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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园
长
寄
语

在我的幼教工作生涯中，我视孩子在波比思幼儿园得到快乐和身心
健康高于一切，孩子只有在一个安全而稳定环境中才能学习与发展。
营造幼儿园环境的重中之重便是教职员工的资质与素养。在我们的
幼儿园，教师提供丰富多彩的教学空间，激励和引导学生接受挑战，
激发潜在能力。

我们向学生和家长承诺，我们会珍视每一位学生的特质，并为他们
量身定制日常教学。我们运用独创的“即时计划法”辅助每位学生在其
适应的节奏上，用最适合该学生的方式进行互动和引导，以为学生
时刻提供最佳的学习机会。

在幼儿教育过程中，我们与家长建立紧密的联系，并鼓励他们讨论
孩子的日常教学，参与孩子的成长中来。

我们致力于引导孩子积极、自信地迎接未来，为希望为中国带来更
完善的幼儿教育！

Donna May
波比思幼儿园创始人兼园长



幼
儿
园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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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比思幼儿园于2006年由梅女
士创建。她此前在英国幼教领
域已有25年的教学及管理经验，
并担任Exeter学院的客座讲师。
我们的幼儿园坐落于英国西南
部德文郡的蒂弗顿的市中心。
波比思因蒂弗顿地区对高品质
幼儿园的强烈需求应运而生，
开园伊始就秉承着打造一流幼
儿园的初心与决心。

幼儿园为3个月到8岁的孩子提供教学与
看护，遵从英国国家早教体系 (EYFS)，
确保他们能在一个安全、关怀、愉悦的
环境中成长。

12年以来，波比思幼儿园坚持自身对品
质的要求，在学生、家长心中积累了很
高的口碑，学生席位供不应求，发展成
为当地最为优秀的幼儿园。在最近的教
育部官方 (Ofsted) 审查报告中，波比思
幼儿园以四项卓越 (Outstanding，即
Ofsted最高评级) 的优异成绩获得了高度
认可。



O
fsted

报
告
摘
录

Ofsted是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为英国教
育部的直属部门，负责评估英国所有幼
儿园的教学水平及成果。在2017年
Ofsted对波比思幼儿园的视察报告中，我
们在四个分项及总体上均获得卓越
(Outstanding，即最高级别) 的评价。以
下是报告中的一些摘录：

教育成果 个体发展、行为和收获

领导能力和管理的成效教学质量、学习和评估

园内的老师会以孩子们的情绪
健康为首要关注点，并伴以无
微不至的照顾。这使得他们与
孩子的关系变得稳定而牢固，
老师对于孩子也足够了解。园
内的孩子们各个都充满自信，
大胆尝试着新鲜事物，并且都
很安全。

所有老师都十分专业地模拟会
话语境以帮助孩子们发展语言
及交流能力，并不断利用更复
杂的问题来提高年长孩子的思
维能力。

园内的领导擅长鼓舞人心，能
最大程度地激励自己的员工团
队，并能为他们个人的专业发
展提供有效和持续的支持。员
工们对于不断学习，持续加强
自身的专业知识也充满了热情。

园内的老师会凭借优秀的观察
能力和独到的眼光，对每个孩
子的学习程度进行精准的评估，
并会不断地提供更高一级的挑
战来丰富孩子的学习经历。



英
国
早
教
体
系EY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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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大就可以进入波比
思幼儿园进行学习。我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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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艺术与设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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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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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和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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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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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情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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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学
特
色
概
述

关键人体系 蒙特梭利融合 即时计划法

每位学生进入波比思
幼儿园开始，便一对
一指定了关键人，他
们帮助孩子适应教学
环境，提供稳定的人
际关系，以及维持家
校的持续联系，并实
时记录每个孩子的日
常活动。这使得幼儿
园、学生、家长可以
共同讨论孩子的成长
计划，关注孩子的成
长轨迹。

得益于创始人梅女
士长期在幼儿教育
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在波比思幼儿园的
教学过程中创新性
地融入了蒙特梭利
教学法的元素。我
们以学生为中心来
营造教学环境，致
力于全人教育的培
养，在体力、脑力、
情感、社交和认知
等方面追求均衡发
展。

我们意识到每位学
生是独一无二的个
体，他们的发展和
学习的方式和速度
都不尽相同。在课
堂中，我们会根据
每位学生的学习进
度和兴趣，实时调
整教学方向，并通
过观察来寻求合适
的契机以介入学生
正在进行的活动，
通过互动与引导达
到教学的目的。



教
师
团
队

Highly skilled staff accurately identify children’s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use this information very well to 
provide enriching experiences that support learning to 
the highest level. - Ofsted Report 2017

园内富有经验技巧的老师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孩子的发展阶段，
能很好地运用这些信息提供多样的教学体验来支持孩子，始
终让他们保持最高的学习水平。 - Ofsted 2017年审查报告

