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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名 - 服務細節  

服務名稱 服務批准文號 

聖名早期教育服務中心 SE-00013733

在提供服務的主要聯繫人

麗莎·貝文凱莉年

輕 

服務的物理位置 物理位置聯繫方式 

街 25 Marchamley地方 電話 93667401

市郊 卡萊爾 移動 - 

國家/地區 WA 傳真 - 

郵編 6101 電子郵件 Holy.Name@cathednet.wa.edu.au

核准服務提供商  監事提名  

主要聯繫人 弗蘭意大利語 名稱 麗莎·貝文

電話 63805146 電話 93667401

移動 - 移動 - 

傳真 - 傳真 - 

電子郵件 Fran.italiano@cewa.edu.au 電子郵件 lisa.bevan@cewa.edu.au

郵政地址（如不同的服務的物理位置）

街 50賴斯利普街頭 國家/地區 WA

市郊 Leederville的 郵編 6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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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名 - 運行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營業時間

早上6:30 早上6:30 早上6:30 早上6:30 早上6:30 NA NA

關閉時間

下午6點 下午6點 下午6點 下午6點 下午6點 NA NA

質量改進計劃模板     ！4



附加信息 

該中心在聖誕節期間關閉兩週。我們關閉了2018在22 ND 十二月和重開8 日 2019年一月。 該中心在聖誕節期間關閉兩週。我們關閉了2018在22 ND 十二月和重開8 日 2019年一月。 該中心在聖誕節期間關閉兩週。我們關閉了2018在22 ND 十二月和重開8 日 2019年一月。 該中心在聖誕節期間關閉兩週。我們關閉了2018在22 ND 十二月和重開8 日 2019年一月。 該中心在聖誕節期間關閉兩週。我們關閉了2018在22 ND 十二月和重開8 日 2019年一月。 

孩子們分組如下： 

嬰兒 0-16個月 嬰兒 0-16個月 

幼兒 16個月-2.2years 幼兒 16個月-2.2years 

Juniors- 2.2-3年 Juniors- 2.2-3年 

Kindy 3起 Kindy 3起 

OSHC  - 4年起（上學的第一年） OSHC  - 4年起（上學的第一年） 

負責提交此質量改進計劃的名稱和人的位置是： 

麗莎·貝文 - 中心經理/主管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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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名 - 哲學的聲明（ 更新2018） 聖名 - 哲學的聲明（ 更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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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計劃與實踐 

在聖名，我們通過我們的打法為基礎的計劃兌現了每個孩子的獨特性。該計劃包括兒童和成人的平衡發起的學習，使教育工作者一起工作的孩子的經歷。  

2.兒童的健康和安全 

我們相信，建立在我們照顧孩子一個安全的環境是很重要的。教育者確保他們有每個孩子有充分的了解，並在他們所居住的環境。他們利用這些信息，加上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以確保兒童的需

求得到滿足。  

3.物理環境 

我們的節目讓孩子們體驗到上帝創造了自然世界的歡樂和奇蹟。我們相信，隨著連接兒童

環境促進全面發展，並創造了自然世界的尊重。 

4.人員安排 

工作人員積極主動的學習者，不斷追求專業發展。他們協同工作，作為一個團隊，以支持和相互學習，並制定積極的互動和關係。

5.關係與孩子 

我們相信，每個孩子是上帝的珍貴和神聖的禮物，我們對待他們與尊嚴和尊重上帝之意。我們支持孩子養成愛和尊重的意識，為自己和他人，通過支持基於福音的價值觀有意義的關係的發展。

6.家庭和社區合作夥伴關係 

我們認識到家庭的兒童首先是教育家。我們的程序允許每個孩子發展自己獨特的能力和借鑒他們的長處，能力和興趣。我們相信，我們的服務應該在我們當地社區的接地和反映歷史，文化，語言和

社會的傳統。我們定期提供機會，鼓勵他們分享他們的家庭價值觀，知識和經驗，表彰家庭的作用。

7.領導和服務管理 

在該中心的所有做法都基於政策和聖名的程序。我們用在中心操作的自我反思和評估過程，以確保行為進行審查並不斷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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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領域1：教育計劃與實踐

質量領域1：標準和元素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的質量托換1區 

標準1.1 教育計劃提高每個孩子的學習和發展。

批准的學習框架 1.1.1元素 課程決策有助於每個孩子的學習和發展成果相對於他們的身份，與社區，健康，自信的學習者和有效性溝通連接。

兒童中心 1.1.2元素 每個孩子的現有知識，實力，思想，文化，能力和興趣是計劃的基礎。

計劃的學習機會 1.1.3元素 方案，包括程序的所有方面，都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為每個孩子的學習機會主辦。 

標準1.2 教育促進和擴大每個孩子的學習和發展。 

故意教學 1.2.1元素 教育是故意的，有目的的，周到的在他們的決策和行動。 

響應教學和腳手架 1.2.2元素 教育工作者應對孩子的想法和播放，通過開放式的問題，相互作用和反饋延長孩子的學習。

兒童導向學習 1.2.3元素 每個孩子的機構正在提升，使他們能夠做出選擇和影響的事件和他們的世界的決定。

標準1.3 教育工作者和聯絡員採取有計劃和反射的方法來實現對每個孩子的計劃。

評估和規劃週期 1.3.1元素 每個孩子的學習和發展進行評估或評估的觀察正在進行的週期的一部分，分析學習，文件，規劃，實施和反思。

批判性反思 1.3.2元素 對孩子的學習和發展的批判性反思，無論是作為個人或集體，推動項目規劃和實施。

家庭信息 1.3.3元素 家庭被告知有關程序和他們孩子的進步。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51（1）（b）中 在服務審批條件（兒童教育和發展需要） 1.1.1

第168條  進攻與所需的程序 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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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1區改善計劃 

質量優勢區域概述1 

第73  教育計劃 1.1.1

條例74  孩子的評估或評估的歸檔交付教育計劃 1.3.1

條例75     保持可用有關的教育項目信息 1.3.3

條例76   關於教育計劃的信息要提供給家長 1.3.3

條例274A NSW 兒童學齡前歲以上的程序 1.3.1

條例289A NT 兒童學齡前歲以上的程序 1.3.1

條例298A昆士蘭 兒童學齡前歲以上的程序 1.3.1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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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1.1.1元素課程決策有助於每個孩子的學習和發展成果相對於他們的身份，社區，福利和信心學習者和有效性溝通連接。 

• “優勢，興趣和需求”，“目標設定”和學習成果的模板和各種各樣的信息收集工具包含在入學包發送出去，每12週為家長反饋。這也是在一年兩次的家庭會議跟進，討論和審查的孩子的進

步。

• 我們立足我們的教育計劃對“早年學習框架”和“我的時間我們的地方 

• 所有領先的教育工作者的教育領導者滿足於週一和這些會議有一個議程，並議事錄，並反饋給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這些會議是用來確保程序連接與他們學習的孩子，他們都支持在所有領

域，並制定滿足學習成果。 

• 每週節目審查，以確保它們包括孩子們的聲音和學習框架的所有其他要求。孩子的聲音已經被嵌入在教育計劃，我們有一個統一的流程來收集這些信息。

• 我們一起工作，並與CEWA原住民顧問諮詢創建國家確認為我們的流程，以支持孩子們的土著歷史和文化的理解的一部分。 

1.1.2元素每個孩子的現有知識，實力，思想，文化，能力和興趣是計劃的基礎。 

• 由於我們的編程框架的一部分，我們會定期收集各種關於每個孩子告知教育計劃的信息。  

• 我們還收集有關孩子的信息。家居文化和家長輸入告知教育計劃

• 雖然我們的教育計劃基於我們的孩子的利益故意的學習經驗，往往經驗來自於孩子為主導的方法。 

• 在鉛教育家會議教育是評估當前計劃和頭腦風暴的方式來加強程序和框架。 

1.1.3元素節目的所有方面，包括程序，被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為每個孩子的學習機會主辦。  

