的认知、情绪和情感、社

会化、个性和心理健康等方面发展

规律和各年龄阶段发展的特征；儿

童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初步掌握

了解幼儿心理的主要方法； 知道

幼儿学习的主要方式和特点；观察

与解释幼儿的行为，能够正确判

断、解释和说明有关心理现象和问

题， 解决一般的幼儿心理问题

36

3
学前儿童卫

生与保育

掌握人体的基本形态和结

构，掌握学前儿童八大系统

及感觉器官的保育要点，掌

握测量幼儿身高,头围的正

确方法，能够运用营养学基

础知识及配膳原则对幼儿食

谱进行分析评价，掌握幼儿

常见意外初步处理的方法，

能够熟练地进行体温测量，

物理降温，滴眼药,鼻腔滴

药，及外耳道滴药等。

具备较高的卫生保健和心理

调适能力素质。

学前儿童解剖生理特点、生长发育

规律及健康评价； 学前儿童所需

营养的相关知识，并了解托幼机构

的膳食管理；学前儿童常见疾病及

心理卫生问题的基础知识，基本急

救措施及教育对策；了解教育环境

创设及教育过程中的卫生要求，熟

悉幼儿园的卫生保健制度；提高幼

儿卫生保健实操能力

36

4

幼儿教育活

动设计与指

导

掌握幼儿园语言，科学，社

会，健康，艺术（美术和音

乐）五大领域的教学组织与

指导。能够判断和分析出幼

儿园教学活动案例中所使用

的方法，能进行简单的幼儿

园活动片段设计，并尝试进

行课堂试讲。

幼儿语言发展的特点，各年龄段语

言领域教育活动，能够对幼儿语言

教育活动实效进行评价。

幼儿健康发展的特点，各年龄段健

康领域教育活动方案，体育课、早

操活动、户外体育活动实施指导方

法。

幼儿科学（数学）发展的特点，幼

儿科学教育活动的组织方法、形式

和特点设计幼儿园科学领域的教

育活动方案， 组织实施科学小实

验、数概念认知活动方法。

幼儿音乐、美术发展的特点，幼儿

艺术活动的组织方法、形式和特点

设计幼儿园音乐、美术教育活动方

案，歌唱活动、韵律活动、绘画活

动、手工制作活动、欣赏活动的组

72



织过程；并初步尝试评价幼儿的美

术作品

幼儿社会认识发展的特点，幼儿社

会活动的组织方法、形式和特点设

计、实施幼儿园社会领域教育活动

方案，认识自我、认识社会环境的

组织过程

5 美术

掌握简笔画、设计与工艺等

方面的基础知识与技能。

了解中外美术发展史的大体

脉络。

了解儿童美术发展的特点与

教学方法。

图案、色彩、平面设计知识；基本

绘画技能及简笔画法，临摹、幼儿

园活动需要的美术作品和教学简

笔画，指导幼儿绘画创作的方法。 72

6 手工

掌握手工制作的基础方法、

技巧、教学组织、教学设计、

合理实施教学。

具有敏锐地发现、运用各种

材料进行艺术创作的能力。

具备一定的手工技能和造型

技巧。

折纸、剪纸、泥工等各类手工技

法，根据幼儿园环境创设、教学活

动的要求，开展各类手工制作及简

单玩教具的制作，能教会幼儿掌握

一些基本的手工技能。
72

7 钢琴

能够正确掌握钢琴的演奏方

法和触键技巧，学会音乐语

汇和内涵，提高音乐表现力

和音乐审美能力，培养学生

的读谱能力和初级演奏能

力。

键盘乐器演奏的基础知识和基本

技能，演奏不同内容、风格的键盘

乐器简单作品，幼儿歌曲简易伴奏

的编配
144

8 舞蹈

掌握舞蹈的基本动作；了解

舞蹈的发展历史及渊源；提

高艺术感知能力和审美能

力，培养良好的艺术素养，

热爱艺术与生活，为各专业

方向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学会编创简单的舞蹈组合，

培养独立的舞蹈编排能力。

把舞蹈课与相关课程有机结

合起来。掌握舞蹈教学法，

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

我国几种主要民族舞蹈的基本步

伐和动作组合、儿童舞的基本舞步

和动作组合、幼儿模仿动作、幼儿

表演舞和音乐游戏；了解幼儿舞蹈

的特点，能够初步编排与指导幼儿

舞蹈 144

9
幼儿歌曲弹

唱

熟识乐谱，键盘乐理知识；

掌握钢琴演奏及儿歌弹唱的

基本技法和知识，掌握儿童

歌曲即兴伴奏的理论知识及

幼儿音乐教学的方法知识。

声乐基础知识和歌唱的技能技巧，

能分析处理一般声乐作品，准确地

表现歌曲的内涵与情感，有表情地

演唱不同风格的歌曲和幼儿歌曲，

有一定的歌唱能力；能手口协调地

72



熟练地钢琴演奏与弹唱能

力，钢琴即兴伴奏的编配能

力良好的音乐感，节奏感及

音乐理解力，表现力，开展

幼儿园音乐教学活动的组织

能力及良好的人际沟通与协

调能力。

边弹边唱幼儿歌曲。

10
蒙特梭利教

法课

掌握蒙特梭利理的课程体

系，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掌握蒙特梭利五大领域教具

操作方法，根据实际需要制

作，拓展蒙特梭利教具。把

蒙特梭利教育法理念应用于

幼儿教育。

蒙特梭利日常生活教育的理论及

教具的操作及应用，蒙特梭利感官

教育的理论及教具的操作及应用，

