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适用的应急准备措施

做好准备是每个人的工作。每个人都应该为灾难提前
做好计划。在 Alameda 郡，我们会遭遇地震，洪
水，深林大火和停电。 这些灾害中的任何一种都可
能使家庭、个人和设施在许多天内没有电力，水，食
物或交通工具。因此，您知道如何为可能面对的灾难
做准备是很重要的。 

这份文件将指导您准备应对紧急情况或灾难的四个步
骤，您现在需要采取的行动，以及您如何使用您准备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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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的行动：	

步骤 1：
找到五个您信任的盟友并分

享您的计划

确定五个在灾难或紧急情况下会成为您信任的盟友的人。您的五个值得信赖的盟
友是那些会随时关注您情况的人。您可以在灾难或紧急情况发生之前、期间和之
后与他们沟通，以便他们知道您是安全的，或者您可能需要帮助。你的五个人名
单上应该有完整的联系方式，包括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和街道地址。在一些灾难
或紧急情况下，电话可能无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试着通过电子邮件，短信，
社交媒体或当面联系。
不要只依赖其中的一位。人们在工作时会有不同的轮班，休假，且并不总是有
空。确保名单上的一些人住得离您很近，并且至少有一个人住在这个地区以外的
地方。
当您在创建您的信任盟友的联系人列表时，询问每个人联系他们的最佳方式。详
细解释在紧急情况或灾难发生时，您会要求他们为您做些什么。确保他们理解并
同意。

创建五个可信任盟友的列表： 

• 囊括尽可能多的与每个人联系的不同方式：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和家庭地
址。 

• 联系您的同盟者小组中的每个人，得到他们的同意。 

• 保持您的联系列表常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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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它 

• 把你的联系单复印几份。把它们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例如，在您的冰箱
上，前门里侧，在您的手提包或钱包里，在您的汽车杂物箱里，保存在您的
手机里或另一个电子设备上等等。 

• 与您的同盟者组中的每个成员共享一份复印件。 

• 将一份复印件放在您的应急包里（旅行包、汽车套件包、随身携带包等）密
封的塑料袋中。 

• 经常与您信任的盟友联系，尤其是在“红旗警告
(Red Flag Warning)”日。

在选择五个知道您计划的应对紧急状况的盟友时，考虑教练，幼儿看护
者，住在该区域以外的亲戚，以及共享疏散路线上的邻居。请一个州外的
朋友或亲戚做您家人的紧急联系人。

 联系人姓名*  联系方式（电话，电子邮件等） 

1. 

2. 

3. 

4. 

5. 

*包括1个住在本区域外的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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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的行动： 

第二步：
优先考虑您的健康需求并创

建列表

这些是您的药物，与残疾相关的用品或设备，以及您每天需要的任何其他东西的
清单。决定你每天需要什么药物和设备才能独立生存。写下您保存它们的地方，
以及在灾难或紧急情况下您可能需要的关于它们的任何信息。这些信息会对您信
任的盟友，第一反应者或避难所工作人员有用。可能有实用的手机端应用程序，
您可以通过它们来帮助创建这些清单，以及准备好一个书面或打印的清单。

创建您的医疗和独立生活需求清单 

• 列出您所有的药物及其用途和剂量 

• 列一张您需要的设备清单。例如，列出帮助您听（如助听器），看（如眼
镜），或走动（如助行器或轮椅）的设备。同时列出您需要的氧气设备和其
他设备。

使用它

复印几份。将它们与您的联系人列表一起保存，以便于查找。如果可能的
话，把它们放到您手机里的应用程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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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医疗需求清单

医疗保健相关的重要信息
医生姓名：
电话号码：
健康保险类型：
保险号码：
血型：

食物过敏和敏感问题：

医疗保健相关设备 

1. 

2. 

3. 

4. 

5. 

