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訪問ResilientGeorgia.
org並查看我們的培訓路
線圖

通過參加“佐治亞州重要
⼈際聯系”培訓，提⾼
ACE意識

為什麼重要

資料來源：佐治亞州兒童必需品

不良童年經歷
（ACE）

学习困难
健康狀況不佳
經濟不穩定

五分之三的佐治亞州⼈⾄少有過⼀次
ACE。 這可能導致：

“ACE”代表不良的童年經歷
ACE⼀詞⽤於描述18歲之前的經歷

ACE是常⾒
且相互關聯

的

ACE對健康和幸福
產⽣負⾯影響

ACE產⽣的毒性壓⼒
會影響⼤腦發育，

並影響⾝體對壓⼒

的反應

童年經歷可以使

預期壽命縮短20
年

 
CDC：不良童年經歷
（ACE）
CDC ACEs預防策略
佐治亞州兒童必需品：

ACEs One-Pager

"我們的ACE讀數
並不能定義我
們。 它只是我們
個⼈故事的切⼊

點" 

資料來源：https://numberstory.org/ 

家庭 社區

環境

離婚
家庭成員被監禁
無家可歸
⾝體和情感被忽
視
⽗⺟患有精神疾
病

破纪录的⾼溫和乾旱
野⽕和烟雾
破纪录的⾵暴、洪⽔
和泥⽯流
海平⾯上升

氣候危機

ACE的3個
領域

⿓捲⾵和颶⾵
⽕⼭爆發和海嘯
地震

⾃然灾害

酗酒和吸毒
霸淩
家庭暴⼒
⺟親抑鬱症
情感虐待和性虐待

社區暴⼒
⽔質和空氣品
質差
貧窮
住房質量差和
負擔能⼒差

據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稱，ACE與危
險的健康⾏為、慢
性健康狀況、低⽣
命潜能，甚⾄早死
有關。

種族滅絕
⼤規模監禁
奴役
學校資源不⾜
系統性種族主義

9.5% 30%10% 21%
GA兒童的監護⼈
濫⽤藥物

GA兒童的住房花費占家
庭收⼊的30%以上

GA兒童的⽗⺟曾于
2017-2018年期间在監

獄服刑

GA兒童⽣活在貧困中

统⼀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资源，⽀持所有0-26岁
的⼈及其家庭的复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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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更多資訊

定義

採取⾏動 資源

使⽤相機掃描以瞭解

更多資訊

ACE包括：

https://abuse.publichealth.gsu.edu/essentials/
https://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aces/index.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violenceprevention%2Facestudy%2Findex.html
https://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aces/index.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violenceprevention%2Facestudy%2Findex.html
https://www.cdc.gov/violenceprevention/aces/index.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violenceprevention%2Facestudy%2Findex.html
https://numberstory.org/
https://numberstory.org/
mailto:info@resilientga.org


 
審查“⼩⼼處理”流程圖
對於⽗⺟和照顧者，考

慮改變規矩政策：“做錯
了什麼”對⽐“發⽣了什
麼”

為什麼重要

毒性壓⼒

毒性壓⼒是⻑期暴露在⾼度壓⼒下，當
周圍沒有⽀持性的照顧者來緩衝兒童對
反復的負⾯經驗的反應時，就會發⽣這
種情況

毒性壓⼒會對⼤腦和⾝體造成⻑期損害

經歷多個ACE會導致毒性壓⼒

學習如何减少或防⽌有毒壓⼒是

兒童健康發展的⼀個重要部分。

這可以通過兒童和照顧者之間的

積極關係來實現，幫助兒童滿⾜

他們的基本需求，並培養他們的

⼒量和興趣。

採取⾏動

我們作為⽀持性照料者所做的⼩事

可以防⽌兒童⽣活中的有毒壓⼒。

資源

毒性壓⼒指南

ACE和毒性壓⼒：常⾒問
題

StressHealth.org

積極的壓⼒ 可忍耐的壓⼒

毒性壓⼒
⻑時間暴露在壓⼒中⽽無緩解

⽰例：家庭內外的暴⼒

嚴重的、暫時的反應，由⽀持性的關係
來緩衝

⽰例：失去家庭成員

統⼀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資源，⽀持所有0-26歲
的⼈及其家庭的復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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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哈佛⼤學兒童發展中⼼

低⾄中度的壓⼒，新增學習和記憶

⽰例：開學第⼀天

資料來源：阿爾⽐省家庭健康倡議

資料來源：有毒壓⼒指南

3種壓⼒類型

定義

瞭解更多資訊

使⽤相機掃描以瞭解

更多資訊

https://developingchild.harvard.edu/guide/a-guide-to-toxic-stress/
https://developingchild.harvard.edu/guide/a-guide-to-toxic-stress/
https://developingchild.harvard.edu/guide/a-guide-to-toxic-stress/
mailto:info@resilientga.org
https://developingchild.harvard.edu/science/key-concepts/toxic-stress/
https://www.albertafamilywellness.org/what-we-know/stress
https://developingchild.harvard.edu/guide/a-guide-to-toxic-stress/