• 有意教學是通過鏈接到個性化學習以及特殊的活動和項目，都已經發生了先前的評估和學習的擴展積累在程序中嵌入。  

• 我們在支持孩子們在程序例程的溝通和值的程序的專用區域。這是審查每兩個星期，以確保靈活的方案執行。

• 該計劃的目的是讓孩子們在過渡時期提供了選擇，以滿足他們的個性化需求。 

1.2.1元素教育是故意的，有目的的，周到的在他們的決策和行動。 

• 我們的首席教育家會議是用來反映在程序支持的連續性和一致性，在編程週期。通過這些會議，我們已經證明我們的合作過程，所有的教育工作者都參與了編程框架的持續評估，反思和

發展。

• 專用的編程時間分配給教育工作者，這顯示在中央名冊。一種非接觸寄存器被保持，並且由教育組長監督。這樣，通過允許兩個或更多的教育工作者具有同時他們的編程非接觸使教育之

間的反射會話。

1.2.2元素教育應對孩子的想法和播放，通過開放式的問題，相互作用和反饋延長孩子的學習。 

• 我們討論了在我們的會議開放性問題的重要性，並共同創造戰略，以擴大兒童遊樂的機會。 

• 我們有一個發揮顧問，強尼Neen從誰進來對我們的“玩行動計劃”的工作，並支持我們創造與我們的孩子和教育的戰略計劃“playpauserewind”。 

• 我們的重點問題，從NQF每週員工備忘錄的一部分。通過重點問題的教育工作者都能夠反思自己的教學實踐。   

• 我們編程的個人和框架中組中的兩個。 

• 有在每個房間領域孩子離開，他們正在努力恢復到當他們準備的項目。 

• 教育領導支持教育工作者使用理論家和哲學反思孩子們的學習。 

1.2.3元素每個孩子的機構正在提升，使他們能夠做出選擇和影響的事件和他們的世界的決定。 

• 兒童有機會採取自救和基本程序，如洗手越來越多的責任，運用防曬霜，流涕，穿衣，獲得食物和水。 

• 兒童參與決策並對被嵌入在課程規劃過程中的自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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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優質區主要改進 

標準/ 標準/ 

元件 

自我評估過程中的問題

確定

我們所追求的結果或目標

？ 

優先 

（L / M / H），我們將如何得到這個 結果？（腳步）

成功測度 什麼時候？病程記錄

1.1.1 連接到社會需要更多的改

進

開始做的教堂，公園馬多卡，

首裡，艾米莉更多的訪問

中號 嘗試當地社區聯繫的切口。機會。

與父親格雷格見面開發一個持續的

遊覽計劃。

孩子們會去公園和教堂至少一次任期 可2018 Kaushie想出了 

遊覽計劃，教會按照她的父親與格雷格

會議。我們更新了我們的報名表，包括

該入侵。

1.1.2 實力的興趣和需求表需要

確定孩子的學習更多的球

創建多個父集中的過程，以確

定父母的目標，為他們的孩子

，確保他們跟進，而他們在照

顧。

中號 在與教師每週教學會議討論新的格

式和會議的想法。創建測量家庭，

看看他們需要什麼。

包括床單上的更多信息，並創建關於

目標，為他們的孩子的家庭更多的交

際關係。

2019五月2018五月 

創建模板和調查2018年11月發送

調查了磋商

1.2.3 在程序需要更多的孩子的

聲音。更強的邀請。

對於孩子們的聲音更加明顯

和更強的機會來連接創建。

H 創建該中心的通用程序恭維在房

間裡使用的個別深受孩子們的發

展為導向。

在節目中更多的孩子投入。在強大的程

序來顯示自己的聲音的能力。

2018年12月 在房間和鉛教育家會議批判性反思

它。 

1.3.3 信息需要更加都能得到家庭

，不同的需求特別家庭

對我們來說，有自己的語言為

出發點的方法和獲取廣泛的資

源和文檔。

中號 搜索語言引擎和創造的資源來

支持與ESL家庭。

更多的文檔所提供的家庭制定一個過程

，我們收集信息的方式， 

2018八月 2018五月 

聯繫Communicare對這種做法的支持。

 

2018年11月 

我們接觸過一個網頁設計師的支持我

們創建鏈接和接口，使我們的家庭可

以在各種語言和那些對他們有意義的

方式進入我們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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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區域2：兒童的健康和安全 

質量區域2：標準和元素 

  

標準2.1 每一個孩子的健康和體力活動的支持和促進。  

健康和舒適 元件 

2.1.1 

每個孩子的健康和舒適性提供了，包括適當的機會，以滿足每個孩子的睡眠，休息和放鬆的需要。

健康做法和程序 元件 

2.1.2 

有效的疾病和傷害的管理和衛生習慣，推廣和實施。

健康的生活方式 元件 

2.1.3 

健康飲食和身體活動促進和適合每一個孩子。

標準2.2 每個孩子得到保護。 

監督 元件 

2.2.1 

在任何時候，合理的預防措施和足夠的監管確保兒童免受傷害和危險的保護。

事件和應急管理 元件 

2.2.2 

計劃有效地管理事件和緊急情況在諮詢了相關部門，實行和執行。

兒童保護 元件 

2.2.3 

管理，教育工作者和工作人員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責任，以識別和虐待或忽視的風險，每一個孩子作出回應。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伴生元素

第51（1）（a）中 在服務審批條件（安全，健康和兒童福利） 2.1.1，2.1.2，2.1.3，2.2.1， 

2.2.2，2.2.3

第162A  在一天到一天的主管人員和提名監事有兒童保護培訓 2.2.3

第165節  進攻以充分督促孩子 2.2.1

第166條  進攻使用不當管教 2.1.1，2.2.1

第167  有關免受傷害和危害保護兒童的罪行 2.2.1

第170  有關教育和保健服務處所未經授權的人進攻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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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1條  與方向進攻，以排除教育和保健場所不合適的人 2.2.1

第77條  健康，衛生，安全的食品的做法 2.1.2

第78  食品和飲料 2.1.3

第79條  服務提供食物和飲料 2.1.3

第80  每週菜單 2.1.3

第81條  睡眠和休息 2.1.1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82  煙草，毒品和酒精的環境 2.2.1

第83  工作人員和家庭日托教育家不要被酒精或藥物的影響 2.2.1

第84條  保護兒童的法律意識 2.2.3

條例85  事故，傷害，心理創傷和疾病的政策和程序 2.1.2 

第86條  通知事件，傷害，心理創傷和疾病的父母 2.1.2

條例87  事故，傷害，心理創傷和疾病記錄 2.1.2

第88條  傳染性疾病 2.1.2

第89條  急救箱 2.1.2

第90條  醫療條件的政策 2.1.2

第91條  醫療條件的政策，提供給家長 2.1.2

條例92  用藥記錄 2.1.2

第93條  用藥管理 2.1.2

第94  例外授權要求，過敏或哮喘的緊急 2.1.2

第95  程序服用藥物的 2.1.2

第96  用藥的自我管理 2.1.2

條例97  緊急疏散程序 2.2.2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伴生元素

第51（1）（a）中 在服務審批條件（安全，健康和兒童福利） 2.1.1，2.1.2，2.1.3，2.2.1， 

2.2.2，2.2.3

第162A  在一天到一天的主管人員和提名監事有兒童保護培訓 2.2.3

第165節  進攻以充分督促孩子 2.2.1

第166條  進攻使用不當管教 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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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2區質量改進計劃

