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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专业中高职衔接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一、调研背景

根据《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

[2011]9 号）与《关于开展中高职衔接试点工作的通知》（湘教通[2014]144 号）

2个文件精神，为了进一步推进中高职协调发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对我

校开展的学前教育专业中高职人才衔接培养项目进行调研。

2010 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把学前教育放在未来教育发展的重要位置。《纲要》规划到 2015 年全国

幼儿在园人数要达 3530 万人,2020 年全国幼儿在园人数要达 4000 万人，并提出

全面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

育，重视 0-3 岁婴幼儿教育；强调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加强幼儿教师

队伍建设。近年来，湖南省围绕建设教育强省的战略目标，积极推进各类教育均

衡协调发展，学前教育逐步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二、调研目的

为了更准确地定位学前教育人才培养的目标，为湖南省和岳阳市培养合格的

幼儿教师，我们全面了解湖南省学前教育的发展现状，对岳阳市各区、县(市)、

场的幼儿教师总体状况做了详细的了解与深入调研，并到长沙、娄底、永州等地

详细了解不同类型幼儿园的办园情况，对湖南省比较有代表性的中职学校办学情

况进行全面调研，还对我校已经毕业的中高职衔接培养学生进行了调研。针对此

次调研反馈的相关信息，我们将对专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修改和完善，

并结合当前中高职学生的发展需求拓展学前教育专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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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研对象

调研对象：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共三大类。

1.幼儿园

湖南省内的长沙市、岳阳市、娄底市、永州市等 20 余家幼儿园和幼教机构，

以及广东省的扬帆教育集团、深圳新舟文化有限公司、广州友才教育集团共 20

余家幼儿园；了解幼儿园对不同岗位教师知识、能力、职业素养要求情况。

2.中等职业学校

主要调研湖南省几所比较有代表性的中等职业学校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课

程体系及每年的招生情况等。

3.毕业生

主要调研中、高职学前教育专业对口就业及就业后工作变动情况，从经历的

角度对学校人才培养和课程体系提出建议。

四、调研形式

1.问卷调查：编制问卷，请幼儿园相关人员和毕业生通过手机问卷程序在线

作答；

2.访谈调查：邀请行业专家专题研讨；访谈园所负责人等行业专家，采集专

业人才需求信息；

3.网上调查：到网上搜索有关人才需求、课程设置、教学计划等信息。

五、调研情况与分析

市场调研是人才需求与专业改革的起点，结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调查当前相

关行业的人才结构现状、专业发展趋势、人才需求状况、岗位工种需求、岗位对

知识能力的要求、相应的职业资格层次和学生就业去向等。从中把握行业、园所

的人才需求与高职学校的人才培养现状，将专业教育融入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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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职业分析的基础上，对岗位群进行分析，对所需要共同的知识、技能和态

度上职业（岗位）进行合并，进而形成一种建立在职业分析基础上符合教育规律

的教育“载体”，明确专业人才培养定位。

（一）调研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活动共发放调查问卷 200 余份，回收 172 份，回收率为 86%，其中

有效问卷 150 份，有效率为 87%。截止到调研结束，我们共调研 40 余家幼儿园，

涉及公办和民办幼儿园，在地方上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研的基本情况如下：

我们学前教育专业建设团队自 2019 年 9 月上旬，深入中高职衔接学生来源

地的幼儿园、深入现场进行调研，举办了由幼儿院院长、教学主任、骨干教师，

中职毕业生和中高职衔接顶岗实习学生参加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幼儿园对学前教

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为了更加全面收集建设信息，了解幼儿园管

理者、幼儿教师、中高职衔接毕业生（含中职生）、顶岗实习（试点专业）的学

生对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人才类型、技能层次、基本

素质等方面，通过网络的方式也进行了广泛的调研。

（二）行业背景与人才需求状况分析

1.行业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基本普及学前教育。到 2020

年，要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

教育，《纲要》还提出，要把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城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规划，

在大力发展公办幼儿园的同时，要积极扶持民办幼儿园，加强学前教育管理，规

范办园行为，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

儿教师整体师资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要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

努力提高农村学前教育普及程度。

2.学前教育专业人才行业发展现状与需求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幼儿教育事业在我国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幼教事业的发展迅速，对于幼儿教师的和管理人

员的要求骤增。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尽管近年来全国各地一些院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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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了学前教育专业，加大了培养幼儿教师的规模，仍然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

专业幼儿教师缺口很大。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人们对学前教育重视程度的提高，

学前教育需求与学前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日渐突出，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和学前教

