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良童年经历 (ACE)

访问ResilientGeorgia.org并查看我 
们的培训路线图

通过参加“佐治亚州重要⼈际联 
系”培训，提⾼ACE意识

資料來源：佐治亞州兒童必需品

上学困难

健康状况不佳

经济不稳定

有五分之三的乔治亚州⼈⾄少经历过⼀次 ACE。这 
可能会导致：

“ACE”表⽰“不良童年经历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该词⽤于描述发⽣在 
18 岁以前的不良经历。

 

CDC：不良童年经历（ACE）
CDC ACEs预防策略
佐治亚州⼉童必需品：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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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CDC称，ACE与危险健 
康⾏为、慢性健康状况、 
低寿命相关。

社区暴⼒
⽔和空⽓质量差
贫困
住房质量和负担 
能⼒差

9,5%

3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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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童的监护⼈
滥⽤药物

GA⼉童的住房花费占家庭收 
⼊的30%以上

GA⼉童的⽗⺟曾于2017- 
2018年期间在监狱服刑

GA⼉童⽣活在贫困中

了解更多

采取⾏动

资源
扫描⼆维码了解更 
多

ACE是常⻅且相互关联的

ACE对健康和幸福产⽣负⾯影响

ACE产⽣的毒性压⼒会影响⼤脑发 
育，并影响⾝体对压⼒的反应

童年经历可以使预期寿命缩短20年

“我们的ACE读数并不能定义 
我们。它只是我们个⼈故事 

的切⼊点”
Source: https://numberstory.org/ 

定义

为什么重要

 统⼀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资源
⽀持所有0-26岁的⼈及其家庭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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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处理”流程图
对于⽗⺟和照顾者，考虑改变规矩政策：“做错了 
什么”对⽐“发⽣了什么”

定义

毒性压⼒是⻓期暴露在⾼度压⼒下，当周围没有⽀持性的照顾者来缓冲⼉童对反复 
的负⾯经验的反应时，就会发⽣这种情况

毒性压⼒会对⼤脑和⾝体造成⻓期损害

经历多个ACE会导致毒性压⼒

学习如何减少或防⽌有毒压 
⼒是⼉童健康发展的⼀个重 
要部分。这可以通过⼉童和 
照顾者之间的积极关系来实 
现，帮助⼉童满⾜他们的基 
本需求，并培养他们的⼒量 
和兴趣。

我们作为⽀持性照料者 
所做的⼩事可以防⽌⼉ 
童⽣活中的有毒压⼒。

毒性压⼒指南

ACE和毒性压⼒：常⻅问题
StressHealth.org

积极的压⼒ 可承受的压⼒ 毒性压⼒

⻓时间暴露在压⼒中⽽⽆缓解

例如：家庭内外的暴⼒

严重的、暂时的反应， 
由⽀持性的关系来缓冲

例如：失去亲⼈

Source: Center for the Developing Child, Harvard University 

低⾄中等压⼒，能够促进学 
习和记忆

例如：开学第⼀天 

数据源：艾伯塔省家庭健康倡议

数据源：有毒压⼒指南

毒性压⼒

为什么重要

了解更多

采取⾏动

資源

扫描⼆维码了解更多

3种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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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资源
⽀持所有0-26岁的⼈及其家庭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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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韧性永远不会太晚。开展与年龄相适应的健康活动可以 
增加个⼈更好地应对压⼒的可能。例如，定期的体育活动、 
呼吸技巧和冥想可以加强韧性。具备这些技能的成年⼈为⼉ 
童树⽴健康⾏为的榜样，从⽽促进下⼀代建⽴韧性

通过这四种⽅法投资于你⾃⼰的韧性：

建⽴联系

培养健康

寻找⽬标

拥抱健康的思想

⽤韧性的“7C”原则培养孩⼦的韧性：能⼒、信⼼、联系、性格、 
贡献、应对和控制

韧性是克服逆境的能⼒。韧性可能在任何年龄形成。任何⼈都可以在⼈⽣的任何阶段变得更有韧性，但 
在⼉童早期培养韧性是最容易的。我们都⽣来就有韧性能⼒。它是⼀种随着时间推移⽽形成的技能，就 
像我们必须锻炼的肌⾁。

艾伯塔省家庭健康倡议

佐治亚州韧性培训路线图

ResilientTeens.Org
社区韧性模型

⼉童福利培训合作组织

培养抗压能⼒--教孩⼦做⼀个有韧性的⼈| Strong4Life

韧性可以通过提⾼应对挑战的技能来建⽴。⼀个⼈的韧性取决于他们与 
社区的关系。正是我们周围的系统影响了⼉童和成⼈的韧性。

家庭

邻⾥

学校

信仰群体

朋友

朋友

感受到安全、联系和得到照料者的⽀持，为孩⼦提供了建⽴韧性的基础。照 
料者可以包括⽗⺟、⽼师、教练、牧师或⼉童⽣活中其他安全、稳定、有教 
养的成年⼈。

定义

韧性

建⽴韧性

为什么重要 采取⾏动

资源 了解更多
扫描⼆维码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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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和家庭服务组织、项⽬和企业可以在其⽇常⽂化、实践和 
政策中建⽴创伤信息意识、知识和技能。当他们⼀起努⼒预防 
和解决童年不良经历（ACE）时，他们会改善⼉童和家庭的⾝ 
体和⼼理健康，并⽀持他们茁壮成⻓的能⼒。

