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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Excellence是英国领先的教育专家和优秀教师培训
中心。本机构是幼儿教育持续性职业发展的领先者，每年与
600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多达2万名幼教领域的领导者、教
师和从业人员进行合作。

Early	Excellence拥有20年成功经验，并凭借为学校领导
者、幼教领导者、幼教机构（即0至6岁教学、学习和评
估）的教师和从业者提供信息、支持并拓展技能而赢得良
好的信誉。

– 1997年创建该组织的首席执行官Liz Marsden
	 经验丰富的教育界领袖、小学校长、幼儿教育顾问和当
	 地政府视察员。

– 负责策略领导的英国国内主管Jan Dubiel
	 政府顾问、英国教育部幼儿教育课程和评估领导者、幼儿	
	 教育专家、主旨发言人和作家。

– 由幼儿教育专家顾问提供咨询服务
	 由众多经验丰富的幼儿教育领导者、顾问和培训师组成
	 的团队讲授种类繁多的培训课程和质量保证和改进课
	 程。

– 与国内外学者合作
	 与全球范围幼儿教育领域享誉盛名的学者密切合作。

– 久负盛名的幼儿教育培训中心
		 独树一帜，充满活力的教师培训和发展中心拥有启发性
	 的学习环境、幼儿课堂、会议室、培训场所和会议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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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备改造能力的机构

“我们的使命是丰富幼儿教育体验。
我们每天都为能够完成这一使命而
引以为傲。

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工作，为合作的
各个机构、学校和幼儿园提供卓越
的成果，并且期待建立新的合作关
系，推进优质幼儿教育。”

Liz Marsden
创建人和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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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0至6岁幼儿
教育专家意见。

幼儿教学、学习
和评估领域的良
好口碑。

教师职业发展和
培训市场领先
者。

Early Excellence 实现优质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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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精神

Early Excellence掌握幼儿教育法、机构和实践方面的最
新相关知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优质幼儿教育的独到和明
锐的见解。本机构以坚实的教育理念为基石，提供卓越服
务，由此赢得了良好口碑。我们通过培训和咨询服务，为幼
儿教育领导者和教师提供优质学习和教学必备的理念、原
则和实践的宝贵知识。我们帮助教师全面拓展技能，使幼儿
能够获得鼓励他们学习和发展以及帮助他们获得日后发展
所需的性情、技能和知识的最高水准的教育体验。

怜悯心自信

创造力

动力

好奇心

塑造理念
合理规划

巧妙互动

有效评估

批判性反思

激励性环境

融入原则

家长参与

评估系统

日常安排和工
作人员角色

课程活动

建立惯例

资源和设备

Early Excellence www.earlyexcell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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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广泛

幼儿教育课程合作伙伴		

Early	Excellence在建立和发展英国
国家和当地教育方针和实践方面成绩
斐然。凭借丰富的经验，我们为应对提
供、评估、监管和评估幼儿教学课程方
面的挑战提供了创新性的实际有效的
解决方案。我们明确认识到教学方法
和日常实践之间的联系。这一从政策
到惯例的转化是我们成功方法的关
键。

1.
幼儿教师培训领先者	

Early	Excellence是英国最受瞩目的
持续性职业发展计划的领导者。该计
划针对教育工作者和领导者各类经验
和知识的需求。我们可以根据客户的
具体需求或面临的普遍挑战量身定制
持续性职业发展计划、培训和咨询服
务。我们通过一日会议、相关培训课
程和长期培训项目，并借助新兴的网
络支持和培训门户网站，提供有效的
和有力的支持。

2.