育入园难，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各项政策和指导性措施

陆续推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调研园所的人才结构及来源

对园所的人才结构及来源从调研结果中显示：相关幼儿园教育教学人才的学

历主要包括研究生学历、本科学历、大专学历、中职学历等，他们绝大部分直接

从中职、高职和大专院校等学生中招聘，也有一小部分从社会招聘的人员和园所

自行培养的人员，人员整体平均年龄低。但实际上，园所对专业理论知识要求也

是比较看重的，调研情况分析见下图。

园所中除了需要专业的幼儿教师和保育人员；对具备更高更全面素质的专业

幼儿教育者需求率也较高。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如舞蹈、美术、声乐

等专业特长生的需求表现比较敏感。

1 幼儿园主要岗位群和工作任务

在调研的40余家幼儿园中，我们重点对一线幼儿教师的职责进行了调查。下

表为幼儿园主要岗位及各种岗位的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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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主要岗位及典型工作任务

序

号

主要

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1

幼儿园

园长/

管理岗

位

1.园长负责幼儿园的全面管理，主持全园工作。

2.认真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全面贯彻《幼儿园工作条例》和《幼儿园工作规程》。

3.制定全园工作计划和各项规章制度，确立分级管理目标，建立结构合理、协调灵活、反馈及时的科学管理机制。定期

召开园务会。

4.负责全园教职工的聘任，调整园所工作人员结构，定期对保教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并做出正确评估。

5.全面了解教育、教研、卫生保健及膳食管理情况，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尽量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6.全面掌握教职员工的思想动态，经常开展政治和业务学习，提高修养。

7.定期召开家长会，展示教育成果，宣传家教方法，听取家长意见，提高办园质量。

8.及时了解国外幼儿教育动态，研究幼儿教育新成果，关注幼儿教育发展的新动向。

2

幼儿园

（骨

干）专

任教师

1.严格遵守学校《教师行为规范》和各项规章制度。

2.全面负责本班教育工作，结合本班实际与班主任共同订好教育工作计划（包括学期、月、周、日计划）。

3.认真执行作息制度，坚持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及自主活动、晚间活动，做到动静交替。贯彻保教结合的原则，悉心照

顾好幼儿的进餐、睡眠、日常生活。注意幼儿身体冷暖，及时增减衣服，注意培养幼儿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使幼儿身

心愉快，情绪稳定。

4.对幼儿态度要和蔼可亲，细心观察幼儿，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择教育内容，运用多种教育形式，促进幼儿在不同水平上

获得发展。

5.努力钻研业务，积极参加教研科研活动及业务学习，认真开展各类游戏活动，制作玩教具并创设教育环境。认真学好

每周教育小结。一学期写出一至两篇质量较高的经验总结。

6.做好家长工作，认真写“家园联系手册”。发现幼儿问题要及时与班主任、与保育员配合，及时通知家长，取得家长

的配合教育。

7.注意幼儿安全，加强幼儿自我保护意识教育。做好交接工作，填写交接班记录。

3 保育员

1.贯彻执行《幼儿园工作规程》和《幼儿园管理条例》，按照幼儿园教育纲要，搞好本班幼儿保教工作。

2.认真协助教师帮助幼儿稳定情绪。

3.在日常生治中要正确引导幼儿认识自己所用的标志和物品，管理好日常活动。

4.课外时间组织幼儿开展各种游戏活动、排练文艺节目，开展体育锻炼，保证幼儿有足够的户外活动时间，做到动静交

替，使幼儿保持良好的心情。

5.认真做好家园沟通工作，培养幼儿的独立性。

6.认真配合保健医生做好幼儿的保健工作。

3.幼儿园常见岗位群对员工的职业能力要求及素质

在幼教专家和学校教师围绕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岗位群的调查中，并根据调

研、座谈记录中有关工作任务的描述以及实际工作状况进行归纳，这些典型工作

任务对岗位工作的技能要求和知识要求主要见下表：

幼儿园常见岗位群对员工的职业能力要求及素质要求一览表

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知识要求 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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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

