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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al is the leader of the kindergarten, who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indergarten; the level of their professional quality is related to the quality of
the kindergarten. The former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ttee and la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have
issued documents to give guidance on the job training for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but the curriculum setting for kindergarten principals has not been made clear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 provisions. On the basis of fully interpreting the documents and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takes the
short-term kindergarten principal training class as an example to construct the training course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which can be taken as a reference and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improving
the kindergarten principal qualification training work.

Keywords
Kindergarten Principal, Qualifications, Training Courses, Short-Term Class

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的课程体系构建
与实施探索
——以短期班为例
孙天义
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信阳

文章引用: 孙天义. 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的课程体系构建与实施探索——以短期班为例[J]. 职业教育, 2020, 9(2):
94-98. DOI: 10.12677/ve.2020.92015

孙天义

收稿日期：2020年3月6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18日；发布日期：2020年3月25日

摘

要

园长是幼儿园的领导者，对幼儿园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专业素养的高低关乎整个幼儿园的
办园质量。原国家教委和后来的教育部都曾颁布文件，对开展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工作给出指导意见，
但对幼儿园园长培训的课程设置等未做明确要求和具体规定。文章在充分解读文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
以幼儿园园长培训短期班为例，构建培训课程及实施方案，可作为参考，且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幼儿园园
长任职资格的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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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幼儿园是孩子的启蒙教育场所，更是学前教育的重要机构，它关系到儿童今后的生存与发展[1]。学
前教育作为基础教育中的基础，关系到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成败，也是义务教育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
而园长是履行幼儿园领导与管理工作的专业人员，肩负着规划幼儿园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保育教
育、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适外部环境等重要职责。因此，幼儿园园长是学前教育及其发展
的关键，基于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构建和实施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的课程体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 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发展状况
园长是幼儿园的领导者，对幼儿园的建设和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专业素养的高低关乎整个幼儿
园的办园质量。有研究表明，园长对待教师的方式、与教师相处的状况会间接影响教师对幼儿的态度、
教师的士气，乃至教师的教学意愿与教学品质。园长对幼儿园的发展、组织气氛、教师工作满意度以及
幼儿的发展等都有极高的相关性。因此，各国都大力加强园长的培训工作，培训方式和课程也各不相同。

2.1. 国外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发展状况
美国是世界上学前教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各级政府通过高质量的项目为早期教育工作者提供在
职培训的机会，以促进早期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发展。如北卡罗莱那州的新世纪领导培训项目、路易斯
安那州校长实习生项目、新泽西州的领导力等系列培训项目，均是以园长为培训对象[2] [3]。英国的领导
者发展模型，则是一项长达 10 个月的园长培训项目，它非常关注园长在开展项目时自身角色的发展情况
[4]。另一个较有影响力的是澳大利亚的以“理解、重视自身的领导力”为培训目的项目。它鼓励园长积
极探索领导力方面的理论和内容，为园长提供了更多思考领导力的方式[5]。

2.2. 国内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发展状况
长期以来，相比于中小学校长的任职资格与培训办法，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要求与培训办法并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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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6]。1996 年，国家教委曾颁布了《全国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职责和岗位要求(试行)》和《关于开展幼
儿园园长岗位培训工作的意见》，虽然对园长的任职资格提出了一些具体规定，对园长的培训工作提出
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化要求，但对园长究竟应掌握哪些知识和能力并未作明确规定。1999 年教育部颁布《中
小学校长培训规定》，指出园长培训参照此规定执行，新任园长必须参加“任职资格培训”，获得证书，
持证上岗。但实践中因政府财政投入太少、公办幼儿园比例太小、社会团体和非营利性组织举办的幼儿
园太少，以及幼儿园市场化等问题突出，对园长的培训工作实际上进入了停滞状态。尽管近年来有关学
前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也涉及园长培训和专业发展的问题，但培训课程内容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和说明[7]。
如 2015 年 1 月教育部印发了《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从规划幼儿园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保育教
育、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适外部环境等六个方面对幼儿园园长的专业素质提出了基本要求。
然而，幼儿园园长培训还是参照 1996 年的《全国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指导性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对
关键的培训课程设置，则尤其缺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幼儿园阶段教育未纳入国家义务教育，国家未
出台具体的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幼儿园园长培训也较少，且缺乏统一的培训
课程设置；另一方面，不同的幼儿园在规模和发展水平上差别太大，设置培训课程的难度也大。
由此可见，国外幼儿园培训注重园长的领导力，有较为成熟的系统化项目促进幼儿园园长的成长和发
展。国内幼儿园园长培训虽然有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但培训内容还是延续上世纪的文件要求，培训也仅仅
停留在目标描述上，缺乏具体的标准化课程体系；另一方面，对培训实施的效果缺乏可以量化的评估监测。