Early Excellence拥有20年支持幼儿发展的理念、原则和
实践的丰富经验，是深受全英各个机构、学校和幼儿组织
信赖的培训和发展合作伙伴。我们的团队合计的幼	儿基
础阶段教学、领导和培训经验达到400年之久。我们提供
经过试验和验证的0至6岁优质学习和教学的方法。为此
我们深感荣幸。Early	Excellence是幼儿教育的领导者，而
且是:

Early Excellence 实现优质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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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性教学法专家		

Early	Excellence因为能够将“低素
质”机构转变为“杰出”机构而获得高
度评价。我们专门提供变革性的培训
和咨询服务，帮助应对建立、发展和
维持有效的幼儿学习和教学所面临的
挑战。我们的专业领域为英国幼儿基
础阶段和支持幼儿教学法的存在已久
的原则和实践。我们支持各种幼儿教
学情景中的教学发展，包括学前班、
幼儿园和小学。

3.

幼儿教学评估权威机构

Early	Excellence主导幼儿教学观测
评估的发展，并设计和发展以原则为
依据和以儿童为主导的方法以及支持
最佳做法的网上评估系统。我们的国
内主管Jan	Dubiel是英国幼儿教育评
估的著名专家，曾撰写并讲授《幼儿
基础阶段有效评估》。为了响应英国
政府推行的基准评估计划（即针对5
岁儿童的全国性评估），我们获得了
教育部的合同，在英国80%的小学
（即12500所小学）实施了
EExBA（Early	Excellence基准评
估）。在这一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
们投资了0至6岁儿童全面网上评估
系统，即EExAT（Early	Excellence
评估跟踪系统）。目前该系统被广泛
应用于英国各所学校和学前机构。

4.

幼儿教育专家		

Early	Excellence提供设备完善的幼
儿课堂，在这方面独树一帜。我们在
英国设计并生产自己的家具和设备，
并管理现有的最佳资源。我们使用自
家的各类家具、资源和存储设备规划
和装备学前机构、幼儿园、托儿所和
学校。我们还提供全球运货服务。我
们与建筑师合作，将手绘的教室设计
图的理念，为学前机构和学校转变为
充满生气的2至6岁儿童的立体学习空
间。一直以来，我们的规划服务在市
场上都需求不断-我们已规划和装备
了5000多个教室。我们是为该年龄组
儿童提供学习环境的领先机构，为新
建教育机构和修建或扩建现有机构提
供同类机构无法比拟的支持。

5.

Early Excellence www.earlyexcellence.com



Early Excellence建立了英国幼儿教育领域的独特资源。
我们的启发性学习中心每年吸引6000多个学前机构、幼
儿园和学校，并在促进优质教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的教育专家培训中心分别位于伦敦中心和北英格兰，是
幼儿教育校长、教师和从业人员的重要培训点。

培训中心显示了我们的独特经营模式-教师培训在设有提供
信息和激发思考的示范教室、展览和展示的充满活力的幼儿
学习环境中进行。

别具一格的培训中心提供了各类幼儿教育培训和发展服务，
通过每日主持会议、学术研讨会、课程和讨论会，为领导者、
教师和从业人员提供信息和启发。培训中心提供不断更新的
活动和展览，以展示杰出教育机构和最佳做法，是国际考察
访问的理想场所。

08

全英培训中心

“我们每天都欢迎新的领导者、教师
和幼儿园从业人员来到我们位于伦敦
正中心的启发性培训中心。能够帮助
这么多力求增进有关最佳做法的知识
和理解的人们，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我常说，我干的是全世界最棒的工
作！”

Phil Armstrong
培训中心主管（伦敦）

Early Excellence 实现优质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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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Excellence的优势在于全国颇有名望的专家团队的
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他们是具备广泛的经验、广博的知
识和专业技能的幼儿教育领域的领导者。

我们的策略团队成员肩负着重要职位，包括中央政府顾
问、当地政府顾问和校长。因而，我们能够利用广泛的专
业知识，与政策制定者、全国机构和学校领导者进行战略
性合作，以响应、发展和完成大型计划和发展项目。

我们的课程顾问团队由一批在学前机构、幼儿园和学校担
任领导工作的骨干教师、领导者和培训师组成。我们的培
训师筛选程序十分严苛。与我们合作的培训师必须是知识
渊博，培训风格充满活力，深得幼儿教学工作者人心的最
优秀的培训师。	

