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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概况



创始人Anita的故事

欢迎来到我们的幼儿园。Kangaroo Pouch（“袋鼠育儿袋” ）的命名很特别，这

是源自我个人的一个经历。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女儿。当我发现自己怀上她后，我充满了成为一个母亲的喜悦。

然而第29周时羊水破裂，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新手妈妈来说简直晴天霹雳。

我早产的女儿实在是太小了，降生又如此突然，以至于我们没来得及做任何准备，

迎接的只有单纯的恐惧。

我珍贵的宝贝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为自己的生命奋斗，而我想做的就是抱紧

她。我永远都无法忘记我用一种专业的护理方法“袋鼠护理法”（Kangaroo Care）

抱着她幼小的躯体。

袋鼠护理法扭转了生命的状态，我的宝贝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还茁壮成长。

Kangaroo Pouch的名字就是这样诞生的，为了给孩子和婴儿们带来最好的全方位

呵护。在Kangaroo Pouch，我们承诺提供最高质量的幼儿教育及保育服务，保障

儿童的安全，培养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促进他们的发展。

Anita Patel Sahota, 英国 Kangaroo Pouch 幼教集团创始人



集团简介

Kangaroo Pouch 在2011年7月成立，不到7年的时间已经发展成为英国 West Midlands（西米德兰兹郡）最大的幼教集团，

目前在运营的幼儿园有7所，在建并即将在2018年开园的有2所幼儿园。Kangaroo Pouch 以3年5园的速度迅速地发展壮大，

并计划在2020年前发展成为国际品牌。

我们坚信一个充满爱心和快乐的幼儿成长经历会为孩子的发展和日后的生活奠定优良的基础。在 Kangaroo Pouch 我们会

通过提供各种活动来鼓励孩子们建立友情以及培养自己的独立及社交能力。

Kangaroo Pouch 目前的幼儿园均位于 West Midlands（西米德兰兹郡），该郡坐落于英格兰西部，由伯明翰、考文垂、

达德利区、桑德韦尔、索利哈尔区、沃尔索尔区、胡弗汉顿7个都市区组成。其中，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国际化都市，人口

与面积均仅次于伦敦。



Willenhall

Bloxwich

Edgar Stammers

Charlemont

Great Bridge

Hateley Heath

Tividale

Brierley Hill

Hateley 2

学校分布

2018 新开园所

现有园所



Anita Sahota

• 创立 Kangaroo Pouch 集团并担任执行董事
• 在创办 Kangaroo Pouch 之前，Anita从事大中型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多年的工作经历，

使其积累了丰富的财务分析经验和运营管理能力
• 参与高盛（Goldman Sachs）10K商业项目
•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s Workforce Level 3 学位
• Anita 是一个对幼儿教育充满热情的探索和实践者。她以一位母亲的角度呵护着幼儿园的

每一个孩子，这也成为了 Kangaroo Pouch 幼儿园所有教职员工的工作理念。

管理团队

Samantha Charters

• Kangaroo Pouch 集团运营总监
• 主要负责为各幼儿园园长提供管理支持和培训，保证幼儿园的高质量教学和看护以及建立

良好积极的客户关系
• 在教学方面，Samantha负责幼儿园中英国早教体系（EYFS）的课程设计和安排，确保每

个园所能够达到最高的教学标准
• 儿童早期大脑发育研究学术背景
• 国家早期教育与儿童研究四级证书（Early Years Education & Childhood Studies）
• 领导与管理五级证书（Level 5 Institute in Leadership & Management）



管理团队

Vicki Felton

• Kangaroo Pouch 集团幼教经理
• 在集团快速发展和扩张的过程中，确保幼儿园时刻为学生提供卓越的服务和学习体验，安

排员工的培训和制定成长计划来提高工作效率和团队工作能力
• 参与集团内幼儿园的建立、儿童保育标准的确立和提高、培训和咨询
• 早期教育基础学士学位
• 领导与管理五级证书 （Level 5 Diploma Leadership & Management）
• B-TEC 国家早期教育教师文凭 （B-TEC National Diploma Early Years Educator）
• 高级国家幼儿研究文凭（Higher National Diploma Early Childhood Studies）