通过参加培训，新增你对创伤的认识和理解

培养同理⼼，在与他⼈交流时，着重于问“你发⽣了什 
么？”⽽不是“你有什么问题？”
探讨如何在你的⼯作场所纳⼊创伤知情的⽅法

创伤是指任何在情感上、⾝体上或两者兼⽽有之的极其恐惧、有害或威胁的经历。创伤知情护 
理考虑过去的创伤和由此产⽣的⾏为和健康结果，是⼀种被定义为治疗整个⼈的⽅法。

什么是创伤知情护理？

（SAMSHA）创伤知情的⽅法
佐治亚州韧性培训路线图

GRIT项⽬

对创伤知情的⽅法是⼀个个阶段性进展组成的连续过程。创伤知情的阶段是：

例如，问“发⽣了什 
么”⽽不是“你⼲了什 
么”

创造⼀个令⼈尊重、 
有能⼒、敏感和⽂化 
意识强的环境

认识到挑战性⾏为往 
往是不良童年经历和 
过去创伤的结果

通过使⽤有关创伤的 
知识，为⽇常实践提 
供信息，从⽽做出回 
应

定义

创伤知情

创伤知情的⽅法

为什么重要 采取⾏动

资源 了解更多
扫描⼆维码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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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

感知

创伤

敏感

创伤

反应

創傷

知情

统⼀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资源
⽀持所有0-26岁的⼈及其家庭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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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早期阶段对以后的健康和发展⾮常 
重要。⼉童的⼤脑是成⼈⼤脑的基础。⼀ 
个有教养、积极反应、没有忽视和有毒压 
⼒的家庭是早期⼤脑发展和成⻓的关键

⼉童在安全的环境中成⻓ 
和学习效果最好，此时有 
很多机会可以玩耍和探索

⼉童的⼤脑在出⽣前和⼉童早期发育迅速。许多因素会影响健康的⼤脑发育，包括营养、安全的环境、低压⼒和⼀⽣ 
中的积极互动。

佐治亚州早期护理和学习部的发展⾥程碑

⼤脑：韧性之旅

CDC：早期⼤脑发展
⼤脑101：创伤对⼤脑的影响
与我谈⼼宝⻉

TooSmall.org
为婴⼉提供更好的⼤脑

数据源：有韧性的佐治亚州

⼉童需要与⼈建⽴联系， 
以使他们的⼤脑成⻓。建 
⽴这些联系的是关爱和培 
养的关系。

满⾜基本需求，如吃饭、 
休息和呼吸，有助于⼤脑 
从压⼒中恢复

数据源：疾病控制和预防中⼼

早期⼤脑发育

定义

早期⼲预是关键

 

为什么重要

采取⾏动资源

 了解更多
使⽤相機掃描以瞭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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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于在您的⽣活中与幼⼉建⽴积极的培育互动

挤出不受⼲扰的时间，与照顾者和孩⼦⼀起玩耍

花时间⼀起阅读

享受公园、操场和⼾外活动

参加集体活动，如游戏聚会、图书馆故事时间等

统⼀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资源
⽀持所有0-26岁的⼈及其家庭的韧性

https://development.decal.g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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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确定了⼀组共同的因素，这些因素会使⼉童在⾯临重⼤ 
逆境时取得积极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

重要的是制定和实施⽀持PCE的计划和政策，使每个⼈的⽣活更 
美好，促进⻓期的健康和福祉。

进⾏家庭聚餐

询问有关⼉童兴趣的问题

⼀起度过⾼质量的时间（玩游戏、看电影等）

积极的童年体验（PCE）是改善⼉童⽣活的活动和体验，产 
⽣积极的⼼理和⾝体健康结果

HOPE–积极体验带来的健康结果
韧性–以发育中的⼉童为中⼼
HOPE的四⼤基⽯
⽤HOPE平衡（ACE）
加强家庭佐治亚州

提升韧性——教孩⼦们有韧性| Strong4Life

資訊來源：有韌性的佐治亞州

积极的经历越多，孩⼦的韧性肌⾁就越强。积极的经历可以抵消 
不利的童年经历

处于养育、⽀持性的成⼈- 
⼉童关系中（即⽗⺟/照顾 
者）

建⽴⾃我控制的意识

提供社会和情感发展的 
机会 参与信仰、希望和⽂化传 

统的活动

积极的经历越多，孩⼦的韧性肌⾁就越强。积极的经历可以抵消不利的童年经历

数据源：哈佛⼤学发展⼉童中⼼。这句话取⾃他们关于韧性的概念说明

积极的童年经历

定义

促成因素

 

为什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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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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