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育婴师的职业性质和定位 

    我们对儿童所做的一切，都会开花结果，不仅
影响他一生，也决定他一生。    ——蒙台梭利 



一、育婴师职业的基本情况 

1.育婴师职业产生的背景 

一种新职业，是社会发展的结
果，“聪明而忠诚的母亲”。 

育婴师既不同于家庭保姆，又
不同于托幼机构的保育员，而
是在家庭、社区和早期教育机
构中为0~3岁婴幼儿综合发展提

供全方位服务和指导的专业人
员，承担着一种社会责任。 

    人生的头三年胜过以后发展的各个阶段，胜过3岁以
后直至死亡的总和。    ——蒙台梭利 



2.育婴师的职业介绍 

育婴师通过对0~3岁婴幼儿照料、护理和教育的服务，

辅助家庭完成科学育儿工作的人员，是适应社会发展

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新职业。 

将保健、教育结合起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与游

戏，来开发婴幼儿的潜能，促进他们全面发展。 

育婴师分级：共设四个等级（国家职业资格二、三、

四、五级）其中三级以上以进入家庭为主，直接或辅

助家长对0~3岁的婴幼儿进行教养。二，三级可以进入

社区，还可以进入集体性的早期教养机构，通过集体

性的教养实践，对低级别的育婴师进行业务指导与培

训，部分资深人员也可以从事育婴行业的管理工作。 

一、育婴师职业的基本情况 



二、育婴师的职业性质 

1.职业标准的依据 

育婴师职业具有独立的职业标准，对与之相适应的
职业功能、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有明确
规定。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育婴员国
家职业标准》有关要求为依据。（职业功能、工作
内容、技能要求） 



二、育婴师的职业性质 

2.育婴师职业的教养理念 

亲爱儿童，满足需求。亲为先，情为主。（开心、开
口、开窍） 

以养为主，教养融合。坚持保育与教育紧密结合的原
则，保中有教，教中重保，自然渗透，教养合一。 

关注发育，顺应发展。全面关心、关注、关怀；尊重
规律，顺应天性；营造丰富、适宜的环境，促进婴幼儿
自然发展、和谐发展、充实发展。 

因人而异，开发潜能。实施个性 

化教育，生命早期开发潜能，推 

进发展。（心理学家、教育家） 



二、育婴师的职业性质 
 

3.育婴师职业与家长教养的关系 

不能代替父母 

扶持、协助父母的教养 

加强与家长的联系→良好关系→良好合作→促进家庭中

父母与婴幼儿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儿童心灵上的许

多烙印，都是成人无
意间烙下的。 
      ——蒙台梭利 



三、育婴师的基本条件 

年龄：18~55周岁之间 

学历：初中以上学历 

对育婴师的要求 

    （1）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2）身体健康 

    （3）口齿清楚、会讲普通话 

    （4）观察敏锐、操作熟练、善于学以致用 

       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并不是大学学习的那几年，而
是第一个成长阶段，即从出生到六岁这段时间。因为
它是智力形成最重要的时期，而且不只是智力，还有
其他所有的心智潜能。    ——陈鹤琴 



说明育婴师是“做什么的”，也就是适岗人员应该从事
哪些工作。 

因为等级不同，工作职责分为五大部分 

   （1）生活照料 

    （2）日常生活保健与护理 

    （3）教育 

    （4）指导与培训 

    （5）业务管理 

    

四、育婴师的工作职责 

    幼儿期学什么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儿童自己
发展自己的心智、生命、认知能力、认知技巧，这是
最重要的。  ——蒙台梭利 



育婴师“职业功能”“工作内容”一览表 

职业功能 

工作内容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生活照顾 

饮食与营养；睡眠、
大小便、三浴锻炼；
包裹、穿脱衣服和抱
孩子；清洁卫生 

饮食与营养；睡眠、
大小便、三浴锻炼；
清洁和消毒 

饮食与营养； 

睡眠、大小便、传染
病的消毒 
 

营养学知识的运用 

日常生活保
健与护理 

生长发育；预防接种；
常见疾病护理 
意外伤害的预防 

生长发育；预防接种；
常见疾病护理；发育
异常与偏离的早期发
现；意外伤害的预防
与处理 

常见疾病护理；常见
发育行为问题识别；
意外伤害及家庭急救 

常见疾病护理；了解
儿童康复治疗的基础
知识与方法 

教育 

动作与运动能力培养；
语言、感知与认知能
力的培养；良好情感
与社会性行为的培养 

动作与运动能力培养；
语言、感知与认知能
力的培养；良好情感
与社会性行为的培养 

动作与运动能力培养；
语言、感知与认知能
力的培养；良好情感
与社会性行为的培养 

了解民族与宗教知识；
掌握科研方法 

指导与培训 
         —— 

家长指导 家长指导；业务培训 分层分类指导；业务
培训 

业务管理          ——            ——        —— 
业务标准的制定与评
估；业务技术的更新
与开发 



五、选择育婴师职业的10个理由 

1.收入高 

2.发展空间大 

3.越老越有资本 

4.和最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 

5.受到尊敬 

6.社交范围广 

7.培养你有好的情感特征 

8.接触的都是有爱心的人 

9.工作稳定 

10.改变我们的未来社会 

育婴师的使命 
    让每一个儿童都享有
一个最佳的人生开端；接
受良好教育，充分发掘自
身潜力，成为一名有益于
社会的人。 



第二节  育婴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和 
    工作常规 

    只要准备一个自由的环境来配合儿童生命的发展
阶段，孩子们的精神与秘密便会自发地呈现出来。 
                                  ——蒙台梭利 



一、职业道德的含义及其意义 

      道德的分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1.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