質量優勢區摘要2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規例第98  電話或其他通信設備 2.2.2

第99  兒童離開教育和保健場所 2.2.1

第100 風險評估必須遊覽前進行 2.2.1

法規101 對於短途旅行風險評估的行為 2.2.1

第102條 授權遊覽 2.2.1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伴生元素

第51（1）（a）中 在服務審批條件（安全，健康和兒童福利） 2.1.1，2.1.2，2.1.3，2.2.1， 

2.2.2，2.2.3

第162A  在一天到一天的主管人員和提名監事有兒童保護培訓 2.2.3

第165節  進攻以充分督促孩子 2.2.1

第166條  進攻使用不當管教 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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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2.1.1元素每個孩子的健康和舒適性提供了，包括適當的機會，以滿足每個孩子的睡眠，休息和放鬆的需要。 

• 小號 百步可供兒童訪問的水，食物和休息全天，因為他們需要它。小號 百步可供兒童訪問的水，食物和休息全天，因為他們需要它。

• 我們在陽台上在惡劣天氣期間，支持孩子們的靈活打法臥底領域。

2.1.2元素有效的疾病和傷害的管理和衛生習慣，推廣和實施。 

• 該中心以及每個房間都有，他們必須堅持每日，每週和每月的基礎上，個人清潔時間表。為了確保所有的資源，材料，玩具，家具等消毒正確控制傳染病的發生和傳播。員工日常工作

列表還顯示全天嵌入式清洗的做法的證據。

• 有位於內外支持兒童的健康保健需求的快速反應急救包。 

• 所有教育工作者的急救資格renumerate鼓勵大家持有資格。 

• 我們有我們用來支持該中心的程序，提高實踐疾病的寄存器。 

• 我們有風險最小化計劃在哪些方面的風險可以在中心最小化的區域。 

2.1.3元素健康飲食和身體活動促進和適合每一個孩子。 

• 我們的反射過程包括菜單反饋片材。每學期我們回顧與兒童，家庭，廚師和教育工作者的菜單。經理與庫克會面，討論菜單和如何支持孩子們的健康飲食和自主性。

• 兒童支持計劃的創建和實施，以確保他們的身體需要被支持，監督和促進。 

• 對於特定的食物要求孩子，替代食物供給，這與原來的配方飼養，以確保孩子們感到列入，而不是基於他們的健康需求排除在外。  

• 該中心是雞蛋和堅果知道。 

• 每個房間都配有飲水機，允許按要求孩子有新鮮過濾水準備訪問。每日交接表包含兒童支持提醒的情況下，他們都在忙著喝水吃飯，心煩意亂之外的時間是不安詢問或訪問水。

• 我們在兒童房的水果碗訪問吃飯以外的食物。這些都是在交接文件指出，這樣存在的，他們有多少吃了他們的家庭訪問的記錄。

2.2.1元素在任何時候，合理的預防措施和足夠的監管確保兒童免受傷害和危險的保護。 

• 監督計劃，從監管的風險管理計劃的制定。這些都在每間客房已經完成，以確保其提出明確所有工作人員提出了一個高風險的活動和環境。這些都是通過與全體員工合作創建  

• 我們在使用對講機所在的地區監督在更高的風險領域。 

• 我們是一個陽光智能中心。 

2.2.2元素計劃有效地管理事件和緊急情況在諮詢了相關部門，實行和執行。 

• 我們有一個全面的反思和評價過程每個月審計實踐中，我們使用這些信息來評估，以提高我們的監督，規劃和排班，提高我們的孩子的安全。

• 工作人員都在使用緊急設備即時訪問和培訓。 

• 我們有外部專業審計人員誰審查和屈尊我們的應急預案每三年。他們還檢查和更新我們的應急設備。

• 我們進行審計和檢查清單，以確保兒童在安全的環境危害形式。 

• 我們有一個指定的健康和安全官員 

2.2.3要素管理，教育工作者和工作人員都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責任，以識別和虐待或忽視的風險，每一個孩子作出回應。 

• 我們有永久保護兒童每年培訓預訂在二月27日，以便工作人員可以規劃自己的訓練要求。工作人員還可以，因為他們需要或啟動全年訪問有關兒童保護的培訓研討會。我們包括我們的

會議和備忘錄兒童保護更新和在我們的教育家庫信息。  

• CEWA有一個“行為守則”，工作人員接收在今年的第一天訓練上。CEWA還為員工提供訪問兒童保護團隊和專業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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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質量2區主要改進 

改進計劃 

標準/ 標準/ 

元件 

自我評估過程中的問題確定 我們所追求的結果或目標？ 優先級（L / M

 / H） 

我們將如何得到這樣的結果？

（腳步）

成功測度 什麼時候？ 病程記錄

2.1.1 我們在每個房間為孩子們放

鬆和休息場所，但我們仍然

可以看到在我們的保健需要

有自我調節更加支持孩子。

要創造更多的可見的空間供孩

子休息和放鬆，而他們是在房

間外，使他們的需求得到最佳

的支持。

中號 - 與例程和利益，和孩子們的工作

需求，以了解他們在休息區的需要

。  

- 在我們的會議一起來討論一個

全面的方法來支持孩子放鬆。

    

- 我們將購買資源，創造有

利於放鬆的空間。

孩子們將前往我們為他們創造了休息的

區域。還有的孩子可能會建議別人去有

安靜的時間。孩子們將較為穩定和自我

調節將是可見的。

2018年6月2018年10月 我們從教育孩子們買了一些舒適的帳

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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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為了支持兒童和可用性食品

對健康的飲食習慣，在一天

，因為他們需要。

到吃飯的時候更容易過渡

，並通過一天一個更加自

主的態度和可用性或食物

。

中號 創建空間為食物提供給孩子們。更

自主用餐時間。

孩子們可以盛放食物全天用餐時間之

間輕鬆獲取食物。

2018年11月 2018可以我們有自助服務的水果碗，

孩子們用比吃飯其他時間獲取食物。

2.2.1 我們在安全的地方睡覺的做

法，但在尋找辦法來支持銘

記的做法。

我們願意支持在睡眠時間，可

能需要更多的監管孩子。

中號 我們將調查其對安全的睡眠做法

恩加拉一個PD。創建我們能與教

育工作者和家人共享信息。

工作人員將討論的睡眠休息的考慮更多

的作為計劃的一部分。資源開發的支持

的做法。

2019年3月2018年5月 

我們已經與有關安全睡眠實踐的紅鼻子

的基礎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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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領域3：物理環境

質量領域3：標準和元素

    

標準3.1 設施的設計是適合於服務的操作。 

杉木為目的 元件 

3.1.1 

室外和室內空間，建築物，設備和家具都適合他們的目的，包括支持每一個孩子的訪問。

保養 元件 

3.1.2 

房舍，家具和設備的安全，清潔和良好的維護。

標準3.2 服務環境是包容性，促進競爭並支持探索和遊戲為基礎的學習。 

包容的環境 元件 

3.2.1 

室外和室內空間的組織和調整，以支持每一個孩子的參與和對每一個孩子在這兩個建築與自然環境的質量體驗互動。

資源支持 

遊戲為主的學習元素 3.2.2 

資源，材料和設備允許用於多種用途，數量充足，並且使每個孩子都從事遊戲為基礎的學習。

對環境負責 元件 

3.2.3 

該服務關心環境和支持孩子成為對環境負責。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103條規定     房舍，家具和設備是安全，清潔和良好的維修 3.1.2