3. 幼儿园园长培训的课程体系构建和实施探索
充分研究国家教委《全国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指导性教学计划(试行草案)》和教育部《幼儿园园长专
业标准》，并组织专业人员对部分幼儿园园长，幼儿园教师及幼儿家长进行访谈和调研，探讨幼儿园教育
的现状及存在的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模块化的幼儿园园长综合培训课程体系。由于当前幼儿园园长
培训课程体系的构建是一种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易于从短期培训入手，设置课程模块，以便根
据培训的时长和目标，可以保持课程模块不变，调整课程体系的具体课程或专题，培训学时做相应变化。
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幼儿园管理实践都对幼儿园园长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待，幼
儿园园长的培训课程只有紧跟潮流，与时俱进，才能满足现实需求。而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体系是否适
合园长的需求，是否可以推广实施，这需要对培训的效果进行评估。这里拟采用改编的威斯康辛大学教
授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四级培训评估模式对幼儿园培训课程体系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3.1. 幼儿园园长培训短期班的课程体系构建
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体系含六个课程模块，对应为幼儿园发展规划课程模块、营造育人文化课程模
块、保育教育课程模块、幼儿园教师成长课程模块、内部管理课程模块和外部环境优化课程模块。
对于短期的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而言，具体课程设计如图 1 所示，培训时间一个半月，共计 288
个学时。每一个课程模块包含一门主体课程和几个专题，如“幼儿园发展规划课程模块(36 学时)”，旨
在依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和相关的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幼儿园发展规划，凝聚教职工智慧，建立共同发展愿
景，明确发展目标，形成办园合力。这里的《幼儿园教育规划》(24 学时)是主体课程，对幼儿园的基本
定位及发展做以部署，是课程模块的框架；《幼儿园工作规程》(4 学时)为幼儿园运转的基本要求，是课
程模块实现的保障；《特色幼儿园创建》(4 学时)为幼儿园提升核心竞争力，彰显课程模块的特色；《园
长领导艺术专题》(4 学时)为园长凝聚员工智慧，引领幼儿园发展提供借鉴，是课程模块实现的又一保障。
该培训的课程体系不同于已有培训课，是依据《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并结合《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而构建，幼儿园教育的与时俱进的特色得以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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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Example for the short-term training curriculum system of kindergarten principal
图 1. 幼儿园园长短期培训的课程体系示例

3.2. 幼儿园园长培训短期班课程的施测及评估
改变以往仅培训结束后学员写感受，培训机构写总结的描述性评估，采用实验的方法，设定可以数
量化的考核题目，以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前测后测数据结果来评估培训课程体系的效果。通过柯克帕特里
克(Kirkpatrick)的四级培训评估模式对幼儿园培训课程体系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具体如表 1 所示。其中反
应评估(Reaction)是评估被培训园长的满意程度；学习评估(Learning)测定被培训园长的学习获得程度；行
为评估(Behavior)考察被培训园长的知识运用和能力提升程度；成果评估(Result)是计算培训创出业绩增长。
该评估方案可以对参加培训的幼儿园园长进行培训期间和培训后的跟踪测试，以数据量化的结果检验该
课程体系的培训效果。
Table 1. Evaluation scheme of training
表 1. 培训评估方案
评估层级

评估内容

评估方式

实施时间

Level 1
课程内容，讲师，
反应评估
教教材，场地等；
(Reaction)

现场小组座谈、园长访谈等。
组织园长填写“培训效果评
估表”

课程
期间

Level 2 掌握知识和技能的
学习评估 程度，如园长吸收/
(Learning) 会操作的程度等；

组织园长考试、测评或现场
实操，设置课后作业(试卷/题
目由培训师设计和评定)

评估重点
学员反应：针对参训园长就培训课
程及学习过程的满意度进行评估

学习效果：针对参训园长就知识的
课程
把握程度和效果进行考试或操作实
结束时
施评估

评估产出
培训效果
评估表
园长成绩单、
作业成果文件

行为改变：针对参训园长回到工作
Level 3
训后行动跟进，园长 上级，同事，下属等通过观察 训后
行为评估
岗位后，其管理行为是否因培训而
训后工作行为的改变； 评估，以及园长自我评估等
3~6 个月
(Behavior)
有预期中的改变进行评估

训后行动
计划实施
与跟进报告

Level 4
是否对幼儿园的管理
成果评估
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Result)

园长绩效
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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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构建幼儿园园长任职资格培训的课程体系，有效避免长期以来幼儿园园长培训课程内容陈旧的不足，
实现幼儿园园长综合素质提升。通过构建基于模块的课程体系，最大限度地提升幼儿园园长综合业务知
识水平、拓展教育管理的视野。改革培训评估方案，充分发挥课程模块的教育合力。改变以往纯粹描述
性探讨有余而数据不足的局面，坚持基于实验研究的数据进行量化评估。采用四级培训评估模式，设定
幼儿园园长教育及管理的综合水平测验，对参加培训的园长分别做培训期间的实时测验和培训后的跟踪
测验，量化培训的效果，检验基于模块化的培训课程体系的优势。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促使幼
儿园园长培训效果最大化，快速培养出符合专业标准的幼儿园园长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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