蒙特梭利数学教育的理论及教具

的操作及应用，蒙特梭利语言教育

的理论及教具的操作及应用，蒙特

梭利科学文化教育的理论及教具

的操作及应用

144

11 打击乐

掌握打击乐器的使用方法，

学会正确的演奏方法；能够

正确选择乐器，使用打击乐

器参与歌曲演唱，表演能力；

掌握打击乐与幼儿教育的有

效结合。

非洲鼓及小军鼓的基本演奏方法

与技巧；

非洲鼓及小军鼓表演能力练习及

幼儿打击乐音乐教学法
144

12 奥尔夫音乐

熟悉并掌握音乐艺术的特殊

性和音乐教育的特点，即音

乐教育是音乐艺术与幼儿教

育的交融。掌握奥尔夫音乐

游戏教育的操作技巧和方

法，熟练运用各种奥尔夫乐

器，具有较好的节奏感。

奥尔夫音乐的理论知识及乐理基

本知识，乐器结合节奏训练，以各

种形式进行音乐游戏训练，提高奥

尔夫音乐教学法的应用。 72



2. 专业选修课

（1）幼儿园班级管理

（2）幼儿园教师口语

（3）合唱

3.综合实训

综合实训是在学完本专业所有专业技能课的基础上，以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教

学目标，通过与企业合作开发综合实训项目，强调实训的任务性、结果性，以获得合乎

企业要求的产品或符合职业要求的规范操作为目的，实训尽量在企业进行，按企业标准

管理和考核学生，一般安排在第 5学期。

4.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是本专业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岗位工作能力培养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要

认真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保证学

生顶岗实习的岗位与其所学专业面向的岗位群基本一致。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下，

可根据实际需要，通过校企合作，实行工学交替、多学期、分阶段安排学生实习。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含复习考试），累计假期 12 周，周学时一般

为28学时，顶岗实习按每周30小时（1小时折合1学时）安排，3年总学时数为3000—3300。

课程开设顺序和周学时安排，以每学期的实施性教学计划为准。一般 16-18 学时为 1学

分，3年制总学分不得少于 170。军训、劳动教育、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活动以 1周为

1学分，共 6学分。

公共基础课学时占总学时的 1/3，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必须保证开齐、开足公共基础

课的必修内容和学时。专业技能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2/3，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下，

可根据实际需要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行业企业认知实习应安排在第一学年。课

程设置中应设选修课，其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应不少于 10%。强化实践环节，加强实践

性教学，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数的 50%以上。教学进程安排表如下：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课

程

名

称

课

程

编

码

学

时

学

分

学期课程安排 考

核

方

式

学

时

比

例

1 2 3 4 5 6

公 必 思政 G00028 144 8 √ √ √ √ 过程 公共



共

基

础

课

程

修

课

和

结果

评价

相结

合

基础

课占

总课

时的

33%

语文 G00015 180 10 √ √ √ √

历史 G00031 36 2 √

数学 G00018 180 10 √ √ √ √

英语 G00025 144 8 √ √ √ √

信息技术 G00011 108 6 √ √

体育与

健康
G00021

144 8 √ √ √ √

艺术 G00007 36 2 √

限选

课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G00032

36 2 √

职业素养 G00033 36 2 √

公共基础课小计 1044 58 14 14 12 14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专业