我们与全球学者合作，以确保我们对于幼儿教育的视野和
理解与全球最新研究和思想与时俱进。

10

专家团队

Early Excellence 实现优质幼儿教育



Early Excellence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在全国享誉盛名的
专家团队。他们是拥有广泛经验、渊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
幼儿教育领导 者。

Liz Marsden 
创建人和首席执行官
师、校长、当地政府顾
问、视察员

Jan Dubiel
国内主管
教师、副校长、当地政
府顾问、中央政府顾问

Jude Twani 
地区经理
教师、高层领导、当地
政府顾问

Ruth Swailes 
领导顾问
教师、校长、当地政府
顾问、视察员

Lynda Trueman 
国内经理
教师、校长、当地政府
顾问

Phil Armstrong
伦敦培训中心主管
教师、校长、顾问

Nikki Walters
地区经理
教师、高层领导、当地
政府顾问

Fiona Carter
地区经理
教师、高层领导、当地
政府顾问

11

专家和创新者：
我们的策略团队

Early Excellence www.earlyexcellence.com



支持有效做法的发展是我们工作的重点。我们的课程顾问
团队提供广泛的高水准、量身定制的咨询和培训服务，专
为幼儿教育领导者和从业人员提供参与机会、信息和启
发。

Mair Afshar
课程顾问
教师、幼儿基础阶段领
导者

Joanne Henson
全国服务协调员
教师、幼儿基础阶段领
导者、当地政府顾问

Nova Robinson
课程顾问
教师、幼儿基础阶段/第
一阶段领导者、副校长

Anna Lacey
课程顾问
教师、幼儿基础阶段/第
一阶段领导者、副校长

Matthew Sayer 
高级课程顾问
教师、幼儿基础阶段领
导者、当地政府顾问

Andy Burt
课程顾问
教师、副校长、讲师

Louise Jackson
课程顾问
教师、幼儿基础阶段领
导者、全国顾问

12

培训师和顾问：
我们的课程顾问团队

Early Excellence 实现优质幼儿教育



我们与幼儿教育领域世界领先的学者合作，时常汲取他们
的宝贵知识和经验，以支持我们的工作。

Julie Fisher
全国顾问、英国牛津布鲁
克斯大学访问教授

Guy Claxton
英国温切斯特大学学习
科学教授

Mick Waters
伍尔弗汉普顿英国大学
教育学教授

Ferre Laevers
教授、博士
比利时鲁汶大学实验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	

Kath Murdoch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国
际教育顾问

Lilian Katz博士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幼儿
教育学荣誉退休教授

Ian Robertson
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
心理学教授

Margaret Carr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教育
学教授

Wendy Lee
新西兰教育领导项目	
主任

Tony Bartram博士
英国伯明翰幼儿教育研
究中心

Chris Pascall教授
英国伯明翰幼儿教育研
究中心

13

Ioanna Palaiologou博士
英国坎特伯雷大学儿童服	
务系主任和负责人

研究人员和学者：
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

Early Excellence www.earlyexcell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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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标准办（Ofsted）

英国国际贸易部

英国教育部

NAHT学校领导者联盟

阿联酋教育部

凭借对于品质的承诺和杰出服务的追求，我们赢得了最佳
口碑。我们是英国幼儿教育市场的领头羊，通过与主要国
内相关机构，包括政府部门、地方市政厅、视察机构(教
育标准办）和众多主要幼儿机构和学校协会携手合作，支
持儿童的权益。