我们为波比思幼儿园全体教师的专业度感到无比自豪。我们
的教师团队拥有的证书及培训涵盖以下方面（列举部分）：

• 督导管理（Supervisory Management）
• 安全防护（Safeguarding）
• 急救护理（First Aid）
• 食品卫生（Food Hygiene）
• 消防安全（Fire Safety）
• 感染控制（Infection Control）
• 儿童行为管理（Behaviour Management）
• 特殊教育需求协调（SENCO Training）
• 教育沟通力（Communicational Skills）
• 儿童虐待防范（Awareness of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 家庭暴力洞察与解决（Tackling Domestic Abuse）
• 健康环境设计（Healthy Settings）
• 两岁儿童成果评估（Progress Check at 2 Years）
• 语音教学（Effective Phonics Teaching）
• 幼儿英语第二外语教学（supporting children with 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
• EYFS园所领导力建设（Developing Practice in EYFS 

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 产后抑郁症认识（Introduction to Post-natal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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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视察报告——波比斯幼儿园

视察日期 09/08/2017

上一次视察日期 21/01/2015

在早教条例中对教学品质的评
定标准

这次的视察结果 杰出的 1

上次的视察结果 优秀的 2

领导能力和管理方面的成效 杰出的 1

老师教学，学生学习和评测的质量 杰出的 1

个体发展、行为和福利 杰出的 1

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杰出的 1

致家长的重要发现总结

波比斯幼儿园的评定结果是杰出的

 幼儿园老师们对孩子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老师

将孩子们的情绪作为首要考虑因素。这使得老师

与孩子们的关系变得稳定而牢固。园内的孩子们

各个都充满自信，大胆尝试着新鲜事物，并且都

被安全地看护着。举例来说，在孩子们午睡之前，

园中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吃完午饭会尝试接触到每

一位老师的面前说‘晚安’。

 所有的老师都能够专业地模拟会话语境，帮助孩

子们感受语言和交流。举例来说，他们会在与宝

宝们的聊天中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并鼓励孩子们回

应。他们会不断地提出更复杂的问题以此来扩展

年长的孩子的思维能力。在这样的锻炼下，孩子

们的语言技巧逐渐提高。

 园长很擅长鼓舞人心，能最大程度的激励自己的

员工团队，并能为他们个人的专业发展提供有效

和持续的支持。员工们对于不断学习，持续加强

自身的专业知识也充满了热情。举例来说，当老

师们完成培训，他们会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与孩

子的交流中，实践之后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园内的老师会凭借优秀的观察能力和独到的眼光，

对每个孩子的学习程度进行精准的评估，并会不

断地提供更高一级的挑战来丰富孩子的学习经历。

园内的孩子们的会进步的很快，在许多方面逐渐

缩小原有的差距。当他们能熟练运用各种技能和

知识时，他们便做好了进入学校学习的准备。

为了进一步的提升还需要做的改进

为了进一步改善早教条款中细则的品质，幼儿园的

供应商应当：

 继续加强教师对不同性格孩子监护能力的培

养。通过该能力的强化培养以提高教学活动

的评测能力与教学质量。

视察项目

 视察员观察了各个年龄段孩子在室内室外的

活动情况，包括他们与老师和同伴的互动情

况。

 视察员加入到教学活动中，以此来观察分析

教学质量和孩子的学习情况。

 视察期间，视察员与孩子和家长进行交流以

收集他们对幼儿园的反馈。

 视察期间，视察员与幼儿园的管理层团队进

行了一次交流会议。

 视察员对一系列的文件进行了采样，其中包

含孩子的学习记录、员工监察表、同伴观摩

记录、幼儿园相关政策文件和规章制度。

视察员

莎拉·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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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察总结

