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提升计划（教师）

这份中文讲解资料是幼儿培育署特别为华文教师准备，
帮助参与专业提升计划的教师/PDP(Preschool Educators)了解这项计划和每个培训阶段的要求。

其余计划相关资料将以英文书写，敬请谅解。



1. 专业提升计划（教师 / PDP(Preschool Educators)简介

- 可在三年内灵活选

择培训课程，完成培

训里程碑

- 通过有结构的专业
发展计划，拓展教师

的职业前景

通过有结构的专业发
展计划，留住优秀教

师

- 多样化及多语言的
专业发展课程

- 三年内完成指定培训
里程碑，可获1万

2000元现金奖励，无
须履行契约义务

雇主、教师和幼儿培
育署维持坚实稳固的

伙伴关系

计划概括 计划目的 计划提供 计划需要



2. 计划结构

*学员每学年必须完成指定培训里程碑和服务里程碑才能获得现金奖励
（服务里程碑是指在学年结束后，继续在提名机构留任至少6个月）

指定培训里程碑:

• 第一年： 完成一门必修课程

• 第一，二或第三年： 完成至少一门单元课程 (建议在第二年完成)

• 第一，二或第三年： 完成至少一项专题作业

• 以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活动完成其余小时

第二年
(2024年4月1日– 2025年3月31日) 

$4,000*

第一年
(2023年4月1日– 2024年3月31日) 

$3,000*

三年内共完成180小时培训

第三年
(2025年4月1日– 2026年3月31日) 

$5,000*



3. 个人发展计划 (Individual Development Plan/IDP)(自行使用)

• 学员可使用这份个人发展计划，规划专业发展项目，并跟进

及记录所完成的培训课时和进展。

• 这份个人发展计划供学员自行使用，无须提交给幼儿培育署。

• 可登入PDP(Preschool Educators) 网页，或扫描以下二维码下

载个人发展计划。



• 培养个人的领导能力 (Developing the Leader in Me) (也提供中文课程）

• 深入了解自己对领导能力的看法和价值观，以及加强对专业素质和职业发展潜能的认识

• 国立幼儿培育教育学院 (NIEC) 讲师授课 (三天,21小时）

4a. 指定培训里程碑一：必修课程

关于必修课程

第一年完成



• 相关课程和申请日期等资料较迟再电邮学员

• 登入ONE@ECDA网页，并按照左边的步骤登记

• 登记成功后，按照新 NIEC 的指示缴付学费*

*NIEC会在你成功登记后告知学费数额

• 在选定的日期出席并完成培训

4a. 指定培训里程碑一：必修课程

学员须知

怎么申请必修课程？

第一年完成



• 登入ONE@ECDA网页，并按照左

边的步骤批准学员的申请

• 全力支持学员，并在必要时调整

工作安排

雇主须知

4a. 指定培训里程碑一：必修课程

怎么申请必修课程？

第一年完成



学员和雇主须知

• 学员完成培训后， 培训时数会在ONE@ECDA自动更新

• 在完成培训一个月后，学员和雇主只需检查和确认学员的

CPD记录已准确更新

• 若没有培训记录，请电邮至ecda_pp@ecda.gov.sg

完成必修课程后，需要做些什么？

4a. 指定培训里程碑一：必修课程 第一年完成



• 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灵活选择单元课程，深入学习

• 单元课程可归入学前教育专业资格文凭/高级文凭或学位

• 单元课程包括中文和英文课程

• 预知最新的单元课程表，可登入PDP(Preschool Educators) 网页，或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