第104條     
擊劍 

3.1.1

105條例     
家具，材料和設備 

3.2.2

第106條規定     
洗衣和衛生設施 

3.1.1

法規107     空間要求，室內 3.1.1

法規108     空間要求戶外 3.1.1

第109條     廁所和衛生設施 3.1.1

第110條     通風和自然光 3.1.1

第111     行政空間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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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3區質量改進計劃 

質量優勢區摘要3 

法規112     換尿布設施 3.1.1

法規113     室外空間的自然環境 3.2.1

第114條     室外空間，樹蔭 3.1.1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法規115     樓宇設計，方便監督 3.1.1

法規116     家庭日托住宅的評估和批准的家庭日托場所 3.1.1

第117條 玻璃（家庭日托額外要求） 3.1.1

法規274 NSW 游泳池 3.1.2

法規345塔斯馬尼亞 游泳池禁止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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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3.1.1元素和室外室內空間，建築物，設備和家具都適合他們的目的，包括支持每一個孩子的訪問。   

• 適用於嬰兒分開的遊樂區，幼兒，青年，Kindy和OSHC，這些區域也可以打開，以允許室內/室外自由流動玩盡可能多的和適當的時候。教育組織根據程序的戶外環境的設置。

• 每間客房都存儲為餐飲業和嬰兒的房間物品有獨立的廚房自助餐。

3.1.2元素房舍，家具和設備的安全，清潔和良好的維護。 

• 盧克作品在全天護理和OSHC和支持中心從教育學的角度維護和保養。 

• 一個資本的發展計劃已經制定了中央與CEWA金融和資源團隊保持 

• 家長委員會會議支持活動，以完善的服務，如小蜜蜂和社區活動補助和反饋的規劃。 

• 財務委員會 -  CEWA，監督預算，以確保在定期的錢的預算，以確保中心是很好的維護。我們是不以盈利為目的，因此，所有的資金回到中心。

• 採用專用維修工（奧斯汀），以確保所有的資源，環境和家具保持在安全及清潔狀況，適合於每一個人房間的年齡組。維護人員也聯絡與教育工作者創造戶外結構，使兒童對在其內部發生

的學習延伸。例如，孩子們表現出很多的樂器所以兩個獨立的音樂設施被添加到我們的碼，以確保這個學習的興趣可以在露天環境中探索為好。    

• 我們已經清理嵌入在日常任務列表和工作人員職責的時間表     

3.2.1元素和室外室內空間的組織和調整，以支持每一個孩子的參與和對每一個孩子在這兩個建築與自然環境的質量體驗互動。 

• 區域之間自由流動。室內，室外和室內至陽台。陽台空間對程序的專用區域來支持環境設置和靈活的打法。

• 有對自然環境的強烈關注和尊重，促進孩子執導的發揮。

• 我們已經創建了一個室外設置程序，讓孩子們的戶外遊戲顯得更尊重，更容易方便 

3.2.2要素資源，材料和設備允許用於多種用途，在數量充足，使每個孩子都從事遊戲為基礎的學習。  

• 環境支持孩子們，讓他們根據自己的想法和選擇訪問材料的選擇和構建自己的發揮，使他們發揮的選擇。 

• 我們已經指定棚洛斯部件和存儲領域，其中資源可以跨多個領域的使用。 

• 我們有一個會員資格REMIDA，鼓勵多種播放體驗的利用資源。 

• 當購買設備，我們保證我們購買的倍數，以確保所有兒童能夠獲得充足的原料。 

元素3.2.3服務關心環境和支持孩子成為對環境負責。  

• 我們有雞支持兒童的生命週期和創造可持續的環境和健康的地球它扮演的角色的理解。我們有循環侵入每12週在中心形成“蠕蟲廢物”公司支持兒童的可持續實踐的理解。

• 我們有一個家庭已經在就巢雞“陽光雞”她進來了一個月左右，坐在12受精卵，以支持他們成長為寶寶帶來的雞（艾米，安娜貝勒和哈里特）。孩子們能看到生命的輪迴，從雞蛋到完全

成熟的雞。

• 每年的復活節，我們在雞孵化場帶來展示給孩子們對自然世界的敬畏和驚奇和慶祝新生活。這是一年一度的和正在進行的項目，孩子們期待的計劃的一部分。

• 我們已經實施的“環境計劃”，旨在從家庭，兒童和教育工作者的反饋通過教育領導最大化和鏈接兒童與他們的室內和室外環境的各個領域的學習。 

• 我們已經制定了一個“地球一小時”整個中心每天從11.30-12.30，以提高孩子們的警覺，並促進其環保責任的好奇心。 

• 我們在各個領域花園病床，讓孩子們水廠作為教育計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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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質量3區主要改進 尋求質量3區主要改進 

改進計劃

標準/ 標準/ 

元件 

自我評估過程中的問題

確定

我們所追求的結果或目標？優先

（L / M / H），我們將如何得到這個 結果？（腳步）

成功測度 什麼時候？病程記錄

3.2.3 獲取其他社區成員，或農

民採取多餘的有機物質形

成的兒童餐的準備。

為了有減少浪費我們的膳食

準備

大號 聯繫加姆特里找到在卡萊爾的社

區，有興趣支持這種做法本地成

員。把張貼在Facebook上請求支

持。

更少的有機廢物 2019年3月

 

2018年11月 

Tailah是工作在這個項目上為是可

持續發展官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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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自由流動 - 在整個中心。我們這

個嘗試了幾次，都沒有用，我們

想成為的結果一樣快樂。我們希

望成為在這個過程中更加自信和

支持人人參與，了解自己的角色

。

為了支持孩子與中心內的所

有年齡組和客房混合。要創

建一個環境，這是一個簡單

和易於理解的過程，是方便

和交流得很好。

中號 我們將共同創造一個風險最小化

和溝通過程和編程策略，創造這

一過程為中心的範圍內方便的嵌

入工作實踐。

如編程或作為程序和中心寬內需

要這些都會發生。

2019八月 2018年9月 Trialle d2018年9月 Trialle d2018年9月 Trialle d

在和問題被確定了需要工作來支持

這個在未來。我們將重估。

3.2.1 我們需要包括更多的室外

區域從事兒童玩和想法和

他們的家庭。

為了有個孩子都從事和看到

的節目和兒童遊樂戶外發揮

高度價值豐富的環境。

中號 集思廣益，戶外玩耍和環境 節目單上的戶外考慮將在機會豐富 2019年3月

 

2018年10月 

強尼Neen該劇的顧問已經記

錄了戶外遊玩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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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領域4：人員安排  

質量領域4：標準和元素

標準4.1 人事安排提高孩子的學習和發展。 

教育工作者組織 元件 

4.1.1 

整個服務教育的組織支持孩子的學習和發展。 

工作人員的連續性 元件 

4.1.2 

盡一切努力為孩子們在服務體驗教育的連續性。

標準4.2 管理，教育工作者和工作人員合作，尊重和道德。

專業合作 元件 

4.2.1 

相互尊重，協作，以及挑戰與管理，教育工作者和工作人員的工作，互相學習，認識彼此的長處和技能。

專業標準 元件 

4.2.2 

專業標準指導實踐，互動和關係。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51（2） 在服務審批條件（FDC協調員） 4.1.1