园内的领导和管理是高效，杰出的

幼儿园的安全措施准备的十分有效。孩子的家长和

教职员工对于孩子健康情况的反馈流程都足够了解。

整个团队拥有高尚的品质，洋溢着团结紧密的工作

氛围。举例说明，教师间会互相分享孩子的情况，

每位老师都能了解每个孩子的成长情况。因此，他

们能为孩子们提供最高标准的看护和学习体验。家

长们对教师们的教学质量、教师们的自我评测都给

予一致好评。这也会促进幼儿园的员工们继续接受

培训，以改善他们对特殊孩子的评估能力。教师们

通过积极改变评估机制获得了孩子们更深层的信息

和发展需要。家长和老师们都着眼于孩子的发展。

举个例子，教师们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活动计划，使

计划更切合每个孩子的需求和兴趣，让孩子们拥有

更好的学习体验。家长也被例入幼儿园的审核评测

系统中，以监视不同群体的儿童的学习情况。

教学、学习和评估质量是杰出的

有经验技巧的老师可以准确的判断出孩子的发展阶

段，能很好地运用这些信息提供丰富的教学体验来

支持孩子的学习过程，始终让他们保持最高的阶段。

视察中发现，所有的孩子在读写能力上的发展程度

都很高。小宝宝和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很爱独自看

书或者和老师朋友们一起看。学龄前儿童听说读写

能力的发展离不开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的鼓励。通

过调查发现，园内的老师会鼓励孩子学会挑战，创

新。举例来说，学步中的孩子已经知道用哪些颜色

混在一起可以创造出他们喜欢的颜色。与父母或者

同伴搭档会增加效率。园内的老师们与家长的关系

异常的好，完美的融入，这也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个体发展、行为和健康方面表现是杰出的

孩子们在这个温馨健康的环境里茁壮成长。孩子们

都是充满好奇心的，他们会像大人一样去探索一切

未知的事物。学步中的孩子们已经有了不错的社交

技巧，比如耐心的等待下一次轮到自己玩某个玩具

并学会分享。学龄前的孩子也是足智多谋的，他们

还会表现出优秀的集中力。举个例子，当他们已经

完成一项活动专注在学习上时，他们会把玩具收好

或者放在一边不需要任何来自老师的提示。年龄大

一点的孩子能完全明白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

响。比如在玩耍中，如果孩子无意间把同伴弄疼了，

他会懂得立刻向对方道歉；如果孩子不小心弄疼了

同伴，他会懂得用拥抱安慰对方。

孩子们的学习成果是杰出的

园中的孩子们都是自信且独立的，具有很强的探索

和学习意图。他们很享受想象类的游戏，比如，假

装为病人诊断疾病，假装在车库里修理自行车。所

有的孩子都能自信的交流发展数学能力。年长的孩

子理解原因和影响的能力很好。他们能熟练地使用

遥控器操控玩具机器人的活动。

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视察报告——波比斯幼儿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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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详情

特殊识别号 EY333130

地方当局 德文郡

视察号 1092702

条例的种类 全日制条例

日托种类 保育-非国内-国内

登记/注册 早教课程注册，儿童义务保
育，儿童志愿保育

适龄儿童 1-6

幼儿园孩子总数 40

已结注册的孩子总数 59

注册机构名称 波比思幼儿园

注册机构特殊识别码 RP906946

上一次视察时间 21/01/2015

波比斯幼儿园于2006年注册成立。是一家私立的

全日制幼儿园，位于德文郡的蒂弗顿市中心。工作

时间是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晚上6点，一年工

作51周。幼儿园得到资助，为两岁、三岁和四岁

的有困难的儿童提供免费早教课程。园内有11位

教职员工，10位拥有专业资质。这所幼儿园的所

有者/经理具有早教执教资格，1名老师具有相关学

位，1名老师具有基础学位，1名老师具有四级资

格证，5名老师具有三级资格证，1名老师具有2级

资格证。

这次的视察是根据2006年指定的《儿童保育法案》

第49条和第50条的规定，由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

执行的。早教条款中的品质和评判标准已注册在英

国早教体系登记系统中。注册人必须确保这一规定

符合儿童学习、发展和护理的法定框架，即早教的

基础阶段。

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视察报告——波比斯幼儿园（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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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瑞·库克夫人
数字艺术总监
百利雷诺品牌传播集团
Pear Drive 19号
韦兰镇
德文郡
邮编EX15 2QS

Mrs Kerry Cooke
Digital Art Director
Bray Leino
19 Pear Drive
Willand
Devon
EX15 2QS

To whom it may concern,
致有关人士，

It is with much enthusiasm that I am writing to recommend the services of Donna May
proprietor of Poppies Day Care.
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您介绍唐娜·梅女士经营的波比思幼儿园。

As a parent, I researched exceptionally carefully for a Day Care establishment where I felt
comfortable leaving my precious children. After doing plenty of research, and visiting several
other Day Care establishments in the area, I found Poppies Day Care about six years ago.
作为一名家长，在幼儿园的选择上我相当的谨慎，我必须要选择一所幼儿园能让我安心的把孩子
托付给他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对当地多所幼儿园的走访考察，我在大约六年前找到了波比斯幼
儿园。

The staff at Poppies Day Care are extremely knowledgeable about Early Education and Care,
courteous, and friendly. They truly care about every child and help each child achieve beyond
their potential.
波比思幼儿园的教职员工都对幼儿教育和看护知识了如指掌，而且都很谦虚友善。他们真正的关
心爱护每一个孩子并帮助他们突破自己的潜能。

I highly recommend Poppies Day Care as a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establishment.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or would like to speak with me about my experience,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me.
我十分推荐波比思幼儿园，因为您能得到高质量的看护和专业的服务。如果您需要更进一步的提
问或者想要与我交流育儿经验，请随时与我联系。