求，也是本行业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换
言之，也就是应遵循的与其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道德
规范的总和，是社会道德在职业生活中的具体化。 

          育婴师是“育人”的特殊职业，《职业标准》首项

要求就是职业道德。其工作质量的优劣、工作水平的
高低，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幸福、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
命运。 

          职业道德是育婴师必须具备的素质和必须掌握的基
本知识。 

           



一、职业道德的含义及其意义 

2.良好职业道德的意义 

     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做好工作的基础，对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有着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从业人员提
高自身素质，增强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竞争能力。 

具有纪律的规范性、行为的约束性 

有助于维护和提高本行业的信誉。 

能促进本行业的发展 

      高的员工素质（知识、能力和责任心）→高的经济效益
→行业的发展。责任心最重要（职业道德水平高的人员责
任心也强）。  

       教导儿童服从真理、服从集体，养成儿童自觉的纪律
性，这是儿童道德教育最重要的部分。    ——陈鹤琴 



二、职业道德的内容 

1.职业道德内容 

      从事某种特定职业的人，有着共同的劳动方式，接受共同

的职业训练，因而形成与职业活动和职业特点密切相关的观
念、兴趣、爱好、传统心理和行为习惯，形成特定的职业责
任和职业纪律，从而产生特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 

      职业道德的内容可以通过职业活动、职业关系、职业态度
、职业作风及社会效果表现出来。 

      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行为规范，在调节的范围上只适用于
本职业的人员。 

      职业道德不仅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的行为标准和要求

，而且还是本行业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是社会
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具体化。 

 



二、职业道德的内容 

2.育婴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1）爱岗敬业，优质服务。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严肃
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 

    （2）热爱婴幼儿，尊重婴幼儿。了解婴幼儿发展规律，
掌握生理、心理行为特点；用“四心”对待孩子；会换位思

考；尊重婴幼儿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人格与自尊，民主平
等地对待孩子。 

    （3）遵纪守法，诚实守信。遵纪守法，是做好育婴工作

的前提，要学法、懂法、用法，依法办事，依法指导本职
工作；诚实劳动，讲究信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轻
许诺言，保护个人隐私，以诚待人。 



三、工作常规 

1.照顾婴幼儿。饮食与喂哺、照顾个人清洁卫生、照顾大

小便和睡眠、保持婴幼儿生活环境的整洁 

2.和婴幼儿游戏。进行促进视觉、听觉、触觉的游戏；讲

故事、念儿歌、看图书、唱歌、画画、做手工、扮演等等 

3.与家长交流。早晨：交流婴幼儿的健康状况、进食，晨

间检查（问、摸、查）；晚间：汇报婴幼儿一天的情况，

提出后续照料要求。（并非一成不变） 

    对于教育小孩子，做父母的
最好用积极的暗示，不要用消极
的命令。    ——陈鹤琴 



第三节  育婴师的职业保护及其 
    相关法规 

    幼稚期(自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什么习惯、语言、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
在此时期打下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
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建造了。    ——陈鹤琴 



一、公民的权利 

1.公民的基本权利 
参与政治方面的权利 
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 
公民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 
特定人的权利：妇女、儿童、退休、华侨 

2.公民的基本义务 

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护国家秘密、爱护公共财产、
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保护祖国安全、荣誉和利益。 

保卫祖国，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依照法律纳税。 

其他方面的义务。 
 



二、《母婴保健法》的相关知识 

1.婚前保健 

      婚前卫生指导、婚前卫生咨询、婚前医学检查 

2.孕产期保健 

      母婴保健指导、孕妇，产妇保健、胎儿保健、新生儿保健 

3.行政管理 

      政府 

      医疗保健机构 

      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 

      严重违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知识 

1.未成年人享有的人身权利 
      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
；受抚养权。 
2.未成年人享有的财产权益 
      财产所有权；受赠权；知识产权；继承权。 
3.未成年人享有的受教育权利 
     不得体罚、变相体罚或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进行德
智体美劳教育，社会生活指导及青春期教育。 
4.未成年人享有的劳动权利 
      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完成了规定年限
的义务教育，不再继续升学的，依法可以从事有经济收入的
劳动或者个体劳动。 
5. 未成年人享有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 

   
    



四、儿童权利公约的相关知识 

1.基本理念 

       儿童最大权益的原则 

       无论是当局、司法机关、社会服务和社会福利机构，还
是家庭或是儿童的抚养人和监护人，均应此原则为首要考
虑。 

2.四大原则 

       儿童最大权益原则；尊重儿童生存发展权利的原则；无
歧视的原则；尊重儿童观点的原则。 

3.四大权利 

       儿童生存权；儿童的受保护权；儿童的发展权；儿童的
参与权。 



五、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的 
有关知识 

1.儿童与健康。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提高儿童营养水平；增
强儿童体质；加强儿童心理卫生和保健教育。 

2.儿童与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有步骤普及高中阶段
教育；逐步发展和完善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提高教育质
量和效益。 

3.儿童与法律保护。依法保障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
护权和参与权；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进行司法保护；通过法律援助和法制教育来保护儿童合法权
益。 

4.儿童与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困境儿童的保护。 

    

 

 

         



六、食品卫生法的相关知识 

1.食品的卫生。食品生产经营过程必须符合卫生要求；

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2.食品添加剂的卫生。不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

的食品添加剂，不得经营、使用。 

3.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设备的卫生。符

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便于清洗和消毒。 

4.法律责任。食物中毒要依法追究责任。 



七、劳动法的相关知识 

1.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 

2.劳动就业 

3.劳动合同 

4.劳动报酬 

5.劳动时间 

6.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7.职业培训 

8.社会保险 

9.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10.劳动争议的处理 



       我们必须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并且以儿童

为自己的出发点。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
育就是生长。    ——杜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