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作部門•緊急服務

緊急事故 
課室快速指引

| 事故指揮系統 (ICS) 架構
 事故指揮官

運作 計劃 後勤 財政

 

地震  (蹲下、覆蓋、等候) 
演練次數: 每月一次
信號: 來自教職員的指示或感到震動
程序: 課室內：膝蓋跪地，遠離窗戶•躲在家具/設備
下•抓緊家具（枱腳等）並緊緊抓住/蓋住頭部•靜靜
地等待進一步指引。 在學校場地，室外建築物：避開建
築物、電線、燈桿等•蹲在地上•遮住頭部•如有穩固
物體，請抓緊•避開障礙物並靜靜地等待進一步指引。
於上學途中：遠離所有建築物、其他物品和樹木•盡可
能保持“蹲下/蓋住/保持” 狀態•盡可能蓋住頭部•如
有，請抓緊穩固物體，直至情況穩定為止。

解除警報信號: 教職員宣佈事件結束

火警 (學校建築或鄰近地區火災)

演練次數: 小學/初中由第一個星期開始，直到熟練為
止。然後每月一次•高中則每學期和夏季進行演練

信號: 火警警報
程序: 快速、平靜及安全地撤離到指定地方•教師將點
名並報告失踪學生•在指定地方等待指示。

解除警報信號: 教職員宣佈事件結束

庇護所 (空氣污染物、惡劣天氣或其他外部危險)

演練次數: 每個學期和夏季學校複習一次

信號: 公告、電話、信使或電郵
程序: 課室內：將學生帶入課室內•關閉並鎖上所有門
窗和百葉窗•關閉HVAC系統•封蓋連接到室外的通風
口、門窗裂口等•點名並報告失踪學生•留在課室內直
到解除警報信號。在學校場地，在建築物外：前往最近
的房間，逗留直到解除警報信號。  
解除警報信號: 教職員宣佈事件結束

庇護所 (附近發生槍擊)

演練次數: 每個學期和夏季學校複習一次

信號: 來自教職員的指示或鄰近發生槍擊
程序: 課室內：膝蓋跪地背向窗戶，將頭部放在膝蓋上，
並將手放在頸後。請靜靜等候指示。 在校園建築物外：
尋找任何形式的保護•蹲下，背向危險處，將手置於頸
後•短暫保持此狀況後，然後再尋找掩護•等待進一步
指引。上學途中：尋找任何形式的保護（路邊、長凳、
溝渠等）•蹲下，背向危險處，將手置於頸後•短暫保
持此狀況後，如有需要再尋找掩護•前往最近的避難
所，並安靜等候，直至收到有關當局指示方可離開。

解除警報信號: 當局通知事件結束

禁閉：（暴力威脅或校園/附近的槍擊）

演練次數: 每個學期和夏季學校複習一次

信號: 公告、電話、信使或電郵
程序: 課室內: 將學生帶入課室內•關閉並鎖上所有門
窗•關閉百葉窗•關燈•將學生移離窗戶•點名並報告
失踪學生•留在課室內直到解除警報信號。 在學校場
地，在建築物外: 前往最近的房間，逗留直到解除警報
信號。
解除警報信號: 教職員宣佈事件結束

快速離開 (於以下情況才會出現槍擊事件)

演練次數: 每個學期和夏季學校口頭複述一次

信號: 公告或教職員所發之指引  
校園槍擊事件需要以下兩個條件才會發生:

1 一至多名在校園內持槍射擊或打算射擊/並

2 至少有以下其中一個因素出現:
• 繼續射擊他人
• 積極尋找或攻擊他人
• 可以找到更多受害者
如出現以上條件，則可能需要快速離開，而不是停留在
關閉的地方。
程序: 致電 911報警
離開前要清楚知道:
留在關閉地方，如聽到槍聲及不能確定是否達到視作槍
擊事件的條件。 
確保迅速離開是立即可以保護學生生命的最安全方法，
並且不會因而令學生與槍手遇上。 考慮年齡、走動速
度、認知、學校佈局和其他學校因素。

