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42万人已经获得CDA认证



About the
       CDA（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儿

童发展导师资格认证是为幼师定制的国际专业培训和

认证。儿童发展导师(CDA)证书是美国儿童早期教育

(ECE)最广泛认可的证书。如今，CDA培训已成为

美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幼儿教师职业培训，促进了全

美幼儿教师专业水平的提升。

——Valora Washington博士,CDA专业认证委员会CEO

       CDA认证的六大能力标准和全美幼教协会

(NAEYC)对早期教育专业人员所提出的六大资质标

准保持一致。

课程模块能力标准 功能区域

建立和维护一个
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

1.   安全
2.   健康
3.   学习环境

提高幼儿的身体和智力水平

4.   身体
5.   认知
6.   交流
7.   创造力

支持幼儿社会性和情绪情感的发展
并提供积极的指导

8.   自我
9.   社会
10. 指导

与家庭建立积极有效的关系 11. 家庭

确保制定并实施一个适合于
儿童需要的活动计划 12. 项目管理

促进专业化的持续发展 13. 职业精神

外部环境

身体及智力

社交及情感

家庭伙伴

自身能力

职业精神

1

2

3

4

5

6



证书

早教机构

高等教育管理人员

幼儿园园长及教师

在职人员

年轻父母

适合人群

巴拿马第一批CDA学员毕业后获得证书

儿童发展导师(CDA)证书

认证体系：

     培训部分
  6大技能模块（可定制）

  提供专业教程

  国际幼教专家120小时授课

  授课方式可选择在线和面授

     资格认证部分
  480小时实习经验

  可协助对接实习单位

  可安排赴美实习及工作

  通过统一机考和面试获得证书



1973年美国卫生部、教育部、劳工部、青少年和家庭管理局共同发起

成功落地沙特等
7个阿拉伯国家

CDA在大中华区

ChildWise是
中国大陆、港澳台

独家授权机构

全球42万人已经获得CDA认证

权威的美国幼教机构和教师的第三方认证机构，在全球获得成功实践

成功落地埃及
加纳、卡梅隆

成功落地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海地

历史悠久的高质量认证标准和培训

美国联邦体系下唯一权威幼师从业资格认证

美国政府、美国全球海陆空军基地和慈善机构

指定的幼师资格认证和培训

近千家幼教培训机构全部使用CDA认证体系

全美家长为孩子选择幼儿园的基本标准

政府年预算支持项目

50个州都设立了CDA奖学金

数百所美国大学纳入学分计划

可以直接抵扣学位的学分

CDA在美国

CDA在中美和南美

CDA在非洲
CDA在中亚和西亚

ChildWise International LLC，是美国幼师职业

资格认证机构CDA Council在大中华区的独家授权

机构，旨在帮助中国幼教机构培养高质量幼教并获

得美国CDA认证。除了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提供专业

培训，ChildWise还致力于发展高质量和可持续的

国际化教育项目，包括早教课程研发和家长教育项

目等， Childwise通过培训幼教老师和家长，提高

中国早教和幼教的国际化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

大中华区唯一官方授权机构



在中国
2018年3月，CDA职业认证委员会CEO Valora Washington 博士

首次访华，会见了中国教育部相关政府官员，国内高等学府行业专家，

参访了数家知名幼教机构，与行业资深人士深入探讨和交谈了目前我国

幼教行业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合作伙伴
媒体报道



产品内容：

培训对象：

B端：
      国内高端双语（全英文）幼儿园

      国内高端早教机构

      国内普通幼儿园、早教机构

C端：

针对国内高端双语（全英文）幼儿园、早教机构或个
人提供全英文课程，含4个线上模块+2个线下模块

针对国内普通幼儿园、早教机构或个人提供
中文课程，含4个线上模块+2个线下模块

针对国内所有机构或从业人员提供为期3
周的封闭式中文课程（即6个线下模块）