药物名称：	 剂量及服药时间：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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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三：
创建您的应急用品包

无论您身在何处，在紧急情况或灾难发生时，您是否为您的必要需求做好了准
备？突发事件和灾难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您可能当时在家，工作，度假，或者
只是出去走走。随身携带重要物品是应急和应对灾难的计划成功的关键。
您可以使用本手册第7页的检查清单来填充您的工具包。

采取的行动：
将应急用品包放在不同的地方： 

• 随身携带 • 在您的家中 

• 在您的车里 • 在您的办公室

建议包括在应急用品包中的物品： 
• 准备每人份的可食用三天的不易腐坏的食物和三加仑水 
• 信用卡和现金 
•
•
•
•
•
•
•
•
•
•
•
•
•

重要文件（出生证，护照等），联系人名单和疏散路线 
处方，特殊药物*，急救包 
电池供电的收音机和手电筒 
设备的额外电池和备用电池 
宠物和服务动物用品（食物，水，宠物笼，牵引绳） 
适合走路的替换衣物和结实的鞋子 
梳洗用具和梳妆用具 
听力设备和备用的眼镜或隐形眼镜 
备用的一套车钥匙和房子钥匙 
手机充电线和备用电池 
呼吸设备和N95口罩 
助行器/拐杖/手杖/轮椅和修理工具包 

卫生和泌尿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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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用品包清单

准备每人份的可食用三天的不易腐坏的食物和三加仑水
 标有疏散路线的地图
重要号码列表，以防您的手机丢失
处方，特殊药物，至少一周的供应量
 电池供电的收音机
备用电池和备用电源
 宠物和服务动物用品（食物，水，宠物笼，牵引绳）
 替换衣物和结实的鞋子
 餐具
 梳洗用具
 听力设备
 卫生和泌尿用品
 轮椅和修理工具包
 备用的眼镜或隐形眼镜
 N95 口罩
 备用的一套车钥匙
 信用卡、现金或支票
 手电筒
 重要证件复印件（出生证明、护照等）
 手机充电线和备用电池
 尿布包
 急救药箱
 呼吸设备
 助行器/拐杖/手杖
 假牙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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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警报信息通知并保持消息灵通

  

步骤四：
计划撤离的方式和时间

您不需要在所有紧急情况下撤离。确保您知道什么时候撤离。通常城市，郡或第一
反应者会让您知道。如果它看起来很危险，使用您最佳的判断力。熟悉所有走出您
的家或办公室的可能的路线，并离开您的社区。
重要的是，您要在灾难发生之前计划好您的疏散策略。为您自己和您的宠物制定一
个在紧急情况或灾难发生时该做什么的计划：知道什么时候撤离，去哪里，以及带
什么东西。
想一想当灾难发生时您想如何离开你的家或您的办公室，并绘制一张详细的地图，
说明去哪里见朋友，家人或你信任的盟友（例如家里，工作地点或您通常在的地
方）。
撤离社区的路线将取决于灾难的类型和它所在的位置。了解所有出社区的主要路
线，提前将这些路线开一遍，以便在紧急情况或灾难发生前熟悉它们。

采取的行动：

保持消息灵通是很重要的——在您所在地区注册当地警报和警告的通知信息，这样
您就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疏散。此外，还有许多应急服务应用程序和可靠的新闻渠道
可供选择。

创建一个疏散计划

详细写下您的撤离计划和撤离路线以及回家、工作、或者您通常在哪里见面的地
方，包括您将如何撤离和您将去哪里。如果您有宠物，把它们包括在你的疏散计划
中。
确保您、您的家人和信任的盟友有一个远离您的社区的聚会地点，以防你们在紧急
情况或灾难中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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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您的计划

•实践您的疏散计划。熟悉一下该计划，看看是否有什么需要更改，
添加或删除的地方。

•确保您计划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个计划。

疏散路线：知道前往的地点

疏散路线 1: 

疏散路线  2: 

