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對災害了嗎？您準備
好

制定計劃

準備緊急用品箱

認識鄰居

隨時掌握情況

所有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居民都

瞭解災害所帶來的威脅， 

因此事前準備對居民來說 

是必備的動作。

近年來，該地區的居民曾經歷 

各形各樣的嚴重災害，包括 

颶風、水災、化學物質溢漏、 

以至工廠爆炸等。

為休士
頓市、

Harris、Fort 

Bend、Montgomery、Brazoria 以及
 

Galveston 郡製
作之緊

急事故
防護對

策資訊
 

國土安全局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資金補助 

休士頓 UASI 社區防護委員會 (Houston UASI Community Preparedness  

Committee) 專案計劃由休士頓市公共安全與國土安全辦公室  

(City of Houston Office of Public Safety and Homeland Security) 策劃

04/12

基本緊急用品箱內容清單：
建議準備 5 至 7 天用量

q  水（每人每天一加侖，供飲用和盥洗）

q  不易腐壞的食物

q   電池供電或手動曲柄收音機與附聲音警報的

氣象收音機，準備備用電池

q  手電筒及備用電池

q  急救箱及雨具

q  用於發送求救信號的哨子

q  過濾面罩或棉質 T 恤，幫助過濾空氣

q  個人清潔用的濕巾、垃圾袋和塑膠束帶

q  用於關閉公用設施的扳手或鉗子

q  若用品箱有罐頭食品，準備手動開罐器

q  塑膠布和膠帶，用於原地避難

q   滿足特別家庭需要的物品，如日常處方藥、 

嬰兒配方奶粉或尿布

q  紙巾與拋棄式杯、盤以及器皿

q  現金或旅行支票、零錢

q  滅火器

q  置於防水容器的火柴

q  消毒劑

q  將重要家庭文件影印本放在防水袋中

q  書籍、棋盤遊戲以及其它非電子型娛樂

想瞭解更多？
今天立刻訂購您準備好面對災害了嗎？ 

(Are You Ready?) DVD。此影片專為休士頓地區

而製作，內容包括教導您與家人如何進行 

準備工作，以應付災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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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計劃
良好的防護對策至少可以預防或降低緊急狀況造成的 

混亂與驚慌。保護家人的安全，最重要的是事先預期 

災難來襲時可能發生的狀況。向正確的資源管道尋求 

協助與資訊，事先做好萬全準備。

若您的孩子就讀於公立學校，可撥空瞭解學校的準備 

計劃細節，並得知在災難發生期間須如何與學校單位 

溝通。

基礎管道需求

任何無法使用交通工具的民眾、家庭或鄰里準備 

計劃的民眾（尤其是年長者或殘障人士），應提 

前登記，以獲得交通援助。今天就撥打 2-1-1， 

提前進行交通援助登記。

可於 www.readyhoustontx.gov 網站取得部分最佳網

路資源。

準備緊急用品箱
準備緊急用品箱至關重要。在緊急

情況下，您需要在一段時間內自力

更生。您可考慮兩種用品箱： 

逃生包 (Go Bag) 和居家用品箱 

(Stay-At-Home Kit)。逃生包用於

在撤離時攜帶。當您選擇在家中 

避難時，居

家用品箱即可發揮重要作用。飲用

水與不易腐爛的食物是必備品，但

是也別忘了為心愛的寵物做好準

備，在緊急用品箱內為它們放入生

活必需品。

造訪 www.readyhoustontx.gov 

以獲取緊急用品箱內容清單。

隨時掌握情況

準備緊急用品箱

認識鄰居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居民們瞭解團隊合作以成功

完成工作的重要性。在經歷 2008 年的颶風艾克 

(Hurricane Ike) 侵襲後，我們也得知鄰居就是災後最

佳的互助夥伴與援助來源。

隨時掌握情況 
（災害發生前、發生期間與發生後）

為了您與家人、以及整個社區的安全著想：今天就開始

著手確認您的家人與鄰居無論在災害前、災害期間或 

災害後皆已做好萬全準備與應對方法。

 

緊急狀況發生時，應由當地主管機關啟動緊急 警報

系統 (Emergency Alert System) 廣播。除 KTRH 740 

AM（調幅）以外，KUHF 88.7 FM（調頻） 也負責 

進行緊急狀況更新。可於  

www.readyhoustontx.gov  

獲取更多新聞與氣象諮詢的 

網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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