第161條     進攻而不提名監事工作的教育和保健服務。 4.1.1

第161A      進攻的提名監事不符合規定的最低要求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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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     進攻操作的教育和保健服務，除非負責人存在 4.1.1

第163     關於家庭日托聯絡員的任命或參與進攻 4.1.1

第164     有關援助的家庭日托教育家進攻 4.1.1

第164A      通過家庭日托服務有關兒童的教育和照料進攻 4.1.1

第169     有關人員安排進攻 4.1.1

第269     註冊家庭日托教育家，聯絡員和助手 4.1.1

117A條例      在一天到一天一充配售人 4.1.1

條例117B      在一天到一天一充一個人的最低要求 4.1.1 

條例117C      對於提名監事的最低要求 4.1.1

第118     教育領導者 4.1.1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119條     家庭日托教育家和家庭日托教育家助理是在年滿18歲 4.1.1

法規120     教育誰是18歲以下的被監督 4.1.1

第123條     教育兒童的比例 - 基於中心的服務 4.1.1

123A條例      家庭日常護理協調員，教育家比家庭日托服務 4.1.1

124條     家庭日托教育家 - 誰可以教育和照顧子女數 4.1.1

法規126     基於中心 - 服務 - 一般教育家資格 4.1.1

法規127     家庭日托教育家資格 4.1.1

法規128     家庭日托統籌資格 4.1.1

法規130     要求對幼兒教師 - 基於中心的服務 - 少於25經批准的地方 4.1.1

法規131     要求對幼兒教師 - 基於中心的服務 -  25以上經批准的地方，但只有不到25名兒童 4.1.1

法規132     要求對幼兒教師 - 基於中心服務 - 兒童25-59 4.1.1

法規133     要求對幼兒教師 - 基於中心的服務 -  60至80名兒童 4.1.1

第134條     要求對幼兒教師 - 基於中心的服務 - 超過80名兒童 4.1.1

第135     幼兒教師生病或缺席 4.1.1

第136條     急救資格 4.1.1

143A條例      為家庭日托教育家最低要求 4.1.1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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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143B      家庭日常護理教育的日常管理 4.1.1

法規144     家庭日托教育家助理 4.1.1

法規145     工作人員記錄 4.1.1

法規146     監事提名 4.1.1

法規147     職員 4.1.1

法規148     教育領導者 4.1.1

法規149     志願者和學生 4.1.1

法規150     負責人 4.1.1

法規151     直接從事兒童工作的教育工作者記錄 4.1.1

法規152     訪問記錄到幼兒教師 4.1.1

法規153     註冊家庭日托教育家，聯絡員和助手 4.1.1

法規154     不是家庭日托教育家，家庭日托聯絡員和家庭日托教育家助理等職記錄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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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4區質量改進計劃 質量4區質量改進計劃 

質量優勢區摘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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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質量4區主要改進 

改進計劃 

優勢 元4.1.1教育的組織在整個服務支持孩子的學習和發展。

• 名冊反射片用於支持在該中心工作人員的規劃。我們用它來突出顯示任何的擔憂，支持切換和過渡和滿足支持兒童，家庭和相互教育的需求。教育家們還完成它，以確保任何

改進的領域，並將此信息被利用來創造一個更好的陣容前進。

• 名冊的設計和每週一次審查，以確保服務維護教育者的孩子比，工作人員和法律要求。這顯示在我們的工作人員溝通板，以及每星期發送電子。

4.1.2元素盡一切努力為孩子們在服務體驗教育的連續性。    

• 我們在該中心自開業誰在這裡工作的中心已經僱用的人員。 

• 工作人員都“日期之夜”，在那裡他們開會討論室，編程和操作要求在一個寬鬆的環境，從工作的地方了。這讓他們覺得自己的時間由中心尊重。    

• 我們定期提供“午餐”，為員工慶祝他們一直在做什麼，或者以感謝他們的工作。    

4.2.1要素管理，教育工作者和工作人員相互尊重，協作，以及挑戰，互相學習，認識彼此的長處和技能。 

• 我們舉辦社區活動，使我們可以得到參與社區項目的工作人員一起，並用它作為一個團隊建設活動。我們沒有在澳大利亞使命睡出在其他活動中提高對無家可歸這是由工作人

員組織和家庭的支持資金。

• 週一午間教育學舉行會議，反映在整個中心的規劃方案和支持的連續性和一致性。 

• 我們有一個工作人員的技能登記，以確保工作人員有充分的機會展示他們的技能和天賦。  

• 我們通過“WhatsApp的”溝通。我們通過這個媒介和工作人員，慶典慶祝生日，懷孕，和其他的成就。工作人員收集特殊場合和管理為員工提供午餐的，慶祝活動和一般than

kyous定期資金。這些慶祝活動是在每年的預算範圍之內，以確保工作人員提供並感到受到重視和支持。

• 有一個社交俱樂部和用於籌款，為員工的社交場合，如“迷你酒吧”員工的籌款良機（賣巧克力，新鮮水果和其他食物）。 

4.2.2元素專業水平指導實踐，互動和關係。 

• 在“WhatsApp的”。他們用臉書頁面職工股的編程思路，即EYLF頁面和教育領導者的頁面以及許多其他人分享專業觀點和啟發，相互學習。  

• 我們重視和認可的專業學習和誰出席PD教育工作者應邀在員工會議上分享他們與其他教育工作者學習。 

• 我們創建了一個提名監事和管理培訓感應進程和文件，以支持員工發展自己的技能和支持繼任規劃和職業發展。 

• 我們使用的兒童，行為和道德準則CEWA的ECA代碼的聯合國人權反思的做法並支持決策，在政策採購它。 

• 我們在2018年十二月參加了“學習之旅”與兒童澳大利亞分享關於行業內的做法的信息和支持我們的教育工作者所重視的專業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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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標準/ 

元件 

自我評估過程中的問題

確定

我們所追求的結果或目標

？ 

優先級（L / M

 / H） 

我們將如何得到這樣的結果？

（腳步）

成功測度 什麼時候？ 病程記錄

4.1.2 我們不得不去休產假了一

大批教育家。我們有一個

持續數誰是表達了成立家

庭的願望的教育工作者。

我們需要在確保員工感覺

受到重視，並在保持他們

高興在自己的角色，並在

自己的房間延伸工作。

H 與員工例會以獲取輸入。教師

可以守住自己的會議，以使他

們能夠告知的運營決策管理。

工作人員將保持在其最小的缺席崗

位的角色。工作人員將有更多的自

主權在他們的中心角色

Novembe [R 

2019

可以2018- 我們已經開始反饋會議可以2018- 我們已經開始反饋會議

和會議。 

2018年11月 我們在招聘兩個額外2018年11月 我們在招聘兩個額外

的合格人員，以支持持續護理為孩

子的過程。這些員工將在中心彩車

覆蓋休假。

4.2.2 創建教育工作者更多的

職業發展機會

工作人員在更廣泛的交

流機會參與。

中號 在會議上集思廣益。與個別員

工大會，以反映對職業發展目

標。

在專業發展日曆更大程度的參與

。更多的請求出席活動在一起，

而無需顯示或要求一起去。

2019年3月

 

2018年11月 - 

在工作人員評價，我們縮小了個人

的目標和發展戰略，管理，支持教

育者和員工，以獲取他們的職業目

標。

4.2.2 制定政策和信息，方便員

工 

要對USB和HardCopy政

策和文件，我們現在有一

個在線門戶網站或同等學

歷

大號 確保文件準備在PDF格式首裡

將來自備忘錄，會議和Whats

App的這個想法請求輸入工作

未來的接入網上政策工作人員 2019五月 2019年11月。 2019五月 2019年11月。 

工作需要被列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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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領域5：與孩子的關係  