核心

课

学前教育

学

Z30104 36 2 √

理实

一体

考

核、

校企

双元

评价

实践

性教

学学

时占

总学

时的

52%

学前儿童

发展心理

学

Z30105 36 2 √

学前儿童

卫生与保

健

Z30083 36 2 √

幼儿教育

活动设计

与指导

Z30149 72 4 √ √

美术 Z30114 72 4 √ √

手工 Z30140 72 4 √ √

钢琴 Z30085 144 8 √ √

舞蹈 Z30251 144 8 √ √ √ √

幼儿歌曲

弹唱

Z30102 72 4 √ √

专业 蒙特梭利 Z30110 144 8 √ √ √ √



技能

（

方

向）

课

教法课

打击乐 Z30256 144 8 √ √ √ √

奥尔夫音

乐

Z30141 72 4 √ √

综合实训 504 28 √

顶岗实习 540 30 √

专业技能课小计 2088 116 14 14 16 14 28 30

合计 3132 182 28 28 28 28 28 30

社会综

合实践

活动

军 训 2周 2 √

入学教育 1周 1 √

劳动教育 4周 4 √ √ √ √

毕业教育 1周 1 √

备注：“√”表示建议相应课程开设的学期。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

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本专业专任教师的学历职称结构合

理，至少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 12 人；建立“双师型”教

师团队，其中“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60%；有业务水平较高的专业带头人 1-2 名。

专业专任教师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和相关专业资格证书，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时，有仁爱之心，对本专业课程有较为全面的了解，熟悉教学规

律，了解和关注学前教育行业动态与发展方向，具备积极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实施的能

力。聘请行业企业高技能人才担任专业兼职教师，兼职教师具有高级以上职业资格或中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能够参与本专业授课、讲座等教学活动。

（二）教学设施

本专业配备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室配置如下：



序

号

实训室

名称

主要实训

内容

设备

名称

设备主要功能

（技术参数与要求）

数量

（台

/套）

备注

1
钢琴实

训室

钢琴教学及

练习

钢琴 乐器，实训 6

电钢琴 乐器，实训 90

多媒体教学

设备

课程讲授、教学资源

使用
2

2
打击乐

实训室

打击乐教学

及练习

非洲鼓 乐器、实训 50

哑鼓 乐器、实训 50

奥尔夫乐器 乐器、实训 1

鼓槌 乐器配件、实训 50

谱架 乐器配件、实训 50

多媒体教学

设备

课程讲授、教学资源

使用
2

3

蒙特梭

利实训

室

蒙氏理论教

学及教具展

示训练

蒙特梭利五

大领域教具
教具、实训 1

教具柜 教学设施、教具陈列 14

实木桌 教学设施 7

实木椅 教学设施 50

蒙氏专用工

作毯
教具、实训 75

蒙特梭利箴

言挂画
教学设施 1

4

学前教

育活动

综合实

训室

幼儿教育活

动实践教学

玩具 教具 1

娃娃家系列 教具 1

绘本 教具 1

玩具收纳柜 教学设施 1

椅子 教学设施 50



桌子 教学设施 7

书架 教学设施 1

5

美术手

工实训

室

绘画与手工

教学与实训

移动美工台 教学设施 1

展示柜 教学设施 1

储物柜 教学设施 1

美工材料及

工具
教具 1

6
舞 蹈 教

室

舞蹈基础、

幼儿舞蹈创

编等实训

更衣室 教学设施 1

矮柜 教学设施 1

触摸一体机 教学设施 1

把杆 教学设施 3

音响设备 教学设施 1

镜子 教学设施 1

校外实习基地是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有助于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其建设

程度直接关系到校外实践教学的实施效果和质量。校外实习基地实现校企共建、共管，

学生实现共同评价。校企之间关系稳定，能够承接学生进行生产实习、顶岗实习等实践

教学环节，并且能够实现人员互聘，实现学生共管共育；本专业校外实习基地能够根据

培养目标要求和实践教学内容，校企合作共同制订实习计划和教学标准，精心编排教学

设计并组织、管理教学过程，共同开发实践教学课程、编写实践指导教材等。通过校外

实习基地的锻炼，使学生获得生产实践技能，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三）教学资源

在教材选用方面，选用国家规划的职业教育教材和行业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在

内容上选择贴切专业发展，符合中职学生学习特点，结合学校自身实际教学情况和教学

安排来选用教材；也可以选用校企合作企业提供的教材。如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教育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或重点建设教材、校企合作特色教材以及校内自编

教材或活页教材。

在图书文献配备及数字资源库方面，图书馆配备相当数量的专业学习资料，专业标

准和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相关手册，国内外的专业资料等。充分利用学校已经建成的

智慧校园、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以及国家职业教育精品课程网络等服务教学。

（四）教学方法



结合课程特点、教学条件等情况，针对学生实际学情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注重启

发式、讨论式、案例教学、项目教学、任务驱动、情景教学等行动导向教学方法的综合

运用。鼓励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习主动性，培养实干精神和创新意识。注重多种教学