Sincerely,
真诚的

Kerry Cooke
凯瑞·库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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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顾问简介



Donna May女士
执行总园长/顾问/儿童早教教师

资质证书与荣誉：
儿童早教教育学硕士
早教教育学学士
教育与培训三级荣誉证
早教教育从业资格证
BTEC国家早教文凭证书

擅长技能与经验：

急救措施、食品卫生安全、传染病控制、督导管理、三级安全管理、0
到3岁幼儿问题叙述、0到3岁幼儿坏境设置、行为管理、员工招聘与员

工激励、健康与安全、梯级反应。

Donna女士25年的早教教育生涯始于早期在两家公办幼儿园的任教经历。

自2002年起，她开始在一所知名的私立学校任职副主任，负责学校日托

班的运营并管理15人以上的团队。在2006年，Donna女士开办了一所自

己的杰出的日托幼儿园。在过去11年，这所幼儿园成功地培养出一批批

优秀的孩子。在园期间，每一位孩子都被悉心呵护照顾着。Donna女士

在幼儿园的日常工作中很好地激励鼓舞着她的教师们，因此她被英国

Ofsted机构评为鼓舞人心的引导者。

Donna女士在英国知名的普利茅斯大学完成了她的幼儿教育本科学位。

完成本科学位后，她继续在普利茅斯大学深造并获得了早教教师的资格。

不但在幼教领域，Donna女士也很热衷于传授分享她的知识，因此她随

后在教育与教师培训方面获得了荣誉。如今，Donna女士同时也在埃克

塞特大学任职早期基础教育制度框架课程的客座讲师。

Donna女士将从事早期教育顾问作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在此她可以将自

己对幼儿教育的情怀和见解与别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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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i Perkins女士

幼儿园园长

擅长技能与经验：

急救措施、食品卫生安全、传染病控制、督导管理、三级安全管理、健

康管理、梯级反应、SENCO（特殊教育需求协调员）培训、2岁阶段儿

童的早教培养、早教阶段儿童的交流与语言培训、早教儿童的叙述训练、

对早教阶段儿童提供特殊学习需求、整理进程与材料、学籍档案管理、

识别家庭虐待、应对家庭虐待、EYFS（英国早期教育体系）的领导与管

理、早教儿童的语言训练、德文郡评测协会简报、辅助2岁阶段儿童开

发训练语言能力。

Jacqui的幼教教育生涯开始于一所英国的私立学校，Blundell’s school

（布伦德尔学校）。在获取幼儿园助教资格后，Jacqui进一步拓展了她

在幼儿教育领域的知识和造诣，随后她成为了一名幼儿园教师。在幼儿

教育方面，Jacqui对儿童的语言发展领域十分感兴趣并且已经完成了诸

多CPD（继续职业发展）课程。如今她已经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幼儿语言

开发训练师。13年的宝贵从教经验与相关领域的资质使Jacqui在波比思

幼儿园的建立中担任了重要角色。

Jacqui是在2006年正式加入波比思幼儿园的团队，现任幼儿园长，成功

领导并管理幼儿园的经营。Jacqui主要职责是保持幼儿园的高水准教学

并且帮助其他教师在实践中提高教学质量。

Jacqui会在业余时间陪伴家人与朋友，旅行以及在德文郡郊外徒步。

资质证书与荣誉：
幼儿早教国家3级证书
急救证书
安全防护3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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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 Snow女士

波比思幼儿园副园长/副安全主任

资格证书与荣誉：

幼儿早教实践4级证书
儿童培育，学习与发展领域国家3级资格证

擅长技能与经验：

安全措施与儿童保护、儿童交流障碍症指导、幼儿早教设施优化、女性

儿童早期发育指导、食品卫生安全管理

Rachel Snow女士自2005年起开始从事于幼教行业。任教初期，她担任3

至5岁幼儿辅导员一职，并参加辅导3至10岁儿童的假期兴趣班。自

2006年起，Rachel Snow加入了波比思幼儿园，她首先担任了幼儿园副

经理一职。任职期间，她协助园长参与管理幼儿园的日常运营与维护并

负责管理孩子的成长档案以确保每个孩子的发展被即时记录与更新。同

时，她也参与幼儿园的员工管理，以确保每位员工都以最好的状态面对

孩子。Rachel Snow在波比思幼儿园也参与职教工作，她先后担任过婴儿

班与2岁班的班主任。作为班主任，她为孩子们悉心负责地做好成长记

录并与家长们建立起良好的沟通与协作关系以帮助孩子们可以在安心舒

适的环境下茁壮成长。如今，Rachel Snow女士作为波比思幼儿园的副院

长协助园长管理运营幼儿园的日常，同时，她也担任3—5岁年龄段的班

主任时时参入到日常教学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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