A 通過遠離槍手最遠的安全出口迅速離開，並選擇安全
的路線。

B 如未能前往指定的場外聚集點，請另找一處安全地
方。

C 觀察並沿途及到達聚集地方不時安撫學生。

D
在到達聚集點後給學生說明並向行政人員或LASPD報
告。 

解除警報信號: 當局通知事件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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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校園遇到危及生命的緊急情
況，請致電（213）625-6631或
911尋找洛杉磯校園警察指揮官。



個人緊急應變提示

急救技巧

無意識傷者:  必先致電911 • 如有需要，開始進行人工呼吸
嚴重肌肉、骨骼或關節損傷: 固定受傷部位 
嚴重損傷:  敷蓋傷口（最好經消毒）• 如無骨折，可以提
高傷處•繃帶•如有需要，可施加壓力。

休克:  必先致電911 • 將傷者平躺•如頭部、頸部或背部無
受傷，可將腿部抬高•保持正常體溫•用毯子或夾克覆蓋。

所有洛杉磯聯合學校區緊急用品

 為學生和工作人員提供三日食水及食物

 儲存應急物資之容器

 搜救設備

 急救箱

 緊急程序指引

個人準備提示

為家人準備 – 儲存7日的食物、水、藥物和其他必需品，並
製定家庭災難逃生計劃。

收藏個人應急物資 – 保留自己必需的用品於車和教室/辦公
室內。

為緊急情況接受訓練 – STEPS, CERT, FEMA等所提供的
有用課程。

下載LAUSD緊急計劃應用程式

認知您的綜合安全學校計劃（ISSP）

資源
LAUSD學校應急準備安全培訓 (STEPS): achieve.lausd.
net/steps
天只靠自己: achieve.lausd.net/yoyo7
LAUSD的家長應急資訊: achieve.lausd.net/pei
美國洛杉磯紅十字會: redcrossla.org
加州緊急服務處: caloes.ca.gov 
社區應急響應小組 (CERT): achieve.lausd.net/cert 
地震國家聯盟: earthquakecountry.org
殘疾人士所需應急準備: ready.gov/disability
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 (FEMA): fema.gov
Great California ShakeOut: shakeout.org
洛杉磯市緊急管理部門: emergency.lacity.org
洛杉磯縣緊急求生計劃: espfocus.org 
洛杉磯縣公共衛生: publichealth.lacounty.gov 
國家氣象局: weather.gov
個人和家庭緊急資訊: ready.gov 
學校準備和應急管理: rems.ed.gov 
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gov

危難後的調解活動

 避免接觸媒體報導有關事件

 參與遊戲活動

 繪製或繪畫反映情感的畫像

 寫日記

 閱讀及討論故事

 創建能夠反映恢復正面思想的壁畫或橫幅

 製作反映積極想法和行動的記念書冊或圖表

 參與個人和團體諮詢

 照顧自己•適當休息、吸收營養、運動和醫療護理

 遵循心理急救建議

為有功能需求的學生進行規劃

為所有在緊急情況下可能需要額外幫助的殘疾學生製定
個人疏散和護理計劃。請考慮以下需求:

 緊急情況通知和溝通

 疏散

 個人護理協助和監管

 庇護站

 藥物和醫療協議

法律參考

加利福尼亞州政府，法例第3100條（災難服務人員）– 
所有公務人員，包括學區和特許學校員工，均可以被指
派為災難服務人員。 作為災難服務人員，他們可以在工
作現場舉行並指派救災活動，直至總統、州長或市長宣
佈災難完結為止。 

加州教育法例35295-35297部份（Katz法案）– 要
求每年更新一次全面的學校安全計劃、緊急演習、減輕
災情和培訓。

加州教育法例8607部份(Petris 法案) – 透過事件指揮
系統（ICS）進行演練，將校園應急程序與標準化應急管
理系統（SEMS）和員工培訓相結合。

如在校園遇到危及生命
的緊急情況，請致電
（213）625-6631
或911 尋找洛杉磯校園
警察指揮官。

您的初始反應最為重要 - 請保持冷靜並深呼吸

尋找即時危險源頭

明瞭您的具體工作職責

意外並不會依循一套既定步驟發生

隨時準備承擔新增責任 - 保持靈活性

如有需要請尋求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