4b. 指定培训里程碑二：单元课程

关于单元课程

第一， 二或
三年完成



2023年可供选择的中文单元课程

中文教学

1 中文文选

2 中文写作：主要文体

3 中国当代文学

4 应用华语发音与词汇学

5 中英翻译基础

6 英中翻译基础

4b. 指定培训里程碑二：单元课程

*欲知最新的单元课程表，可登入PDP(Preschool Educators) 网页

关于单元课程

第一， 二或
三年完成



• 留意感兴趣的单元课程的申请期限

• 登入PDP(Preschool Educators) 网页下载单元课程表，点击有关机构的网站链接，并登记至少一个单元课程

• 登记成功后，按照有关机构的指示缴付学费*

*有关机构会在成功登记后告知学费数额

• 在选定的日期出席并完成培训

4b. 指定培训里程碑二：单元课程

怎么申请单元课程？

雇主须知

学员须知

• 全力支持学员，若学员在登记单元课程时遇到困难，给予支援和指导

第一， 二或
三年完成



学员须知

雇主须知

• 确保学员准时提交单元课程证书或成绩表

• 将单元课程证书或成绩表电邮至 tuang_shu_qi@ecda.gov.sg. 

ONE@ECDA系统所显示的“专业提升计划”（PDP）
时数，尚未包括你所完成的“单元课程”时数。

我们将在每年4月通过电邮确定你每年所完成的PDP
时数。

4b. 指定培训里程碑二：单元课程

完成单元课程后，需要做些什么？

第一， 二或
三年完成

mailto:tuang_shu_qi@ecda.gov.sg


确保把专题作业归入 PDP(T) 中，请在申请表格上注明你的姓名和所在小组里扮演的角色。

• 可以英文或中文完成

• 须完成先修课程 – PDP 教师专题项目写作技能

• 请在 PDP(T) 网页下载”PDP CIP Factsheet” 了解相关详情!

中心范围自发专题作业 (CIP)

4c. 指定培训里程碑三：专题作业

关于专题作业

第一， 二或
三年完成



第一步: 完成专题作业先修课程 – PDP 教师专题项目写作技能

• 幼儿培育署会电邮学员课程详情

• 通过ONE@ECDA按时报名课程，并完成先修课程

第二步：提交专题作业提案

• 幼儿培育署会电邮学员提案提交详情

• 通过FormSG按时提交专题作业提案

第三步: 执行专题作业

• 提案获得幼儿培育署批准后, 请按提案规定时间内执行专题作业

第四步: 完成专题作业

• 幼儿培育署会电邮学员作业提交详情

• 在指定日期前，提交专题作业报告（如：反思报告，日志等）

如何申请和提交中心范围自发专题作业？

ONE@ECDA系统所显示的“专业
提升计划”（PDP）时数，尚未包
括你所完成的“专题作业”时数。
我们将在每年4月通过电邮确定

你每年所完成的PDP时数。

第一， 二或
三年完成4c. 指定培训里程碑三：专题作业 (中心范围自发专题作业)



• 每年3月，幼儿培育署将电邮通知您前一年所完成的专题作业及可获得的

时数。

• 如果您已经完成专题作业，但幼儿培育署在4月发出的学员进度电邮中显

示“未完成”，请通知幼儿培育署。

完成专题作业后，需要做些什么？

学员须知

雇主须知

• 确保学员完成至少一项专题作业。

ONE@ECDA系统所显示的“专业
提升计划”（PDP）时数，尚未包
括你所完成的“专题作业”时数。

我们将在每年4月通过电邮确定你
每年所完成的PDP时数。

4c. 指定培训里程碑三：专题作业 第一， 二或
三年完成



4d. 幼儿培育署的延续专业提升 (ECDA CPD) 课程

学员和雇主须知

• 登入幼儿培育署网站，或扫描以下二维码，下载最新的幼儿培育署课

程目录

• 查阅课程目录，寻找有兴趣即适合的课程

• 查阅CPD课程的入学要求

• 按照下一页的步骤报名课程

PROSPECTUS
2022

怎么申请幼儿培育署的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学员须知 雇主须知

4d. 幼儿培育署的延续专业提升 (ECDA CPD) 课程



学员和雇主须知

• 学员完成培训后， 培训时数会在ONE@ECDA自动更新

• 在完成培训一个月后，学员和雇主只需检查和确认学员的

CPD 记录已更新

• 若培训时数没被记录，请电邮至ecda_pp@ecda.gov.sg

4d. 幼儿培育署的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ECDA CPD) 