手段相结合，例如：讲授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视频演示与认知实习相结合，教师示范

与真实体验相结合，虚拟仿真与实际操作相结合，专项技术教学与综合实际应用相结合

等。

（五）学习评价

对学生的学业评价体现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即教师评价、学

生相互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部分专业课程可以聘请企业教师参与评价；专业课程的

考核评价尽量减少理论考试方式，而应以实操考核、项目考核和过程考核为主，学习过

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评价内容应涵盖情感态度、岗位能力、职业行为、知识

点的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完成任务的质量等。

关于顶岗实习课程的评价，成立由企业（兼职）指导教师、专业指导教师和班主任

组成的考核组，主要对学生在顶岗实习期间的劳动纪律、工作态度、团队合作精神、人

际沟通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和任务完成等方面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六）质量管理

坚决贯彻立德树人，知行合一，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

建立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改机制，健全学前教育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

完善课堂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设等

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

格。

完善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

设水平与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健全巡课、听课、评教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的实践

教学环节监督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

研活动。同时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

毕业生就业情况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并充分利用评

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九、毕业要求

通过学前专业三年的学习，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及修满规定的学分，成绩

合格，并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品质和优良的职业素养，同时掌握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



准予毕业。

十、附录

学期教学进程安排表、变更审批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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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
	专业专任教师具有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和相关专业资格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时，有仁
	（二）教学设施
	本专业配备校内实训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校内实训室配置如下：
	序
	号
	实训室
	名称
	主要实训
	内容
	设备
	名称
	设备主要功能
	（技术参数与要求）
	数量
	（台/套）
	备注
	1
	钢琴实训室
	钢琴教学及练习
	钢琴
	乐器，实训
	6
	电钢琴
	乐器，实训
	90
	多媒体教学设备
	课程讲授、教学资源使用
	2
	2
	打击乐实训室
	打击乐教学及练习
	非洲鼓
	乐器、实训
	50
	哑鼓
	乐器、实训
	50
	奥尔夫乐器
	乐器、实训
	1
	鼓槌
	乐器配件、实训
	50
	谱架
	乐器配件、实训
	50
	多媒体教学设备
	课程讲授、教学资源使用
	2
	3
	蒙特梭利实训室
	蒙氏理论教学及教具展示训练
	蒙特梭利五大领域教具
	教具、实训
	1
	教具柜
	教学设施、教具陈列
	14
	实木桌
	教学设施
	7
	实木椅
	教学设施
	50
	蒙氏专用工作毯
	教具、实训
	75
	蒙特梭利箴言挂画
	教学设施
	1
	4
	学前教育活动综合实训室
	幼儿教育活动实践教学
	玩具
	教具
	1
	娃娃家系列
	教具
	1
	绘本
	教具
	1
	玩具收纳柜
	教学设施
	1
	椅子
	教学设施
	50
	桌子
	教学设施
	7
	书架
	教学设施
	1
	5
	美术手工实训室
	绘画与手工教学与实训
	移动美工台
	教学设施
	1
	展示柜
	教学设施
	1
	储物柜
	教学设施
	1
	美工材料及工具
	教具
	1
	6
	舞蹈教室
	舞蹈基础、幼儿舞蹈创编等实训
	更衣室
	教学设施
	1
	矮柜
	教学设施
	1
	触摸一体机
	教学设施
	1
	把杆
	教学设施
	3
	音响设备
	教学设施
	1
	镜子
	教学设施
	1
	校外实习基地是专业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有助于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其建设程度直接关系到校外实践教学
	（三）教学资源
	在教材选用方面，选用国家规划的职业教育教材和行业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在内容上选择贴切专业发展，符合
	在图书文献配备及数字资源库方面，图书馆配备相当数量的专业学习资料，专业标准和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相关
	（四）教学方法
	结合课程特点、教学条件等情况，针对学生实际学情实施理实一体化教学，注重启发式、讨论式、案例教学、项目
	（五）学习评价
	对学生的学业评价体现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即教师评价、学生相互评价与自我评价相结合，
	关于顶岗实习课程的评价，成立由企业（兼职）指导教师、专业指导教师和班主任组成的考核组，主要对学生在顶
	（六）质量管理
	坚决贯彻立德树人，知行合一，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指导思想，建立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和教学
	完善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与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
	九、毕业要求
	通过学前专业三年的学习，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及修满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并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品
	十、附录
	学期教学进程安排表、变更审批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