紧急会面的地方

确保您和您的家人有一个远离您的社区的预定的见面地点，
以防你们在紧急情况下分开。
紧急会面地点及电话号码：

第八页



© 2020 Center on Disability at the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Alameda 郡和我们的兄弟城市强烈鼓励所有在Alameda 郡生活、工作或
经常访问的人选择加入 AC Alert 系统。当您在 AC Alert 注册时，您可以提
供多种联系方式，包括您的手机，家庭和工作电话，以及电子邮件地址。您
可以在Alameda 郡指定多个您想要接收紧急警报的地点。此外，您可以注
册参与司法管辖区提供的社区订阅主题服务。

为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当您需要采取保护措施时我们能够联系到您，请在
www.acalert.org 上注册“AC Alert”

•在您的手机中下载“AC alert”应用程序 (app)

•在 www.acalert.org 上注册“AC Alert”。

• 拨打 211 ——这个号码为您提供了日常所需的社会服务的信息和推荐，以及
在危机时期关于避难所，宠物和服务犬，交通等等的重要信息。

• PG&E PSPS ——转到 https://psps.ss.pge.com/ 查看家庭地址特定的服务
问题并注册PG&E警报。

• 发送短信 ENROLL 到 97633并按照提示操作

第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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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AC Alert（AC 警报）？
AC Alert 是一个大规模的通知系统，由市和郡机构使用，且遍及 Alameda 
郡。它向居住、工作、或来到我们郡的人士迅速传播紧急警报。AC Alert 
可以通过语音，短信和电子邮件发送警报，还可以向 Nixle 订阅用户发送信
息，在社交媒体页面上发布信息，以及发送 FEMA 无线警报 (WEA) 。
当紧急情况威胁到生命时，我们能联系到您是至关重要的！

Facebook Twitter
社交媒体帖子

电子邮件和短信手机

手机信号发射塔
家庭/商用电话 发出WEA警报

AC Alert软件

AC Alert 在 Alameda 郡向您发送紧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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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verbridge APP（应用程序）

安装说明

1) 前往您的应用商店下载 
Everbridge App

2) 点击这里
搜索 

“AC 
alert” 

3) 创建您的个人资料：（第一部分）
在第一个页面
上填写您的用户
名、姓名、密码
和电子邮件 

4) 创建您的个人资料：（第二部分）
在该页面填写
联系方式、
发送方式和家
庭地址

您现在将收到来自Alameda 郡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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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meda 郡/湾区 (Bay Area) 紧急警报广播电台
阿拉米達縣及其行政轄區的緊急警報系統（EAS）與當地媒體合作，向社會大眾廣播緊
急消息與應對措施。 EAS廣播電台的官方網站是：
KCBS – 740 AM – 新闻 KQED – 88.5 FM – 新闻资讯

湾区 (Bay Area) 居民主要收看电视台 
KAXT TV 1 KGO TV 7  KDTV TV 14 (Univision) 
KTVU TV 2 KQED TV 9    KFTL  TV 28 
KRON TV 4 KNTV TV 11 KSTS TV 48 (Telemundo) 
KPIX TV 5 KBCW TV 12  KKPX TV 65

就地避难
就地避难是指无论身在何处都要立即避难，以免受到伤害。在化学物质泄漏
或释放的情况下，您可能会收到指令留在室内，并关闭外部空气入口，以避
免可能已经扩散到空气中的有害烟雾。收听当地广播和电视以获取紧急指
令。准备好您的应急物资。

疏散
如果由于紧急情况而需要疏散，您将收到指令离开您的家和社区，并寻求一
个安全的位置。避难所地点和疏散路线将被指定好。收听当地广播和电视以
获取紧急指令。请随身携带您的应急供给“装备包”。

Haywired 地震场景 

https://outsmartdisaster.com/ 
請參閱該網址，了解海沃德地震斷層的信息，並得知如何做
好準備，讓您安全度過地震。 

第十二页

https://outsmartdisaster.com/


© 2020 Center on Disability at the Public Health Institute 

 