专任

教师

1.家园共育

2.组织幼儿教育教学工

作。

3.根据幼儿园要求，认

真备课，做好教材、教

具的准备工作，保证课

堂教学质量。

4.课外时间组织幼儿开

展各种游戏活动。

5.配合保育员搞好保

教、卫生保健及生活护

理工作。

6.培养幼儿优良的品

德、文明礼貌的行为、

开朗的性格。

7.积极参加教研教改活

动，做好观察记录。积

极参加各级组织的业务

培训，不断提高能力。

8.注意幼儿生活游戏等

活动的安全，防止意外

事故发生。

1.确定符合幼儿特点和个体差异的教育

措施，了解幼儿家庭教育环境，

2.掌握学前教育学科专业知识。幼儿教育

学科课程的内容是学前教育学、学前心理

学、学前卫生学等方面的内容。

3.掌握学前教育教学的基本技能和技术。

学前教育技能课程主要是指做幼师所必

备的技能，包括学前教育教学方法、弹、

唱、舞、美（做、写、画）、讲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教学设计、教育教学评价

和测量、信息技术等，目的是帮助幼师具

有学前教育教学的特殊技能。

4.掌握基本的幼儿游戏理论知识和技巧，

可以顺利的组织幼儿进行室外游戏活动。

5.掌握幼儿基本的保健知识、可以配合保

育员对幼儿做好保健工作。

6.具备良好的性格和素质。

7.具备一定的业务学习能力。

8.安全事故预见，活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

理等。

1.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掌握学前心理、学前教育教学方

法。

2.教育教学能力。幼儿教师不但要具有良好的做、写、画、

弹、唱、舞、说等传统的教学技能，还应该根据时代的发

展掌握教学设计能力、课堂组织与管理能力、教学语言表

达能力和运用现代教学技术能力，同时还必须努力学习、

掌握和提高教育教学情境中的综合教育能力。

3.创新和实践能力。幼儿教师要有创新精神，能够锐意进

取。未来社会是一个创新时代，它要求幼儿教师善于研究

间题、解决问题，勇于实践，敢于创新，能够在变化的教

育教学活动中，具有将先进的教育理念转化为教育教学实

践的意识和能力。

4.组织活动能力，可以和孩子们一起游戏、快乐的生活。

5.掌握基本的保健知识，处变不惊的能力，预防突发事件

的发生等。

6.具备较高的个人文化素质和个人修养。

7.自我学习能力。

8.对幼儿突发事如有一定掌握，做到早预防、早制止的能

力。

保育

员

1.室外清洁。

2.开窗通风。

3.盥洗消毒。

4.消毒。

5.晨检、午检、晚检。

6.午饭准备。

7.督促幼儿饮水。

8.基本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

9.午睡准备。

10.幼儿物品的保管、组

织幼儿活动等。

1.清洁卫生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

2.开窗通风的作用。

3.幼儿园常用的消毒方法。

4.常用消毒液的作用。

5.晨、午、晚检的内容和程序。身高、体

重测量仪的使用方法。

6.分发饭菜的程序和要求。愉快进餐的条

件。

7.不同年龄、不同情况下婴儿的应水量知

识。饮水对婴幼儿健康的作用。

8.婴幼儿洗手、洗脸、洗脚、洗臀部及擦

屁股的方法。穿脱衣服的程序和注意事

项。

9.准备及整理睡眠室、寝具的程序和要求

正确的睡眠姿势、方法。

10.物品保管的知识、活动材料知识、婴

幼儿活动知识、环境设备的安全、卫生要

求知识。

1.能够做到幼儿园设施、日常用品无尘土，物品摆放整齐。

开窗通风。

2.能够做到盥洗室的设施无垢、无味、无蝇，地面清洁无

死角、无积水。

3.能够根据季节交化和室内温度开窗通风。物品、设施进

行消毒。

4.能够在保健医生的指导下，配制常用的消毒液。

5.能够协助保健医生和教师进行晨、午、晚检与体检。

6.能够在进餐前根据天气情况对饭菜进行保温、保洁。

7.能够按照婴幼儿不同年龄要求分发餐具。能够根据婴幼

儿的个别差异分发、添加饭菜。为婴幼儿营造愉快的进餐

环境。

8.能够清洗水桶并更换当日水。能够根据婴幼儿的活动量、

天气、饮食情况提供温度适宜的饮水。能够照顾和组织不

同年龄班的婴幼儿安静饮水，并培养婴幼儿良好的饮水习

惯。

9.能够照顾婴幼儿洗手、洗脸、洗脚、洗臂部。能够做好

婴幼儿大、小便的照顾和清洁工作。

10.能够为婴幼儿提供安静的睡眠环境。能够发现并纠正婴

幼儿的不良睡姿。能够帮助、指导婴幼儿穿脱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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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分析与需求预测

1.我校学前教育专业中高职衔接学生主要就业岗位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我校学前教育专业中高职衔接学生毕业后的主要就业岗

位是：幼儿教师和保育员，其中幼儿教师的比例要大于保育员，在就业一年至两

年以后，从保育员的岗位转型至幼儿教师，其中，在一线城市，我校中高职衔接

毕业生初到工作岗位，保育员的比例要大于幼儿教师，相比较县城幼儿园，我校

中高职衔接毕业生毕业后直接从事幼儿教师工作。城市大小发展的不同与人才结

构息息相关，也和我校学生本身的素质、学历不可分割。

2.幼儿园工作人员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学历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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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现阶段大专学历人员占据了很大比重，今后几年本科、研究生等

高学历人员所占比重将有很大的提高，主要以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为主。而中专

学历人才需求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说明中职层次的人才已经不能满足幼教行业的

发展。同时，大专层次的人才也将面临挑战。那么我们就要在今后的教学中注重

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教学内容上，应考虑学生将来自身学历的提高。

3.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从调研数据分析来看，幼儿园对幼儿教师的专业技能和素质修养要求更高一