针对国内普通幼儿园、早教机构或个人提
供6个模块全英文（或全中文）线上课程；

国内高端双语（全英文）幼儿园、

早教机构工作的在职老师，或有意

进入此类幼儿园工作的人员

国内普通幼儿园、早教机构的老师

或有意进入此类幼儿园工作的人员

国内早期教育专业大专、本科学生

所有产品都包括培训费用，不含CDA认证费。



培训成果：

Amy——本科读的学前教育专业，之
后又前往英国攻读硕士，现在在艾儿
思美国幼稚园担任主班老师。历时近
一年半时间之后，她终于获得了由美
国CDA council颁发的CDA国际认
证，从今往后，她可以去美国任何一
家幼儿园任职。

Bryan——“学习CDA认证后，我感
觉最大的变化在于，以前跟孩子相处
的过程中，很难意识到那个稍纵即逝
的机会，但现在我能够理解了，像这
样的机会可能只有那么一秒钟，我能
将它抓住。”

中国第一批拿到CDA(Child Development 

Associate) 国际儿童发展导师资格认证



第一模块：提升0-6岁儿童体能与智力能力：

单元一 儿童发展：大脑发展基础 - 自然与环境教育在幼儿发展中的重要性
(RC II - 9) - Mathematics 数学 
(RC II - 1) - Science/Sensory 科学/感知
单元二 理解婴幼儿及学前儿童的体能发展
(RC II - 4) - Fine Motor (indoor activity) 精细运动（室内活动）
(RC II - 5) - Gross Motor (outdoor activity) 大肌肉运动（户外活动）
单元三 理解婴幼儿及学前儿童的认知发展
单元四 理解婴幼儿及学前儿童的语言及读写能力发展
(RC II - 2) - Language and Literacy 语言及读写能力
单元五 理解婴幼儿及学期儿童创造力发展及创建创意性学习环境
(RC II - 3) - Creative Arts 创意艺术
单元六 学习环境与发展适宜性实践 - 项目策划与实施
Lesson planning 教学活动设计
Children's book - Inventory and web resources 幼儿书籍 - 库存与网络资源

资源收集：学习经验/教案

(RC II - 1) - Science/Sensory 科学/感知

(RC II - 2) - Language and Literacy 语言与读写能力

(RC II - 3) - Creative Arts 创意艺术

(RC II - 4) - Fine Motor (indoor activity) 精细运动（室内活动）

(RC II - 5) - Gross Motor (outdoor activity) 大肌肉运动（户外活动）

(RC II - 6) - Self-Concept 自我意识

(RC II - 7) - Emotional Skills/Regulation 情感技巧/管理

(RC II - 8) - Social Skills 社交技巧

(RC II - 9) - Mathematics 数学

Competency Standard II 能力标准二:   提升0-6岁儿童体能与智力能力
(Functional areas  功能区域 4, 5, 6, 7 )

NAEYC Standards addressed 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标准:
#1: 促进幼儿发展与学习
#3: 观察， 记录，评估
#4: 通过发展适宜性方案与幼儿及家庭沟通
#5: 通过内容知识去构建有意义的教案



第二模块：支持幼儿社交与情感发展同时提供积极引导

单元一 幼儿发展：早期创伤与大脑发展

 Bonding and attachment 纽带与依恋关系

 Temperaments 性格气质

单元二 认识婴幼儿及学前儿童情感发展

(RC II - 6) - Self-Concept 自我意识

单元三 理解婴幼儿及学前儿童社交能力发展

(RC II - 8) - Social Skills 社交技巧

单元四 积极引导

单元五 发展同理心

单元六 心理健康观察与评估

单元七 项目策划与实践：从理论到实践

Children's book resources 幼儿书本资源

资源收集：学习经验/教案

(RC III) Bibliography of books - 10 参考书目

Competency Standard III 能力标准三：支持幼儿社交与情感发展同时提供积极引导    
To support children’s social and  emotional development 
and to provide positive guidance 
(Functional areas 功能区域8, 9, 10 )