Frances Williams

• Kangaroo Pouch 集团人事主管
• 超过15年幼儿教育领域行政管理和招聘工作经验。现在 Kangaroo Pouch 主持员工招聘和

培训工作
• 国家工商管理职业资格3级证书（NVQ III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 儿童与青少年研究（儿童心理学）学士
• 成人教育教学证书



Bethany Bloomfield

管理团队

• 幼儿园园长
• 特殊教育需求 (SEN) 负责人
• Bethany在婴幼儿的特殊教育领域已有将近10年的工作经验
• 丰富的幼儿园工作和管理经验，曾在多家英国幼儿园和大型连锁学前教育集团担任重要职

务，为学校的教职员工招聘、教师团队组建和培训、OFSTED审核、品牌保护和市场营销
方面的工作提供支持

Caroline Cooper

• 幼儿园园长
• 具有24年幼儿园工作及管理经验，曾在英国多所大型连锁学前教育集团任园长
• 全国幼教机构检查委员会（National Nursery Examination Board）委员
• 高职早期教育5级证书 （Higher Professional in Early Years, Level 5）
• 一线管理认证 （Certificate in First Line Management）
• 食品安全与卫生2级证书（Food Safety and Hygiene, Level 2）



Leighann Duledge

• 幼儿园园长
• 15年幼儿园教学和工作经验，5年幼儿园园长经理
• 领导与管理五级证书（Level 5 Institute in Leadership & Management）
• 儿童急救、儿童保护、特殊教育需求以及食品安全证书
• 丰富的课程安排、教学计划经验

管理团队

Rosie-Ann Hollis

• 幼儿园园长
• 多年幼儿园工作和管理经验
• 英国开放大学 (Open University) 学前教育学位，六级证书 (Level 6)

• 丰富的幼儿教育学术背景，儿童权利、健康与安全、儿童保护意识、食品安全、健康与卫
生等资格证书



Anita Sahota女士代表Kangaroo Pouch参加了由高盛
（Goldman Sachs）组织的10,000 small businesses项
目。该项目遴选英国最优秀的创业者，提供提升平台，
让这些企业家的项目可以保持持续、稳定、健康的增长。

Kangaroo Pouch在2013年获得了当地政府Sandwell Council
颁发的质量奖，以表彰其在为当地居民提供优质幼教上做出的
杰出贡献。

所获奖项



Anita Sahota女士的经历，不仅促使她创建了Kangaroo 
Pouch幼教集团，也激励了与她有相似经历的妈妈们。
Anita的故事被英国本地的一家媒体报纸，Express & 
Star，在2012年进行了报道。

Kangaroo Pouch的发展十分迅速，执行力和教学能力得到西
米德兰兹郡的行政部门的肯定。在2016年，Kangaroo Pouch 
把当地一家酒吧收购下来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建成了一家幼儿
园。当地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