完成幼儿培育署的延续专业提升课程后，需要做些什么？



学员须知 雇主须知

4d. 所属机构内部的延续专业提升课程/活动（In-house CPD）

完成所属机构内部的 CPD 课程/活动后，需要做些什么？



第一年
• 必修课程：培养个人的

领导能力（21小时）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42小时）

• 单元课程：中文文选
（18小时）

第二年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30小时）

• 专题作业：中心范围自
发专题作业（30小时）

第三年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40小时）

81 小时

培训里程 

第一年必修单元 

第一，二或三年至少完成一个单元课程 

第一，二或三年年至少完成一个专题作业 

三年内共完成180小时 

5a. 以下例子说明如何完成培训里程碑

60 小时 40 小时



第一年
• 必修课程：培养个人的

领导能力（21小时）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40小时）

第二年
•单元课程：中文文选
（18小时）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42小时）

第三年
•专题作业：中心范围
自发专题作业（30小时）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30小时）

61 小时

培训里程 

第一年必修单元 

第一，二或三年至少完成一个单元课程 

第一，二或三年年至少完成一个专题作业 

三年内共完成180小时 

5b. 以下例子说明如何完成培训里程碑

60 小时 60 小时



第一年
• 必修课程：培养个人的

领导能力（21小时）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20小时）

第二年
• 单元课程：中文文选

（18小时）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32小时）

第三年
• 专题作业：中心范围自

发专题作业（30小时）

• 延续专业提升课程
（60小时）

41 小时

培训里程 

第一年必修单元 

第一，二或三年至少完成一个单元课程 

第一，二或三年年至少完成一个专题作业 

三年内共完成180小时 

5c. 以下例子说明如何完成培训里程碑

50 小时 90 小时



6. 服务里程碑

• 除了指定培训里程碑， 学员必须完成服务里程

碑 （学年结束后，继续在提名机构留任至少6

个月），才有资格获得现金奖励

• 学员允许被调派到同一机构的另一个中心

• 协助幼儿培育署在每年9月底确认学员仍受雇

• 如学员离职提名机构，请通知幼儿培育署

专业提升计划年份 服务里程碑 现金奖励

第一年 (2023年4月1日– 2024年3月31日) 至2024年9月30日 2024年10月下旬收到

第二年 (2024年4月1日– 2025年3月31日) 至2025年9月30日 2025年10月下旬收到

第三年 (2025年4月1日– 2026年3月31日) 至2026年9月30日 2026年10月下旬收到

学员须知 雇主须知



1) 如果我有正当理由无法完成培训里程碑，我可以申请延期吗？

延期申请是根据不同情况个别处理。如要申请，请在学年结束前电邮至 ecda_pp@ecda.gov.sg，并附上相关文件。

2)如果我中途退出专业提升计划，会不会有任何处罚？

中途退出的学员将没有资格获得现金奖励。
如果你在退出前没有获得任何现金奖励，三年后，你可以再次被提名参加专业提升计划。
如果你在退出前已获得现金奖励，将无法再被提名参加专业提升计划。

3) 我的提名人/雇主换了，需要通知幼儿培育署吗？

需要，请将新提名人/雇主的细节 （姓名，职务，电邮地址，联系电话）电邮至ecda_pp@ecda.gov.sg。

7. 常见问题

4) 我如何在ONE@ECDA改修/删除延续专业提升课程/活动的记录？

请电邮至ecda_pp@ecda.gov.sg。幼儿培育署需要做系统设定，你才能够改修/删除延续专业提升课程/活动的记录。

mailto:ecda_pp@ecda.gov.sg


必修课程
Ms Lim Shuxian, Lim_Shuxian@ecda.gov.sg

单元课程
参阅个别机构的联系详情

中心范围自发专题作业
ECDA_PP@ecda.gov.sg

幼儿培育署的延续专业提升 (ECDA CPD) 课程
contact@ecda.gov.sg

所属机构内部的 CPD 课程/活动
ECDA_PP@ecda.gov.sg

一般询问
ECDA_PP@ecda.gov.sg

欲知更多 PDP(T) 的资讯和最新信息，请浏览
https://www.ecda.gov.sg/early-childhood-

educators-(ece)/professional-

programmes/professional-development-

programme/professional-development-

programme-(teacher)

8. 联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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