些，基本素质和专业基础也有很高的要求，但更希望员工的素质修养比较好，比

如良好的性格、心态、有爱心、有责任心等，在此基础上，要求幼儿教师的专业

技能能够应付日常教育教学活动，如弹、唱、说、跳等，这和幼儿教师的日常工

作生活密切相关，此外，幼儿教师还需懂得幼儿心理、教育幼儿的方式方法、如

何组织教学活动等。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幼儿教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

4.学前教育专业课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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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我校中高职衔接毕业生问卷调查：毕业生对我校课程设置的满意程度

还是很高，学校所设课程在工作岗位上基本都可以用到，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改

进，比如，大家集体反应应该加大专业技能课程的比重，如：声乐、幼儿舞蹈、

幼儿美术、玩教具与手工制作等，像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幼儿园教育活动

设计与指导这种基础理论课也应该受到重视，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中都得到了充

分应用。

（四）中高职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情况分析

1.毕业生就业情况

《中国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2018》中提到，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

生人数为 354.34 万（不含技工学校），就业人数为 341.52 万，就业率为 96.38%；

有122.10万中职毕业生升入各类高一级学校就读，占就业人数的35.75%，比2016

年增加 10.64 个百分点。

另外，从《湖南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9）》中显示，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质量跃上了新高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超过本科。全省高职院校 2017

届、2018 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分别为 83.14%、82.99%。

基于目前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在对幼儿园从业人员调查中，21%

的人认为“毕业生没毕业就有幼儿园与其签约”，40%的人认为“毕业生很轻松的

找到工作”，25%的人认为毕业生找工作难，常处于待业状态中，14%的人认为“对

学前教育专业失望的人大多转岗”。反映了当前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特别是中职

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并不乐观，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与幼儿园园

长交流中发现，60%的园长比较看重大专毕业生。

2.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专业意愿调查情况

调研组对与我院合作三所中职学校毕业学生进行了调研。对部分中职学前教

育专业毕业生专业意愿进行调查。

湖南部分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专业意愿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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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2019年毕业

生（人）
抽样人数（人）

愿意提升大专学

历人数（人）

愿意读学前教育

专业的人数（人）

长沙市信息技术学校 408 60 54 50

娄底师范学校 457 80 70 60

祁阳师范学校 443 70 59 52

合计（人） 1308 210 183 162

调查统计显示，抽样人数 210 人，学生在中职毕业后具备愿意提升大专学历

的人数有 183 人，占抽样总人数的 87.1%。其中选读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数有 162

人，占总抽样的 77%。因此，三所学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的学生表达了愿意就读

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数达 900 余人。

近几年，随着国家政策对学前教育的倾斜，以及国家对幼儿教师的素质要求

的提高，中职生升学需求日益增强。升学比例不断增加。各级各类高校面对中职

生招生计划大幅增加，为中职生升学提供了新的选择。同时为高职衔接培养提供

了广阔的前景。

3.中高职衔接毕业生认为比较重要的课程

通过对我校毕业生问卷调查：毕业生对我校课程设置的满意程度还是很高，

学校所设课程在工作岗位上基本都可以用到，但仍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比如，

大家集体反应应该加大专业技能课程的比重，如：声乐、幼儿舞蹈、幼儿美术、

玩教具与手工制作等，像学前心理学、学前教育学、幼儿园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

这种基础理论课也应该受到重视，在幼儿园的教学活动中都得到了充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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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来就业形势分析

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以来，国家对

学前教育逐步重视起来，建设与管理力度得到加强。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前景悄

然发生了变化。总体来看，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就业方向是幼儿园老师和

保育员。未来 5--10 年，湖南省学前教育人才将有大量需求，尤其是农村学前教

育领域急需大批合格人才。

六、对学前教育专业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的建议

中高职衔接是按照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中高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系

统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特别是高端技能型人才。中等职业学校重

点培养技能型人才，高等职业教育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促进中高职协调发

展，系统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当前要做好几个方面的衔接工作：

第一、试点学校双方要根据社会对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特别是优质人才的要

求，进一步明晰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

第二、课程衔接是中高职衔接的核心，因此，一定要根据培养目标要求来确

定课程标准,并对课程进行整理设计。在教学过程，一定要与工作岗位相对接，

根据中高职不同阶段的课程要求，对应不同工作岗位，加强实践操作技能、运用

能力的课程实训，切实将课程目标落实到位。

第三、严格实施二三分段、五年一体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教学过程的有效

衔接，按照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执行教育教学、管理、考核等制度，保证每个阶

段的教学质量。

第四，进一步加强学生职业素质的培养和专业理论知识的培养与学习，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注重学习过程，强化教师资格证考证的学习与训练，为职业的

起点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五、在做好中高职衔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历，同时提高不同职业

阶段职业资格证书的取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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