近期部分成就：
–	每年我们为6000多所学校和幼儿园提供量身定制的，
	 多等级服务，以提高幼儿教学质量和改善教学结果。

–	在过去三年中，我们完成了300多个多校参与的项目，
	 显著改善了幼儿教学和学习，取得了可量化的成果。

–	在过去五年中，我们为3000多个幼儿课堂提供了设
	 备，并为500所新学校提供资源。
	
–	2015年我们设计并建立了全国幼儿教育评估系统	
	 (EExBA)。	我们赢得了教育部颁发的为期两年的合同，
	 负责以观察为基础的4至5岁儿童入学评估。

–	2015/16年我们与12500所学校合作，为16500名教师
	 提供培训，并为50万名儿童进行评估。

–	2017年我们设计了0至6岁幼儿评估系统(EExAT)，并投
	 资于一个幼儿教学的数字、网络解决方案	。	这已经成
	 为评估、跟踪和记录儿童学习情况的行之有效、受广泛
	 认可和以原则为依据的方法。

–	2017年5月我们主导了全国幼儿教学评估，参与其中的
	 从业人员和领导者达到4000名。《4至5岁儿童教
	 学-英格兰小学预科百次审查》报告是一份有关小学预
	 科教育质量的影响深远的全面研究。	

成功历史

Early Excellence 实现优质幼儿教育



赢得英国教育部
批准的基准评估
合同并，与

每年为

为16500
名教师进行幼儿
教学评估。

获得全国领先业
内人士的信赖，
并由其提供专家
咨询服务。

我们与全球的国际学校
合作，提供量身定制的
培训和赴英考察访问的
机会，为参与者了解英
国幼儿教育创造了宝贵
机会。

赢得地方政府的
大型合同，完成
300个多校参与
的项目，获得幼
儿教育的可量化
成果。

装修和升级了	

5000个幼
儿课堂。

4000

6000
所学校提供持续
性职业发展培
训。 

所学校合作。
12500

15

在
所学校展开全国
小学预科评估，
并发表影响深远
的《4至5岁儿童
教学》报告。

Early Excellence www.earlyexcell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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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Excellence致力于教师培训。作为全英专门从事2
至6岁幼儿教育的唯一机构，我们具备为支持优质幼儿园
的成功发展所需的培训服务必备的专家和其他独特条件。

通过优质的培训和发展，我们正在寻找致力于发展幼儿园
教师的专业性和专业知识的当地合作伙伴。
	
在能够为幼儿持续性职业发展和资格认证提供当地基础设
施的得力合作伙伴的协助下，我们便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品质保证的教师培训。

我们的战略计划是提供：
– Early Excellence资格认证(EExAQ)
	 专业领域为幼儿教育法、领导和管理。

– Early Excellence教师培训师资格认证(EExTT)
	 由Early	Excellence全力支持，提供EExAQ培训、教学
	 和指导。
	
– Early Excellence教师培训中心
	 由Early	Excellence建立和管理，提供幼儿园教师培训
	 和发展所需的一流设备。
	
– Early Excellence评估跟踪系统 (EExAT)
	 为教师和家长记录和庆祝0至6岁儿童发展情况而创建
	 的领先的幼儿教学网上评估系统。

国际化方法

与我们讨论我们
的战略目标

欢迎发送邮件至international@
earlyexcellence.com，联系我们的
国际主管Jan	Dubiel，讨论成为我们
的国际合作伙伴

Early Excellence 实现优质幼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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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AQ资格认证

Early	Excellence是全英
提供高度专业的持续性
职业发展培训的领先机
构.	EExAQ是专为提供
各个水平培训和发展混
合模式而设立的。它旨
在培养从业教师成为幼
儿教学法、领导和管理
方面的专家。EExAQ具
备独特的重要性，是2
至6岁幼儿教育最高水
平的资格认证。

EExTT认证的教师培训
师

过去20年以来，Early	
Excellence积累了为支
持我们国内外工作，招
募和发展教师培训师的
丰富经验。为了维护品
质一流的培训的口碑，
我们建立了一套严谨的
培训师筛选、发展和评
估程序。通过招募在国
际幼儿园任教的经验丰
富的，持有大学文凭的
教师加入我们的认证教
师培训师计划，我们能
够确保教师培训中心的
有效领导力，并提供
Early	Excellence资格认
证培训。