質量領域5：標準和元素 

     

質量5區質量改進計劃

質量優勢區摘要5 

標準5.1 尊重和公平的關係保持著每一個孩子。 

正教育家兒童互動 5.1.1元素和響應意義的互動建立其參與並支持每個孩子感到安全，自信，包括信任關係。

尊嚴和兒童權利 元素5.1.2尊嚴和保持每個孩子的權利。

標準5.2 每個孩子是支持建立和保持靈敏反應的關係。 

協作學習 5.2.1元素孩子們的支持合作，互相學習，互相幫助。

自我調節 5.2.2元素每個孩子的支持，以規範自己的行為，以適當他人的行為作出反應，並進行有效的溝通，以化解矛盾。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166條 進攻使用不當管教 5.1.1，5.1.2，5.2.2

法規155 有孩子的互動 5.1.1，5.1.2，5.2.2

法規156 在團體之間的關係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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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5.1.1元素和響應意義的互動建立其參與並支持每個孩子感到安全，自信，包括信任關係。

• 有房轉變和定位過程的兒童和家庭，教育工作者收集的文件和資料，以了解如何最好地照顧孩子。它們包括個人列入表，播放日期預訂備忘錄和被鏈接的學習成果孩子訪問記

錄表。

• 我們包括兒童，以確保我們有感興趣的領域，讓孩子們有機會獲得他們享受，讓他們感到支持資源具體規劃等。 

• 我們使用有關兒童之家文化信息，以支持他們覺得環境是安全的。 

• 每個房間都有一個關於兒童的文化和如何將它們顯示。 

• 我們開發納入計劃支持護理中心的孩子和這些傳達給所有教育工作者和家庭。 

元素5.1.2尊嚴和保持每個孩子的權利。

• 我們專門在我們的監督和如廁政策支持的尊嚴和兒童的權利。廁所是各年齡組不同的設計，支持孩子們的隱私，自救能力和自主性。

• 移動到另一個項目或轉換前的兒童給予警告。 

• 我們使用的理念，兒童權利的聯合國和道德守則ECA來指導我們的實踐與兒童。 

5.2.1元素孩子們的支持合作，互相學習，互相幫助。 

• 例程和轉換都包含在該中心的編程框架，以確保一個全面的方法在整個中心執行。（見編程文檔框架。）

• 我們在中心的合作項目，以支持兒童互相學習。 

• 孩子們在房間有益於他人，如設置表和包裝客場經驗共同努力。 

• 我們有兄弟相互訪問的機會。這是支持作為註冊過程的一部分。

5.2.2元素每個孩子的支持，以規範自己的行為，以適當他人的行為作出反應，並進行有效的溝通，以化解矛盾。 

• 個人列入計劃落實，並與孩子們，教育工作者，家庭和外部機構審查。 

• 兒童參與制定地方發展合適自己的極限。 

• 教育支持我們的孩子規範自己的行為，以適當他人的行為作出反應，並進行有效的溝通，以解決可能出現的衝突。  

• 該方案具有很強的重視提供區域的放鬆，復位和在室內和室外自我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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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質量5區主要改進 

改進計劃

標準/ 標準/ 

元件 

自我評估過程中的問題

確定

我們所追求的結果或目標？優先

（L / M / H），我們將如何得到這個 結果？（腳步）

成功測度 什麼時候？病程記錄

5.1.1 在整個一天孩子更有意

義的關係，特別是當大

家都很忙。

更多的時間享受與孩子們的

互動和現在的無干擾的環境

是。

H 教育工作者將利用每週的反射

片，以反映和改善他們的做法

。

當教育工作者反映，他們會覺得看和

什麼是在房間裡與孩子發生改善。

2019年3月

 

2018年6月 

送出焦點問題  

2018年8月 

專注於一個質量區域在時間

5.2.1 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機會

，夥伴系統，並在節目

中指導。

年齡較大的兒童服務中指導

年幼的孩子。巴迪方案是新

的或過渡的孩子。

中號 我們會在領先的教育家會議，

審查策略討論這個

導師和好友計劃在中心內工作 2018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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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更多的機會，需要提供

給孩子互動，並在節目

中互相學習。

開發更多的機會，讓兒童從

一個房間在他們訪問的中心

移到另一個房間。

中號 在每週的會議使用它作為一個中心目標的討論更多 

每週例會 

2019年4月 2018年9月： 我們有 2019年4月 2018年9月： 我們有 2019年4月 2018年9月： 我們有 

試用一些開放式的自由流動，雖然出

中心。我們有一對夫婦的周圍，我們

在我們的教育領袖會議中討論並協同

工作，包括這在程序通過風險評估和

規劃討論向前發展集團的擔憂。

2018年10月 開始與家長合作，安排2018年10月 開始與家長合作，安排

與兄弟姐妹更多的訪問。更新報名

表來支持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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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6區：與家庭和社區的合作夥伴關係 

質量6區：標準和元素 

質量6區改善計劃 

質量優勢區摘要6 

標準6.1 與家人尊重關係開發和維護以及家庭在育兒角色的支持。 

參與與服務 元件 

6.1.1 

家庭支持從參與該服務的註冊和促進服務的決定。

家長的意見受到尊重 元件 

6.1.2 

專業知識，文化，價值觀，家庭的信仰得到尊重和家庭決策對他們孩子的學習和健康佳品。

家庭支持 元件 

6.1.3 

最新信息是提供給有關服務和有關社區服務和資源，以支持育兒和家庭幸福的家庭。

標準6.2 合作夥伴關係提升孩子的包容，學習和健康。 

轉變 元件 

6.2.1 

學習，為每個孩子過渡的連續性是通過共享相關信息，並明確了職責支持。

訪問和參與 元件 

6.2.2 

有效的夥伴關係支持該計劃的兒童訪問，包容和參與。 

社區參與 元件 

6.2.3 

該服務建立關係，並與它的社區配合。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175 有關要求進攻讓招生和其他文件 6.1.3，6.2.1

法規157 家長訪問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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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6.1.1元素的家庭從登記支持參與服務，促進服務的決定。