NAEYC Standards addressed 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标准:
#1: 促进幼儿发展与学习
#3: 观察， 记录，评估
#4: 通过发展适宜性方案与幼儿及家庭沟通
#5: 通过内容知识去构建有意义的教案



第三模块：为0-6岁幼儿提供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

单元一 幼儿发展：发展大脑与环境影响
单元二 音乐与律动
单元三 保护幼儿身体安全
 (RC V - 1 ) Accident Report 意外事故报告
 (RC IV - 1) Early care regulat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幼儿机构政策规则 （教育部）
单元四 维护幼儿健康
 (RC V - 2) Emergency Card 紧急联系人卡片
单元五 营养与体能活动
(RC I-2) 1 weekly menu 周菜单
单元六 学习环境与文化发展
Room arrangement 教室安排
Toys and activities 玩教具与活动
Culturally appropriate practice 文化适宜性实践
Schedule and routines 时间表与安排表
单元七 在教室中实践健康，安全，与饮食营养学
(RC I-3) 1 weekly lesson plan 周教案

资源收集：学习经验/教案

(RC I-1) First Aid/CPR certification documentation 急救与CPR证书

(RC I-2) 1 weekly menu 周菜单

(RC I-3) 1 weekly lesson plan 周教案

Competency Standard 1 能力标准一: 
Planning a safe, healthy learning environment 创建一个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
(Functional areas 1, 2, 3 功能区域一，二，三)

https://www.cdacouncil.org/storage/documents/Downloadable_Forms/
CDA_and_NAEYC_Standards_Relationship.pdf （网络资源）
NAEYC Standards addressed 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标准:
#1: 促进幼儿发展与学习
#3: 观察， 记录，评估
#5: 通过内容知识去构建有意义的教案



第四模块：与家庭建立积极和有建设性的关系

单元一 幼儿发展：家庭与关爱者对幼儿发展的影响
(RC IV - 3) Resources and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对残障幼儿的资源与服务
单元二 双语学习
单元三 与家庭的沟通和协作
Parent handbook/newsletters/bulletin boards 
家长手册，推文，展示板
(RC IV ) A family Resource Guide 家庭资源册
单元四 与家庭及社区合作
单元五 鼓励家庭参与
Pathways and barriers 通道与阻碍
(RC IV - 2) Translation resources 翻译资源
单元六 与家庭的正式会面
Conferences 会议       Orientation 迎新会
单元七 在家中支持幼儿发展
(RC IV - 4) Current web resources for 
parents on aspects child development给予家
长关于幼儿发展的网络资源

资源收集：学习经验/教案
(RC IV ) A family Resource Guide 家长资源册
(RC IV - 1) Early care regulat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Module 3) 幼儿机构政策与规则 （教育部）
(RC IV - 2) Translation resources 翻译资源
(RC IV - 3) Resources and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对残障儿童的资源与服务

Competency Standard  IV 能力标准四:
 To establish positive and productive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ies 
与家庭建立积极有建设性的关系                                                                       
(Functional area 11功能区域十一)

NAEYC Standards addressed 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标准:
#1: 促进幼儿发展与学习
#2: 与家庭和社区建立关系
#3: 观察，记录，与评估
#4: 通过发展适宜性方案与幼儿及家庭沟通



第五模块：项目管理

单元一 幼儿发展：有特殊天赋的儿童

单元二 早期数学，科学，与科技

STEAM (Fine Arts is in Module 1) 

科学/科技/工程/艺术/数学

单元三 通过观察评估

单元四 记录幼儿学习

(RC V - 3) Developmental observation tool 

发展观察工具

单元五 为幼儿及家庭策划并评估项目的有效性

单元六 与同事及社区一同工作

资源收集：学习经验/教案

(RC V) Record Keeping Forms 记录表

(RC V - 1) Accident report        In Module 3 意外事故报告

(RC V - 2) Emergency card     In Module 3 紧急联系人卡片

(RC V - 3) Developmental observation tool 发展观察工具

NAEYC Standards addressed 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标准:
#1: Promoting child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促进幼儿发展与学习
#2 Build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与家庭和社区建立关系
#3: Observing, documenting and assessing 观察，记录，与评估