EExAT评估跟踪系统

基于本机构与英国政府
的合同，我们为5岁入
学的儿童提供全国幼儿
评估框架。为此，我们
已投资创建了一个网上
评估系统，利用0至6岁
儿童发展报告，帮助幼
儿园理解、评估和记录
整个幼儿阶段的儿童发
展情况。	EExAT是供幼
儿园教师记录儿童每6
个月发展情况的完善的
网上系统，通过学习日
志的方式，与家长一同
记录和庆祝儿童的发
展。

Early Excellence教师培
训中心

Early	Excellence在英国
设立了两个独树一帜的
品质一流的启发性学习
中心，以展示幼儿教育
法并提供最高水准的培
训场所和互动教室，使
幼儿园教师能够深切体
会最佳做法。我们的教
师培训中心与国际幼儿
园合作，通过使幼儿园
教师完全沉浸在英国传
统幼儿教育中并体验现
行幼儿基础阶段课程，
显著改善了教师培训体
验。

Early Excellence www.earlyexcell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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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xAQ是Early Excellence为支持专业的幼儿教育工作者
的发展而精心设计的分级资格认证体系。凭借为2至6岁
儿童的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品质培训的独特的，广泛
的和受国际认可的专业知识，这些职业资格将为优质教育
设立标杆，成为品质的保证。

EExAQ资格的获取是循序渐进的职业发展过程，为满足
所有层面的需求而设计。

EExAQ	一级	–	幼儿园教师
EExAQ	二级	–	幼儿园骨干教师
EExAQ	三级	–	幼儿园领导和经理

这三个等级的资格支持持续性职业发展，其中EExAQ一
级帮助受训者获得教育法重要知识和认识；EExAQ二级
和三级帮助受训者获得高等知识和认识，以及有效领导和
管理所需的技能。

受训者参加由经认证的Early	Excellence教师培训师主导
的面对面培训，并能使用网上辅导课程进行独立学习。我
们为每位受训者配备一名导师，帮助其职业发展，并对其
发展进度进行内部评估。对受训者的持续性评估是通过完
成一系列的任务、作业和导师的情景观察完成的。最终评
估日由一位经认证的Early	Excellence评估员主持。

“非常有用。这个培训使我对自己的
目标和领导能力更加自信了，而且
促进了我在幼儿教育部门的未来发
展。”

Louise Foster
Lound	Academy	Trust（朗德学院
信托）幼儿基础阶段领导者

EExAQ资格认证

Early Excellence 实现优质幼儿教育



了解更多有关
EExAQ的详情

欢迎发送邮件至international@
earlyexcellence.com，联系我们的
国际主管Jan Dubiel，进一步了解
EExAQ的详情

EExAQ一级专为没有或
几乎没有2至6岁儿童教
育经验的受训者设置。
这个资格培训能够帮助
受训者认识和理解2至6
岁儿童，以便他们能够在
幼儿园进行有效的工作，
在指导下支持儿童的学习
和发展。

EExAQ
一级

EExAQ三级专为已成功
完成EExAQ二级培训或
具备幼儿园园长或经理
的重要经验的业内人
士。该认证资格培训帮
助幼儿园园长和经理充
分理解他们的角色的重
要性和影响力，增强他
们对于领导和管理的重
要方面的知识和理解，
以便他们有效领导和管
理幼儿园。

EExAQ
三级

EExAQ二级针对已成功
完成EExAQ一级培训或
拥有2至6岁儿童教育重
要经验的业内人士。该
培训提供持续性职业发
展，帮助受训者掌握更
深层的幼儿教育法专业
知识，并支持管理和监
管幼儿园小型教师团队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发
展。

EExAQ
二级

19Early Excellence www.earlyexcellen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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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和案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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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教学资源和其组织方
式影响重大。该机构创造了一个丰富
多彩的环境，来鼓励和挑战儿童学
习。”