媒体报道



研发及合作

Kangaroo Pouch 与胡弗汉顿大学有着良好的关

系，并在教师招聘、课程研发、教师培训等方面有

着紧密的合作。

胡弗汉顿大学
Wolverhampton University

Kangaroo Pouch 是黑郡商会的成员之一。该商

会具有众多知名成员，并为我们提供品牌发展、国

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建议。

黑郡商会
Black Country Chamber of Commerce

Kangaroo Pouch 与桑德韦尔市议会图书馆已

有多年的合作关系，双方一起合作举办过多场

慈善活动在当地社区推行更高质量的成人和幼

儿教育。

Kangaroo Pouch 也帮助桑德韦尔市议会图书

馆在当地的学习和幼儿园进行推广，促进和鼓

励儿童和青少年的阅读习惯，同时，也会定期

为老年群体提供帮助和支持。

桑德韦尔市议会图书馆
Sandwell Council Library



办学特色



教学理念

P

UC

O 在日常工作中落实并积累优秀实践

Outstanding Practices – 优秀实践

无论做任何事，将孩子放在第一位

Child Centred – 儿童为本

对自己和孩子保持较高的期望

High Expectations – 充满期望

注重团队协作

Unity – 团结一致

Kangaroo Pouch 的所有员工都遵循我们的教学理念，Pouch价值观，以确保儿童获得最高质量的幼儿教育。我们

的工作人员对幼儿教育充满热情，遵循高标准的实践，在团队中彼此合作提供卓越的服务。我们的工作人员采取以

儿童为中心的方式进行看护和教学，并对自己和孩子充满较高的期望。

H

POUCH

带着无限热情投入自己的工作

Passion – 无限热情



Early Years Foundation Stage (EYFS) 是英国教育部官方制定的早

期基础教育制度框架，也是目前全球最成熟的幼儿教育体系之一。孩

子在3个月大就可以进入Kangaroo Pouch幼儿园进行学习。

学校会依据EYFS框架，对孩子进行以下七个领域能力的培养：

三大基础领域：

• 交流和语言能力

• 身体发展

• 个人、社会和情感发展

四大延伸领域：

• 识字

• 数学

• 理解世界

• 表现艺术与设计能力

艺术与设计表达
2岁半-4岁学生学习探索
不同颜色混合后产生的
变化与规律。

对世界的认知
2岁-4岁的学生学会参
与到与家人和朋友在
一起的特殊时刻或节
日，并能够与其他小
伙伴分享或描述此经
历或相关的人事物。

身体发展
3岁-5岁的学生学习
更有策略地投掷、踢、
拍、击打等控制目标。

交流及语言
1岁半-2岁半的学生会
对简单的概念，如空
间、大小等有所表达。

文字阅读
在2岁半-4岁学生的阅
读训练中让学生学会
如何为故事构造一个
结尾。

数学
1岁半-2岁的学生通过
做游戏以及日常活动对
数量的多少有一定概念。

个人、社会及情感认知
2岁半-4岁的学生学习如何
更有自信地与同伴表达自
己的观点，自如地谈论自
己的家庭环境等

英国早教体系EYFS



0-2 岁

为孩子们建造一个围绕着培育、成

长和充满乐趣空间，使小婴儿在我

们无时无刻的关注和呵护下充满活

力地成长和学习。通过给孩子提供

探寻和体验周围世界的机会来发展

孩子们的天然好奇心。

幼袋鼠（The Joeys）

教学阶段

2-3 岁

这个阶段的孩子们正处在一个更大

更具挑战性的世界，他们的好奇心

也处于最高水平。我们会为孩子们

提供宽敞明亮的空间，让他们探索

边界，同时发展他们的自信、自我

认知和独立性。

小袋鼠（The Wallabies）

3-5 岁

我们相信，孩子会从游戏中学习和

成长。在为孩子上小学做准备的阶

段，我们会提供有趣且基于孩子自

身兴趣的学习机会。我们努力确保

孩子们是积极的、善于自主学习的。

他们的读写和沟通能力以及独立性

都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袋鼠（The Kangaroos）



中国发展



中国发展

过去的7年间，Kangaroo Pouch在英国创造了奇迹般的增长速度，为越来越多的家庭提供更可靠的幼儿教育。这归根于我们所

有员工的共同努力和他们对于Pouch价值观的认同。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希望Pouch价值观走出西米德兰郡，走向更

广阔的世界。

课程

研发

教师

招聘

教师

培训

质量

管理

市场

推广

我们在中国探索品牌授权+咨询服务的运营模式，寻找拥有教育情

怀的合作伙伴，共同为中国的孩子提供中西合璧的国际化教育。

我们期望中国合作伙伴具有以下特质：

• 认同以人为本的国际化教育理念

• 具备幼儿园运营的成功经验

• 拥有规模化发展的商业计划

• 可获得必要的经营资质

• 配备所需要的资金支持

我们将在以下领域做出贡献：



推荐信



您好，

做为本市一个幼儿教育提供方，桑德韦尔市议会对 Kangaroo Pouch 已经有多年的了
解。Kangaroo Pouch 目前在桑德韦尔拥有四所幼儿园，第五所将在2018年开园。我
们相信 Kangaroo Pouch 提供的幼儿教育服务是最高质量的。

在 Kangaroo Pouch，孩子的需求总是第一位的。学校会非常有效率地处理各种看护和
安全问题，并且所有员工会需要定期参加培训并得到持续的职业发展。

根据收到的反馈，我们相信 Kangaroo Pouch 幼儿园与家长们的关系十分友好。因为
孩子们在这样充满热情和激励的环境中学习，所以他们总是特别享受在幼儿园的时光。

