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服务

与儿童的关系

儿童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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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质量
评分制度

服务机构不符合七项服务

质量指标中的一项或者不

符合立法的某一项条款规

定，并存在儿童安全和身

心安康方面的重大风险。

监管机构将会立即采取措

施进行处理。

服务机构倡导出色的教育与

照顾，显示出业界领导力，

致力于持续不断的改进。

此级别评级只能由澳大利亚

儿童教育与照顾服务质量管

理局 (ACECQA) 授予。

在所有七个质量指标方面均

获评为超越《全国质量标

准》的服务机构，可选择申

请获得此级别评级。

与家庭和社区的
协作伙伴关系

管理与领导力

全国服务质量标准是全
国服务质量模式的一部
分。它为澳大利亚全国
各地的所有儿童教育与
照顾服务机构设立了更
高的标准。

将对您的服务机构按照
以下七项服务质量指标
进行单项评级，另外还
将给出一个总体情况评
级。

 《全国质量框架》对您意味着什么
早期儿童教育与照顾的《全国质量框架》(NQF) 有助于保证您孩子的生
活中有一个尽可能最佳的开端。

 《全国质量框架》对改进长时日间托儿所、家庭日间托儿所、学前班、
幼儿园及校外时间儿童照看服务对儿童的教育与照顾设立了新的服务质
量标准。

家庭的收益
为儿童提供更好的个人照顾与关心
为儿童的学习与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
教育者有更高的技能与资历
大多数服务机构中教育者对儿童人数比例增高
教育与照顾服务的一项新评级制度

全国质量标准

与家庭和社区的合作

领导与服务管理

与孩子们的关系

人员安排

实际环境

孩子们的健康与安全

教育计划与实施

一项计划帮助每个孩子学习和成长。各种实际体验吸引每个孩子的兴趣并鼓励他们参与。

关注焦点包括:
• 计划中包含了你孩子的兴趣和想法。
• 你孩子在游戏和学习中得到教育者的支持。

你孩子每天每时每刻的安全与健康都很重要。你孩子将得到稳妥的照看并有安全感。

关注焦点包括:
• 你孩子的服务机构采取措施预防孩子们生病和面临风险。
• 服务机构提供的饮食有营养并适合儿童需要。

可供你孩子游戏、学习和发展他们的技能的室内外空间。

关注焦点包括:
• 舒适并适合儿童活动的室内外空间。
• 安全和维护良好的建筑、家具、设备与资源。
• 孩子们可参与各项活动。

质量要求以及教育者对儿童的人数比率意味着你孩子得到更多的个别照顾和关注。

关注焦点包括:
• 教育者了解你孩子的兴趣所在。
• 人员配备充足，确保孩子们得到充分照管，并得到学习与成长所需要的关注。

你孩子将感到安全、受保护和有归属感。与教育者的良好关系有助于你孩子游戏与学习。

关注焦点包括:
• 让你孩子感到支持和受欢迎。
• 教育者对孩子们的个人需要和兴趣做出反应。

如果家庭与社区成为儿童服务的一部分，你孩子将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关注焦点包括:
• 鼓励与家庭建立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关系。
• 服务机构尊重你家庭的信仰与价值观。
• 服务机构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并争取他们的参与。

服务机构管理良好，提供了一个安全与健康的学习环境。

关注焦点包括:
• 服务机构有一个积极的组织文化。
• 教育者受到重视，并清楚地了解服务机构的目标与期待。

高质量的教育与照顾给孩子们
的生活提供了最佳开端。

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有一个
安全和健康的环境感到放心

游戏和学习有助于发展生活
技能

优质照顾意味着你孩子得到
专业人员提供的教育和照顾

孩子们需要可满足他们的
个人需求的优质照顾与关注

你应感觉自己能够在你孩子的
服务机构工作中有所参与

优质教育与照顾建立在有效的
领导基础上

为什么重要?

国家质量框架推出了一套新的质量标准以改善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儿童教育与照顾服务。这七个质量范畴可帮助你确保你孩子得到一个最佳的生活开端。随着
时间进展，将根据国家质量标准对澳大利亚的所有儿童服务机构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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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你孩子游戏、学习和发展他们的技能的室内外空间。

关注焦点包括:
• 舒适并适合儿童活动的室内外空间。
• 安全和维护良好的建筑、家具、设备与资源。
• 孩子们可参与各项活动。

质量要求以及教育者对儿童的人数比率意味着你孩子得到更多的个别照顾和关注。

关注焦点包括:
• 教育者了解你孩子的兴趣所在。
• 人员配备充足，确保孩子们得到充分照管，并得到学习与成长所需要的关注。

你孩子将感到安全、受保护和有归属感。与教育者的良好关系有助于你孩子游戏与学习。

关注焦点包括:
• 让你孩子感到支持和受欢迎。
• 教育者对孩子们的个人需要和兴趣做出反应。

如果家庭与社区成为儿童服务的一部分，你孩子将能够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关注焦点包括:
• 鼓励与家庭建立相互尊重和支持的关系。
• 服务机构尊重你家庭的信仰与价值观。
• 服务机构与当地社区建立良好关系并争取他们的参与。

服务机构管理良好，提供了一个安全与健康的学习环境。

关注焦点包括:
• 服务机构有一个积极的组织文化。
• 教育者受到重视，并清楚地了解服务机构的目标与期待。

高质量的教育与照顾给孩子们
的生活提供了最佳开端。

家长对他们的孩子有一个
安全和健康的环境感到放心

游戏和学习有助于发展生活
技能

优质照顾意味着你孩子得到
专业人员提供的教育和照顾

孩子们需要可满足他们的
个人需求的优质照顾与关注

你应感觉自己能够在你孩子的
服务机构工作中有所参与

优质教育与照顾建立在有效的
领导基础上

为什么重要?

国家质量框架推出了一套新的质量标准以改善澳大利亚全国各地的儿童教育与照顾服务。这七个质量范畴可帮助你确保你孩子得到一个最佳的生活开端。随着
时间进展，将根据国家质量标准对澳大利亚的所有儿童服务机构进行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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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质量标准》进行评级

您的儿童服务机构将可能得到以下三个中等评级之一。

评估与评级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便于家庭和教育者理解什么是优质教育与照顾服务，以及优质服务将不断发展，不断改进。

请放心，服务机构会高度重视健康与安全，您孩子每天每时每刻的安全健康都至关重要。

达到《全国质量
标准》

努力达到《全国
质量标准》

要求进行重大改进

服务机构在一系列的

服务质量上达到全国

标准，但发现其中一

项或数项仍需改进。

服务机构达到《全国

质量标准》。

服务机构在七项服务

质量指标方面全部达

标，提供优质教育与

照顾服务。

服务机构在七项服务

质量指标的至少四项

中超越了《全国质量

标准》。

超越《全国质量
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