 

建⽴韌性永遠不會太晚。 開展與年齡相適應
的健康活動可以新增個⼈更好地應對壓⼒的

可能。 例如，定期的體育活動、呼吸技巧和
冥想可以加强韌性。 具備這些技能的成年⼈
為兒童樹⽴健康⾏為的榜樣，從⽽促進下⼀

代建⽴韌性

通過這四種⽅法投資於

你⾃⼰的韌性：

建⽴聯系

培養健康

尋找⽬標

擁抱健康的思想

⽤韌性的“7C”原則培養
孩⼦的韌性： 能⼒、信
⼼、聯系、性格、貢

獻、應對和控制

為什麼重要

韌性
韌性是克服逆境的能⼒。 韌性可能在任何年齡形成。 任何⼈
都可以在⼈⽣的任何階段變得更有韌性，但在兒童早期培養韌
性是最容易的。 我們都⽣來就有韌性能⼒。 它是⼀種隨著時
間推移⽽形成的技能，就像我們必須鍛煉的肌⾁。

採取⾏動 資源

阿爾⽐家庭健康倡議

佐治亞州韌性培訓路線圖

ResilientTeens. Org
社區韌性模型

兒童福利培訓合作組織

培養抗壓能⼒--教孩⼦做
⼀個有韌性的⼈|
Strong4Life

統⼀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資源，⽀持所有0-26歲
的⼈及其家庭的復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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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更多資訊

建⽴韧性

韌性可以通過提⾼應對挑
戰的技能來建⽴。 ⼀個⼈
的韌性取決於他們與社區
的關係。 正是我們周圍的
系統影響了兒童和成⼈的
韌性。

定義

家庭

鄰⾥

學校

信仰社區

朋友

社區

使⽤相機掃描以瞭解

更多資訊

感受到安全、聯系和得到照料者的⽀持，為孩⼦提供了建⽴韌
性的基礎。 照料者可以包括⽗⺟、⽼師、教練、牧師或兒童⽣
活中其他安全、穩定、有教養的成年⼈。

https://www.pacesconnection.com/printer-friendly-topic/what-s-wrong-v-what-happened
https://www.pacesconnection.com/printer-friendly-topic/what-s-wrong-v-what-happened
https://www.pacesconnection.com/printer-friendly-topic/what-s-wrong-v-what-happened
https://www.pacesconnection.com/printer-friendly-topic/what-s-wrong-v-what-happened
https://www.albertafamilywellness.org/resources/doc/brain-story-concepts-learning-cards
https://www.albertafamilywellness.org/resources/doc/brain-story-concepts-learning-cards
https://www.albertafamilywellness.org/resources/doc/brain-story-concepts-learning-cards
https://www.albertafamilywellness.org/resources/doc/brain-story-concepts-learning-cards
https://www.albertafamilywellness.org/resources/doc/brain-story-concepts-learning-cards
https://www.albertafamilywellness.org/resources/doc/brain-story-concepts-learning-cards
mailto:info@resilientga.org


 

兒童和家庭服務組織、項⽬和企業可以在其

⽇常⽂化、實踐和政策中建⽴創傷資訊意

識、知識和技能。 當他們⼀起努⼒預防和解
决童年不良經歷（ACE）時，他們會改善兒
童和家庭的⾝體和⼼理健康，並⽀持他們茁

壯成⻑的能⼒

通過參加培訓，新增你

對創傷的認識和理解

培養同理⼼，在與他⼈

交流時，著重於問“你發
⽣了什麼？” ⽽不是“你
有什麼問題？”
探討如何在你的⼯作場

所納⼊創傷知情的⽅法

為什麼重要

創傷知情
創傷是指任何在情感上、⾝體上或兩者
兼⽽有之的極其恐懼、有害或威脅的經
歷。 創傷知情護理考慮過去的創傷和由
此產⽣的⾏為和健康結果，是⼀種被定
義為治療整個⼈的⽅法

採取⾏動 資源

什麼是創傷知情護理？

（SAMSHA）創傷知情
的⽅法

佐治亞州韌性培訓路線

圖

GRIT項⽬

統⼀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資源，⽀持所有0-26歲
的⼈及其家庭的復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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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知情⽅法

對創傷知情的⽅法是⼀個個階段性進展組成的連續過
程。 創傷知情的階段是：

定義

創傷

意識

創傷

敏感

創傷

反應

創傷

知情

例如，問“發⽣了什
麼”⽽不是“你幹了什
麼”