Competency Standard V 能力标准五
Program management  项目管理
(Functional area 12 功能区域十二)



第六模块：职业性

单元一 幼儿发展：有特殊天赋的儿童
单元二 中国幼教从业者
(RC  V1 - 2) Inventory of early childhood associations
幼儿教育协会目录
单元三 有目的性和反思的进行教育
单元四 支持幼儿与家庭 
单元五 认识虐童与相关流程
(RC  V1 - 3) Legal requirements regarding child abuse 
and neglect关于虐待及忽视儿童的法律要求
Reporting tool development?  发展报告工具
单元六 做出道德决策
Confidentiality 保密性    Emergency procedures 紧急预案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professional? 成职业幼教意味着什么？

单元七 社会学习：扮演活动， 社区自愿者，职业，和区域感
单元八 急救与CPR 提供方？120小时训练以外？
(RC I-1)  First Aid/CPR certification documentation 急救与CPR证书授证

Fire extinguisher training 火警训练

资源收集：学习经验/教案

(RC  V1 - 1) Regulatio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Module 3 规则制度 （教育部）

(RC  V1 - 2) Inventory of early childhood associations 幼儿教育协会目录

(RC  V1 - 3) Legal requirements regarding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关于虐待与忽视儿童的法律要求

Competency Standard VI 能力标准六:                                                                                                                             
 Professionalism 职业性                                                                                                                                             
 (Functional Area 13 功能区域十三)

NAEYC Standards addressed 美国幼儿教育协会标准:
#1: Promoting child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促进幼儿发展与学习
#2 Build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relationships 与家庭和社区建立关系
#3: Observing, documenting and assessing 观察，记录，与评估
#6: Becoming a Professional 成为幼教职业工作者



Wendy  Watson, M. Ed. 
大中华区CDA认证课程高级导师

CDA中国培训认证指导专家

Valora Washington博士
美国职业认证委员会首席执行官

拥有30多年的工作经验，是早教护理和教育领域公认的权威。她构思、领导、促进和执行
了重大变革举措。她的专业领域包含高等教育，为地方、州和联邦政府组织发展研究和宣
传，为慈善事业和国家的政策方案和实践进行战略调整。2018年，她被“交流”杂志
(Exchange)选为“doyens”(该领域最受尊敬或最杰出的人物)。
美国职业认证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美国权威早教工作者资格认证项目（CDA）负责人；协
会主管和认证专家；婴幼儿护理和教育领域权威；美国十大杰出年轻女性；Valora共同创
立了密歇根州儿童之声、儿童早期资助者合作组织和CAYL研究所(一个针对从业者领导能
力的培养项目)。Valora拥有四个荣誉学位和多个专业学位，分别来自Barr Fellowship
、大华盛顿、波士顿AEYC、NAEYC黑人核心小组、剑桥资源和推荐中心、收养研究中
心、全国黑人社会工作者协会、马萨诸塞州海湾联合组织等机构。她被“职业母亲”杂志
评为“25位最有影响力的职业母亲”之一，并从62，000项提名中被选为“美国十大杰
出年轻女性”。她曾在麻萨诸塞州长学校准备委员会、美国儿童之声、NAEYC、儿童发
展研究协会黑人核心小组、国家Head Start委员会、波士顿儿童博物馆和惠洛克学院担
任领导职务。她撰写了50多份出版物，包括《2010年代的儿童》和《2020年代的儿童》
。Valora合著了《新幼儿专业指导原则》，曾在Antioch学院和Kellogg基金会担任副校
长，并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担任终身教职。