• 所有家庭提供在登記前服務的綜合旅遊，以滿足服務人員和服務的深入了解所有程序的報價。  

• 策略是在門廳在一個專用的家庭政策文件家庭顯示。他們也可在聖名的網站上，並給家庭報名包線上。策略是通過誰做了參考服務組和滿足每6週一次的家屬審查。

• 政策被發送出去，以保持家庭了解它們是什麼。他們還提供附加在夏季之初即防曬政策相關的信息時，家庭電子郵件更新。

• 我們有一個家庭都應邀參加，並有助於在該中心運作等事項家族管理委員會。 

• 元素6.1.2決策對他們孩子的學習和健康的知識，文化，價值觀，家庭的信仰得到尊重，家人分享。    

• 鉛教育家，討論孩子的過程沉降招生會被更新。 

• 我們一起玩了，並定向訪問，以蒐集有關他們希望如何參與該中心的信息形式的家庭。 

• 我們有開始在入學和信息定期更新，以滿足兒童和家庭的需求不斷變化，而他們參加的聖名孩子的信息收集過程。 

• 我們使用我們的家長委員會會議收集，以支持其在服務參與有價值的信息。最近，他們討論他們如何想擁有的每間客房家長代表，以支持為兒童和家庭，我們正與我們的未來

AGM這種做法繼續進行連接。

• 編程週期包含的原則和NQF和我們的理念的實踐。 

• 還有就是聖名的網站，有5種不同語言的版本，以支持家庭感到被尊重和包含的信息。 

6.1.3元素的最新信息提供給有關服務和有關社區服務和資源，以支持育兒和家庭幸福的家庭。

• 與我們合作，並尋求外部機構的支持。    

• 該服務的網站提供了一個記錄區在那裡他們可以查看服務的政策或下載程序，形式和其他有用信息的家庭。 

• 我們有一個顯示相關的社區節日和活動，在當地社區的社區委員會。    

• 我們用我們的遊戲小組為支持家庭和提供支持他們的養育需求，以及社區服務給他們信息的平台。    

6.2.1元素連續性學習，為每個孩子過渡是通過共享相關信息，並明確了職責支持。 

• 我們有一年兩次的父母信息晚上和也有家庭例會，以保持知情和我們的關係強。 

• 我們要學流程轉變，以便分享學校和職業安全健康局信息，以便我們能夠支持兒童護理用品的連續性和他們的學習之旅。 

• 我們在房間名冊轉移到支持它需要護理的連續性。我們觀看QIKKIDS的趨勢和改變轉移到我們每個星期複習出席趨勢。

• 我們有兩個領先的教育孩子的房間之間轉換前會議，並保證為兒童和家庭最好的結果。 

• 視線被鏈接到學習成果。 

6.2.2元素有效的夥伴關係支持該計劃的兒童訪問，包容和參與。 

• 我們收集了各種方式來支持他們的計劃包括從家庭和孩子的信息。我們創建了用於計劃為他們的孩子單獨支持計劃。  

• 我們有各種各樣的提供給我們的資源區的家庭信息。我們還整理了一下當地服務情況說明書在我們當地社區，他們可能會發現支持家庭。

• 我們在領先的教育家會議與Communicare傑西卡·史蒂文斯定期安排的會議，以支持一個包容！35



 

\ 

尋求質量6區主要改進 尋求質量6區主要改進 

改進計劃

標準/ 標準/ 

元件 

自我評估過程中的

問題確定

我們所追求的結果或目標？Priorit

Y（L / M /

H）

我們將如何得到這樣的結果？

（腳步）

成功測度 什麼時候？

 

病程記錄

6.1.1 對於能夠兒童獲得更

多的獨立知道在自己

的房間的教育和兒童

。

協助孩子的工具感到歡

迎，並融入中心

中號 創建一個神聖的名字歡迎的書

和書為每個房間與教育者的名

字和一些重要的日常信息。

家庭和兒童和教育會看到更多解

決孩子。孩子們會知道他們的教

育。

2018年11月 18年8月15日 我們在鉛教育家會議18年8月15日 我們在鉛教育家會議

上討論這個 

18年8月17日 艾米麗萊德已經開始在18年8月17日 艾米麗萊德已經開始在

這個項目上的工作。 

18年3月11日 菲奧娜接管了這本書18年3月11日 菲奧娜接管了這本書

的發展，它是在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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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我們發出許多不同的

策略來從事家庭做出

貢獻的計劃，但不是

獲取信息是成功的，

因為我們想成為

為了確保我們走上了致富

的反饋形成了適合他們的

方式家庭。

中號 嘗試不同的策略，涉足家庭。

獲取有關家庭怎麼樣傳達信息

。

我們將收到來自我的家庭在中心的

運營，並在編程週期更大的信息。

更強的過程將發展到支持從家庭信

息採集

2019八月 2018五月 

發出了通信調查家庭。 

2018年10月 

與教育工作者的工作，看看有什

麼家庭反饋和在什麼時間方便或

首選。

6.1.3 我們想了解該中心的

信息是家庭特別是那

些形式的其他文化更

容易獲得。

對於來自不同家庭的家庭

感到在中心歡迎和被包括

在內。

中號 我們將確定的家庭和孩子，我

們參加了中心的不同的文化。

我們將尋找到可用以支持的文

件和不同語言的信息獲取翻譯

的應用程序。

當一個家庭的中心報名，我們將能

夠引導他們到更廣泛的資源來支持

他們。我們將有機會獲得技術，支

持我們要包括在中心的家庭。

2018年3月

 

2018年11月 

首裡是添加的東西的網頁，以支持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更容易獲

得“。我們開始使用QIKKIDS應用

程序以支持教育，以確定來自不同

文化背景的兒童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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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保證區7：治理和領導 

質量7區：標準和元素

標準7.1 管理支持服務質量的工作。 

服務理念和宗旨 元件 

7.1.1 

理念的報表，開發和指導服務的業務的所有方面。 

管理系統 元件 

7.1.2 

系統到位，管理風險，使服務質量的有效管理和運作。 

角色和責任 元件 

7.1.3 

角色和責任都有明確的規定，並理解和支持服務的有效決策和操作。

標準7.2 有效的領導建立和促進積極的企業文化和專業學習共同體。

連續的提高 元件 

7.2.1 

目前已具備有效的自我評估和質量改進的過程。

教育領導 元件 

7.2.2 

教育領導者的支持和領導教育計劃，並評估和規劃週期的開發和實施。 

專業發展 元件 

7.2.3 

教育工作者，協調員和工作人員的業績進行定期評估和個人計劃，以支持學習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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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21 健身和禮（供應商認證）的重新評估 7.1.2

第51（2）    在服務審批條件（FDC聯絡員） 
7.1.2，7.1.3

第56條 此外提名監事的公告 
7.1.2

第56A 的提名主管的姓名和聯繫方式變更的通知 
7.1.2

第161條 進攻而不提名監事工作的教育和保健服務 7.1.2

第161A 進攻的提名監事不符合規定的最低要求 7.1.2

第162 進攻操作的教育和保健服務，除非負責人存在 
7.1.2

第162A  在一天到一天的主管人員和提名監事有兒童保護培訓 
7.1.2

第163  關於家庭日托聯絡員的任命或參與進攻 
7.1.2，7.1.3

第164 有關援助的家庭日托教育家進攻 
7.1.2

第164A  通過家庭日托服務有關兒童的教育和照料進攻 
7.1.2，7.1.3

第165節     進攻以充分督促孩子 
7.1.2

第166條 進攻使用不當管教 
7.1.2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167     有關免受傷害和危害保護兒童的罪行 7.1.2

第168條 進攻與所需的程序 7.1.2

第169 有關人員安排進攻 7.1.2

第170 有關教育和保健服務處所未經授權的人進攻 7.1.2

第171條  與方向進攻，以排除不當的教育者和護理服務處所 7.1.2

第172  進攻失敗顯示規定的信息 7.1.2

第173條  進攻失敗通知某些情況下監管機構 7.1.2

第174  進攻失敗通知某些信息的監管機構 7.1.2

第174A  家庭日托教育家通知某些信息到批准的供應商 7.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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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  有關要求進攻讓招生和其他文件 7.1.2

第188  進攻來給誰禁止通知書適用搞人 7.1.2

第269     註冊的家庭日托教育家，協調員和助理 7.1.2

第31條 條件對審批服務質量改進計劃 7.2.1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5條 質量改進計劃 7.2.1