創造⼀個令⼈尊重、

有能⼒、敏感和⽂化

意識强的環境

認識到挑釁⾏為通常

是不良童年經歷和過

去創傷的結果

通過使⽤有關創傷的

知識，為⽇常實踐提

供資訊，從⽽做出回

應

瞭解更多資訊

使⽤相機掃描以瞭解

更多資訊

https://traumainformedoreg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1/What-is-Trauma-Informed-Care.pdf
https://traumainformedoreg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1/What-is-Trauma-Informed-Care.pdf
https://traumainformedoreg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1/What-is-Trauma-Informed-Care.pdf
https://traumainformedoregon.org/wp-content/uploads/2016/01/What-is-Trauma-Informed-Care.pdf
mailto:info@resilientga.org


 

兒童的早期階段對以後的健康和發展⾮常重要。 兒童的⼤腦是成⼈⼤腦的基礎。 ⼀個有教
養、積極反應、沒有忽視和有毒壓⼒的家庭是早期⼤腦發展和成⻑的關鍵

兒童在安全的環境中成⻑和學習

效果最好，這時有很多機會可以

玩耍和探索

致⼒於在您的⽣活中與幼

兒建⽴積極的培育互動

擠出不受⼲擾的時間，與

照顧者和孩⼦⼀起玩耍

花時間⼀起閱讀

享受公園、操場和戶外活

動

參加集體活動，如遊戲聚

會、圖書館故事時間等

為什麼重要

早期⼤腦發育

兒童的⼤腦在出⽣前和兒童早
期發育迅速。 許多因素會影響
健康的⼤腦發育，包括營養、
安全的環境、低壓⼒和⼀⽣中
的積極互動。

採取⾏動 資源
佐治亞州早期護理和學

習部的發展⾥程碑

⼤腦：韌性之旅

CDC：早期⼤腦發展
⼤腦101：創傷對⼤腦
的影響

與我談⼼寶⾙

TooSmall. org
為嬰兒提供更好的⼤腦

統⼀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資源，⽀持所有0-26歲
的⼈及其家庭的復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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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預是關鍵

定義

資訊來源：有韌性的佐治亞州

兒童需要與⼈建⽴聯系，以使他

們的⼤腦成⻑。 建⽴這些聯系
的是給予關愛和培養的關係

滿⾜飲⻝、休息和呼吸等基本

需求有助於⼤腦從壓⼒中恢復

資料來源：疾病控制和預防中⼼

瞭解更多資訊

使⽤相機掃描以瞭解

更多資訊

https://development.decal.ga.gov/
https://development.decal.ga.gov/
https://development.decal.ga.gov/
https://development.decal.ga.gov/
https://development.decal.ga.gov/
https://development.decal.ga.gov/
https://development.decal.ga.gov/
mailto:info@resilientga.org
https://www.resilientga.org/earlybraindevelopment
https://www.cdc.gov/ncbddd/childdevelopment/early-brain-development.html


 

研究確定了⼀組共同的因
素，這些因素會使兒童在
⾯臨重⼤逆境時取得積極
的結果。 這些因素包括：

製定和實施⽀持PCE的計畫和政策，以改善
每個⼈的⽣活，促進⻑期健康和福祉，這⼀

點很重要

進⾏家庭聚餐

詢問有關兒童興趣的問

題

⼀起度過⾼質量的時間

（玩遊戲、看電影等）

為什麼重要

積極的童年經歷 積極的童年體驗（PCE）是改
善兒童⽣活的活動和體驗，產
⽣積極的⼼理和⾝體健康結果

採取⾏動 資源

HOPE–積極體驗帶來的健
康結果

韌性–以發育中的兒童為中
⼼

HOPE的四⼤基⽯
⽤HOPE平衡（ACE）
加强家庭佐治亞州

提升韌性——教孩⼦們有韌
性| Strong4Life

統⼀全州的公共和私⼈努⼒和資源，⽀持所有0-26歲
的⼈及其家庭的復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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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成因素

定義

資訊來源：有韌性的佐治亞州

積極的經歷越多，孩⼦的韌性肌⾁就越

强。 積極的經歷可以抵消不利的童年經
歷

處於養育、⽀持性的

成⼈-兒童關係中
（即⽗⺟/照顧者）

建⽴⾃我控制感

提供社交和情感發展的機

會

參與信仰、希望和

⽂化傳統的活動

資料來源：積極體驗的健康結果（HOPE）

瞭解更多資訊

使⽤相機掃描以瞭解

更多資訊

資料來源：哈佛⼤學發展兒童中⼼。 這句話取⾃他們關於韌性的
概念說明

https://positiveexperience.org/about/
https://positiveexperience.org/about/
https://positiveexperience.org/about/
https://positiveexperience.org/about/
https://positiveexperience.org/about/
https://positiveexperience.org/about/
mailto:info@resilientga.org
https://www.resilientga.org/earlybraindevelopment
https://positiveexperien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