温迪本科毕业于美国劳伦斯大学戏剧艺术学院，获得了北亚利桑那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拥
有中央亚利桑那学院的儿童早期证书。在全美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早教项目Head start工作
长达17年，先后在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学院和几所社区大学担任幼儿教师。她是婴幼儿
早期大脑发育与学习关系研究方面的专家。曾在美国多个教育组织委员会任职，并发起和成
立了贫困家庭和幼儿教育社区帮助组织。在她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致力于以学生为中心的
学习体系，倡导与家庭的合作伙伴关系，主张发展批判性思维，以创造力和创新力实现了自
己学术和职业生涯的成功。温迪为提升美国的社会公平，提升贫困家庭的幼儿早教水平，提
升美国贫困社区对儿童发展教育公平的重视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Ken Murphy
美国职业认证委员会首席传播官

Ken是专业认证委员会理事会的专家，服务于非盈利组织、政府和企业部门20多年。
作为一名作家、制作人和传讯专家，Ken以令人信服的内容、清晰的言辞和有说服力的行
动，呼吁和激励听众，使委员会享誉盛名。
作为知名记者，他擅长以文字故事打动人心，曾获得美国国家新闻基金会保罗·米勒奖和
美国杰出政府人才奖。

CDA课程认证导师介绍



CDA课程认证导师介绍

Melissa Williamson, M.Ed
大中华区CDA认证课程导师

梅丽莎是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认证的家庭参与专家，目前正在攻读博士，主要研究教师在家
庭活动中的参与能力。她是Frog Street Press的职业学习项目经理，德克萨斯大学圣安
东尼奥分校的教员。获得斯蒂芬奥斯汀州立大学教育硕士学位，并于2015年4月获得圣安
东尼奥儿童教育协会颁发的年度Susan Hargrove培训师资格。梅丽莎在幼儿教育和家
庭参与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曾经是一名儿童发展助理证书讲师， Head Start课程与服
务设计主管，德克萨斯早期儿童专业发展系统和课堂评估评分系统（CLASS）可靠性的
培训担当。梅丽莎曾带领团队获得NAEYC认证，这是圣安东尼奥市第一个早教项目获得
如此荣誉。25年来，梅丽莎一直是老师，儿童与家庭的倡导者。
梅丽莎成功指导了大中国区第一期CDA学员的认证指导，获得了学员们的好评，对学员
的专业水平和未来职业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分享和指导。

Kimberly一直致力于促进一些全球知名机构，包括小学与大学之间的交流合作，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她在管理幼儿班级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致力于和学生、老师及家长合作
以促成重要的发展成果。2013年9月到2015年8月，在上海教育和文化交流基金会担任国
际项目经理及培训师，为上海、重庆和成都的教师提供一系列的幼儿专业发展课程。
2017年7月至今，Kimberly一直在上海某知名国际学校领导修订后早教课程的开发与实
施，新课程融合了早期的教学方法，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ESL）的幼儿园量身定制。作
为一名教育工作者，Kimberly注重给幼儿提供学习机会，通过鼓励自然兴趣的发展来培
养幼儿的自信和独立性，善于根据早期建议的学习目标和儿童发展里程对幼儿进行评估。

Kimberly Crook 
CDA认证课程导师 资深早教行业专家

Conor Watson
CDA认证课程导师 资深早教行业专家

Conor Watson毕业于Prescott College和Eastern Arizona College。他获得了人类
发展心理学的本科学位，旨在为年轻人提供教学和咨询服务。他拥有7年以上的教学经验
，学员年龄从2岁半到成年人。Conor业余从事音乐表演工作。Conor在中小学教育及继
续教育领域出色的工作经历，增强了他的人脉，吸引了众多优秀学生，其中包括黄晓明等
著名电影明星。Conor在蒙特梭利幼儿园工作了5年，积累了丰富的专业实践。他利用自
己的音乐天赋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环境。在此期间，他还组织志愿团体，对当地孤儿院和贫
困儿童学校提供援助。他将继续与不同年轻段的学生，包括学龄前儿童和中学生一起工作
。Conor目前正在Palo Alto University获得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并申请了博士。他致
力于持续与学生和教师团体合作，提供注重关系和文化能力，循序渐进的高质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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