第56  審查和修訂的質量改進計劃 7.2.1

法規158     孩子的考勤記錄被批准的供應商保持 7.1.2

法規159 孩子的考勤記錄由家庭日托教育家保持 7.1.2

法規160  兒童登記記錄被批准的供應商和家庭日托教育家保持 7.1.2

法規161     被關在註冊記錄授權 7.1.2

第162     被關在註冊記錄健康信息 7.1.2

法規163     在家庭日托居留和家庭日托教育家助理居民要適當人選 7.1.2

法規164  要求在新的居住人員的通知 7.1.2

法規165     訪客記錄 7.1.2

法規166     兒童不與遊客獨處 7.1.2

法規167  服務的合規記錄 7.1.2

法規168  教育和保健服務必須具備的政策和程序 7.1.2

法規169 其他的政策和程序，家庭日托服務 7.1.2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法規170  政策和程序應遵循 7.1.2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167     有關免受傷害和危害保護兒童的罪行 7.1.2

第168條 進攻與所需的程序 7.1.2

第169 有關人員安排進攻 7.1.2

第170 有關教育和保健服務處所未經授權的人進攻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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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171   政策和程序保持可用 7.1.2

法規172  變化的通知，政策或程序 7.1.2

法規173     要顯示的信息的規定 7.1.2

法規174     時間通知某些情況下監管機構 7.1.2

174A條例      通知規定的信息，陪通知 7.1.2

法規175     規定的信息通知給監管機構 7.1.2

法規176     時間通知某些信息的監管機構 7.1.2

條例176A      訂明的資料由家庭日托教育家通知核准服務提供商 7.1.2

法規177     招生規定等文件批准提供商保持 7.1.2

法規178  規定登記等文件，以通過家庭日托教育家保持 7.1.2

法規179   家庭日托教育家提供在離開服務文檔 7.1.2

法規180  規定保險的證據 7.1.2

法規181  記錄保存機密核定提供商 7.1.2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法規182  記錄保存機密通過家庭日托教育家 7.1.2

第183條 記錄和其他文件存儲 7.1.2

法規184     記錄存儲服務批准後轉移 7.1.2

法規185 法律和法規可用 7.1.2

法規344塔斯馬尼亞 與弱勢群體註冊工作 - 工作人員 7.1.2

法規358維多利亞 與兒童工作檢查要讀 7.1.2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167     有關免受傷害和危害保護兒童的罪行 7.1.2

第168條 進攻與所需的程序 7.1.2

第169 有關人員安排進攻 7.1.2

第170 有關教育和保健服務處所未經授權的人進攻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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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359維多利亞 犯罪記錄檢查被讀取並認為 7.1.2

國家法律和國家規定 相關元素

第167     有關免受傷害和危害保護兒童的罪行 7.1.2

第168條 進攻與所需的程序 7.1.2

第169 有關人員安排進攻 7.1.2

第170 有關教育和保健服務處所未經授權的人進攻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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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7區質量改進計劃 質量7區質量改進計劃 

優勢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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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
元素7.1.1理念的報表，開發和指導服務的業務的所有方面。  

• 哲學被認為是編程週期的一部分 

• 審查週期定期每年會商使用的家庭教育，孩子的輸入進行。 

• 在鉛教育家/教育領導會議討論召開，以進一步支持被用於指導編程週期和中心的運營理念，這是嵌入在編程框架。 

7.1.2元素系統是到位，以管理風險，使服務質量的有效管理和運作 

• 所有遊客為中心，需要登錄並穿掛繩的識別，並始終陪同。 

• 工作人員提供了機會，在員工會議等次審查政策。父母和家庭也審查過程的一部分，這是在政策審查文件中。   

• 風險管理模板創建支持所有新的編程思想或區域可能存在潛在的風險。這些都保存在文件中，顯示並傳達給所有的利益相關者。  

7.1.3元素角色和職責都有明確的規定，並理解和支持服務的有效決策和操作。 

• 註冊協議和工作描述中提供給工作人員，以確保他們了解自己的角色和這些通過指導定期支持，以確保理解和支持人員進行他們的角色和責任。 

• 審查會議是為需要支持的工作人員，以確保他們的目標得以實現，他們是自己的持續專業和個人提高部分進行。 

• 誘導過程是全方位的。這是通過績效考核，長處，需要和興趣和職業發展規劃跟進，以確保他們的個人，專業和中心的目標得以實現，並支持擴展。工作人員還與管理層見

面，並使用WhatsApp進行溝通，他們想追求技術領域的利益。

• 當需要工作人員都與中心管理器，繼續下去，直到會議，他們不再需要它作為一個單獨的方法進行性能評估的一部分。  

• 工作人員使用每週反射，以評估他們的做法。 

7.2.1元素中有一個有效的自我評估和質量改進的過程。 

• 我們使用的每個質量區域QIP反射工具和反射片。工作人員完成這些表格和信息在鉛教育家會議進行審查。這然後被饋送到由管理器QIP。

• 家庭定期邀請成為通過電子郵件更新QIP過程的一部分，該服務QIP的完整副本可對服務的網站，並在休息室的家庭。   

• 我們有完成作為團隊反思的一部分自我評估表和該信息也被用來通知QIP和用於工作人員反映，並告知他們的做法。 

• 工作人員負責在小群體一定的質量方面，並將此信息反饋到告知操作實踐以及對合格投資項目。    

元素7.2.2教育領導者的支持和領導教育計劃，並評估和規劃週期的開發和實施。 

• 教育領導者是ELA的一部分，並參加他們的網絡會議。  

• 鉛教育家會議推動，導致基於目前的編程需要和變化的經驗修訂和編程週期的更新討論。這些都記錄在節目審查文件和所有工作人員都經過專業培訓的機會，會議和備忘錄

的更新通知。

• 教育領導與工作人員會面，支持他們反思自己的實踐和目標。  

7.2.3元素教育工作者，協調員和工作人員的業績進行定期評估，以及個人計劃，以支持學習和發展。

• 每個工作人員擁有專業的開發計劃。這些都與每個工作人員的合作每年進行審查，並根據他們的反思和專業對話。職業目標是在此過程中概述。

• 我們維持全體員工發展的記錄跟踪誰需要訪問更多的職業發展機會或需要的工作人員！44



 

尋求質量7區主要改進 尋求質量7區主要改進 

改進計劃

標準/ 標準/ 

元件 

自我評估過程中的問題

確定

我們所追求的結果或目標？ 優先級（L / M

 / H） 

我們將如何得到這樣的結果？

（腳步）

成功測度 什麼時候？ 病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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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我們需要找到孩子的家庭

和教育工作者更多的方式

參與了QIP的批判性反思

。

不要有更多的投入形式

更加的利益相關者，使

QIP一個活的文件

中號 發送反思問題的家庭和兒童教育

，並把反饋到QIP。

會有在QIP，並在自我評估和QIP

反射工具系列輸入更多的證據。

2019年3月

 

2018年10月 - 教育工作者討論寫下2018年10月 - 教育工作者討論寫下2018年10月 - 教育工作者討論寫下

口頭討論到QIP反思工具和8週評估

這種做法，以檢查其進度。 

2018年11月 

首裡正在嵌入一個應用程序到網頁

上，這樣的家庭可以在所有語言訪

問QIP。這將使他們更容易獲得提供

的QIP反饋

7.2.3 我們誰訪問的支持很多

的一些工作人員和其他

人誰需要支持，從事的

職業發展機會。

對於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職業

發展和成功接合支撐自己的

需要，以提高自己的角色。

中號 在績效考核會議上討論與員工的

職業機會

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將在從室的工作

人員提供的資源專業發展進行預訂

。所有的工作人員將他們在員工會

議上了解到，加入到專業學習的文

化反饋。

正在進行的201

9十一月

2018年11月 

進行評估和開始了談話有關的

專業發展。 

2018年11月 

預訂更多的服務基礎上的工作人員

和家人輸入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