 

  

 

 
 

 
   

 

 

 

 

 

如需更多信息或培训，请与以下任何一个组织联系：

A Safe Place
电话: (510) 986 8600
crussell@asafeplace.org 

Berkeley Disaster
Preparedness
Neighborhood Network
info@bdpnnetwork.org 

Center for Elders’
Independence (CEI)
Lenore McDonald
基金发展及政府关系总监
电话: (510) 452-8835
主要联系电话: (510) 433-1150
lmcdonald@cei.elders.org 

Community Resources for
Independent Living (CRIL)
电话: (510) 881-5743 
Michael.Galvan@ 

crilhayward.org 

Comfort Homesake
电话: 

Day Break Adult Care
Centers (DBACC)
电话: (510) 834-4423
ofra@daybreakcenters.org;
灾难准备协调员
laura@daybreakcenters.org 

Deaf Plus Adult Community
电话: (510) 556-2755

(510) 556-2750
lgonzales@deafplus.us 

Eden I&R, Inc.
研发经理
电话: (510) 537-2710 x511
邮箱: cstahl@edenir.org
灾难准备协调员
邮箱: leholm@edenir.org
(510) 537-2710 ext. 516

Eglise Franco-Americaine
De La Nouvelle Alliance 电话: 
(510) 917-0696
pastorjacquesefana@yahoo.com
AFANA 项目经理。
ndaddrel@gmail.com

Fremont Family Resource
Center (FFRC)
电话: (510) 574-2062
KGrimsich@fremont.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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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s Explored Inc.
电话: (925) 332-7183
diennekelly
@futures-explored.org
kelseyhansen
@futures-explored.org 

Friend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FCSN)
电话: (510) 739-6900 x 3300
sylviayeh@fcsn1996.org 

Meals on Wheels of 
Alameda County
电话: (510) 777-9560
marisa@feedingseniors.org 

Oakland Rising
电话: (510) 261-2600 (office)
邮箱: beth@oaklandrising.org

liz@oaklandrising.org 

Senior Support Program
of the Tri-Valley
电话: (510) 410-1741 
邮箱: rtaylor@ssptv.org 

Sudo Mesh
邮箱: jenny@sudomesh.org 

Vietnamese American 
Community Center of the
East Bay (VACCEB)
电话: (510) 891-9999
邮箱: smeredith@vacceb.org 

World Institute on Disability
(WID)
电话: (510) 225-6400
邮箱: marsax@wi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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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meda 郡应急准备资源

欲了解更多关于Alameda 郡老年人 
和残障人士应急准备的信息，请联系：

The Center on Disability/Pacific ADA Center 
555 12th Street, Suite 215, Oakland, CA 94607
电话：510-285-5600
热线：800-949-4232
emerg1@adapacific.org
https://www.adapacific.org/emergency-preparedness-publications-resources 

The Alameda County Sheriff’s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4985 Broder Boulevard, Dublin, CA 94568
电话：(925) 803-7996

(925) 803-7800
邮箱：phess@acgov.org 
https://www.acgov.org/ready/
https://www.acgov.org/emergencysite/
https://www.alamedacountysheriff.org/cws_oes.php

FEMA’s Ready Campaign 
https://www.ready.gov/ 

California’s Office of Emergency Services 
https://www.caloes.ca.gov/individuals-families

California’s Health & Human Services Agency
https://www.chhs.ca.gov/blog/2019/10/25/public-safety-power-shutoffs-resource-guide/

American Red Cross  
https://www.redcross.org/get-help/how-to-prepare-for-emergencies/disaster-safety-for-
people-with-disabilities.html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EPO/Pages/PrepareanEmergencySupplyKit.aspx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al  Services’  Feeling  Safe,  Being  Safe

https://www.dds.ca.gov/consumers/emergency-prepar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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