他们在儿童发展和早期教育方面有有牢固扎实的知识，孩子们在七个领域都得到了显著
的发展。Kangaroo Pouch 使用一款儿童教育管理软件系统来记录和跟踪孩子的成长。
这款系统提高了幼儿园教职工的工作效率，使他们可以将精力更多的集中在孩子的学习
当中。

Kangaroo Pouch 有着非常高的管理和监察水平以及出色的团队合作精神。员工的积极
性极高，充满热情，对自己和孩子也充满较高的期望。Kangaroo Pouch 总部办公室会
为各幼儿园管理者提供支持，来确保园所能够高效和顺利的运营。我们相信 Kangaroo 
Pouch 是专业的、积极的、乐于提供支持的且具备优秀的领导和管理技能。所有这些品
质使得本市的许多孩子得到了卓越的看护。

Kangaroo Pouch 对我们当地的社区来说是不可多得的。我们希望他们未来的每一次发
展布局，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海外，都能取得成功。

萨拉﹒巴伯尔
早期教育经理
桑德韦尔市议会



致 Kangaroo Pouch 大家庭：

在 Kangaroo Pouch 幼儿园的美好记忆将被永远珍藏在我的心里！当我第一天与黛茜
分开时，内心是感到害怕的。她只有两岁，看上去是那么矮小。在校门口告别时她在哭
我也在哭，直到她独自哭喊了五分钟后告诉我她没事 :) 当她回到家时，显得格外得高兴，
那时我就觉得自己将女儿送进你们的幼儿园是我为她所做的最正确的决定！这里的确是
她的家外之家。黛茜在入学的第一天就感受到了舒适温馨且安全的生活氛围！我逐渐发
现她与同龄人的互动开始增多。她得到的这种安全感与自信的提升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夜班的工作，意味着当我在白天睡觉时，她正在你们的呵护之下。我总是能够安稳地休
息，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她！你们也会根据我的日程安排灵活
地调整看护时间，让我有充足的时间休息和调整自己。

每次回家中，她总是带着满脸的笑容和幼儿园的美好记忆！Kangaroo Pouch 的教职员
工们是很了不起的，他们给予我女儿的关怀，也让我记忆深刻！

当我们一家必须搬到伦敦居住时，我感到这是自己莫大的损失！你们已经成为我生活的
一部分。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有多么伟大：你们真正走进了她的心并为我
排忧解难，我们共同培养出了一个自信、自立、讨人喜欢又懂礼貌的小女孩。最重要的
是，你们给予了她快乐的时光，其中充满了新的学习经历与珍贵的友谊，这对她和我来
说就是全世界！

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你们还为我们准备了一份意外惊喜……一盒光盘：包含了黛茜在园
内生活、学习、与同伴相处的照片。真是一份美好、贴心的礼物！

Kangaroo Pouch 是一家不寻常的幼儿园！我希望所有将孩子委托给你们照看的家长都
能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幸运！我们会一直想念着你们，我们的心会永远与
Kangaroo Pouch的大家庭在一起。

爱你们的凯莉&杰森
2017年12月



推荐信

Kangaroo Pouch 有限公司与桑德维尔市委员会图书馆服务中心已持续（公益，译者注）
合作多年，一直保持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Kangaroo Pouch 是一家不同寻常的幼儿教育供应商，在当地享有极佳的声誉和优质的
口碑。

这些年，我们与 Kangaroo Pouch 合作，成功举办了多场慈善活动，并通过设置亲子
活动惠及当地社区的孩子和家长。

Kangaroo Pouch 是一位积极提供支持的合作伙伴。通过双方的合作，他们为图书馆提
供了重要的财政支持，这使得我们可以持续为当地居民提供很多他们需要的服务。

Kangaroo Pouch 会积极地向当地的学校和幼儿园推广我们的服务，来鼓励他们多学习
多阅读。除了儿童和青少年，Kangaroo Pouch 也会参与到服务于老年人的活动中，图
书馆每周会组织50岁年龄以上的居民形成小组活动，以多种方式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

我们期待与 Kangaroo Pouch 的持续合作，也会为 Kangaroo Pouch 发展国际市场提
供帮助和支持。

桑德维尔大都会
自治市委员会
图书馆信息服务中心

奥克汉 图书馆
波普勒高地
特维德勒
奥德伯里
B69 1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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