Laura Lien 
索瑟姆学龄前教育中心副校长

“十分感谢。我很欣慰，Early 
Excellence承担了改革整个幼儿教育
评估体系的重担，重新聚焦了问题的
重点。”

Jane King
霍斯门登小学学前班教师

“这真是发人深思的一天啊！你们确
实启发了我们的想象力。感谢Early 
Excellence提供给我们又一次高品质
的培训。这次培训保持了你们一贯的
高水准。”

Caroline Hartley
小蜜蜂幼儿园骨干教师

“这位知识渊博的顾问对我们的帮
助，让我们受益匪浅。我认为，我能
够将这次访学中汲取的思路付诸于实
践，利用最佳做法帮助我们的孩子成
为兴奋的、好奇的、独立的、具有批
判思维的孩子。”

Maria Moon
拉克森婴幼儿教育中心校长

“今天真是发人深思，激励人心的一
天！感谢你们帮助我理解千头万绪的
各种政府新文件。”

Anita Jones
桑希尔 李斯婴幼儿早教中心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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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克森学院之旅

2013年Chris Currie被任命为一个全
新的一流学校的执行校长。作为
Early Excellence的大力支持者，并
经过多年的职业发展和培训，他向我
们寻求支持，以帮助其建立一个由启
发性学习环境支持的，优质的，以儿
童为中心的计划。

Chris选择使用Early Excellence的家
具和资源装备整个学校，并委托我们
开展一个培训计划，以提升团队的技
能和确保教学品质。

经过四年的合作，该校取得了巨大的
成功。该校充满活力和创新性的课程
获得了教育标准办和所在社区的赞许
和认可。

“在Early Excellence的支持下，我们
在学校实现了以儿童为中心的精神的
愿景。我们通过成功的合作，为孩子
们创造了激励性的学习环境，为教师
规划了高度有效的持续性职业发
展。”

Chris Currie
迪克森学院执行校长

布雷克诺克幼儿园的新
起点

2016年布雷克诺克小学决定扩大幼
儿园规模，新招2岁儿童。校长
Marianne Porter为了确保顺利的开
端，而请求 Early Excellence的支
援。

Marianne对创办优质幼儿教育满腔
热血，希望能够为儿童营造一个充满
机会的激励性环境，最主要的是能够
支持儿童的健康发展和鼓励其参与
性。

Early Excellence与Marianne密切合
作，规划和装备用于迎接新生的幼儿
园教室的每个角落。如今这个教室环
境十分优越。教师们为他们的课堂倍
感自豪；儿童们积极参与课堂活动；
家长们对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十分满
意。

“看到孩子们每天开心地玩耍和学
习，我们兴奋不已。我们认为，这些
教学资源和其组织方式对孩子们的健
康和各方面发展影响重大。”

Marianne Porter
布雷克诺克幼儿园校长

东园幼儿基础阶段教学
质量突飞猛进

2016年东园小学被教育标准办列为
特殊措施对象。经评定，该校全体学
生的学习进度未达标。因此，新校长
Hayley Guest被任命接管该校，对该
校进行迅速改革。她采取的首要举措
之一便是求助于Early Excellence。

经过6个月的协作，该校的幼儿教育
部经过全面整修，转变为3至5岁儿
童的启发性学习环境；同时，教师们
参加了以增长其知识、技能和自信为
目的的职业发展和培训。

12个月后，该校的教学质量突飞猛
进，达到良好发展水平的学生比例 
显著增长，从原先的45%提升为
65%。

“我被任命为新校长，负责重整一个
成绩落后的学校。在此期间，Early 
Excellence为我提供了大力支持。
在一年内，我们将幼儿教育部改头换
面，大大改善了儿童的学习成绩。”

Hayley Guest
东园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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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y Excellence伦敦培训中心
Eden House, Water Gardens Square, 
Canada Water, London SE16 6RH.

电话: +44(0)1422 311 314
邮箱: international@earlyexcellence.com
www.earlyexcellenc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