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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
Rockville, Maryland

應急準備
提供給學生、家長
和監護人的資訊

蒙哥馬利郡公立學校(Montgomery 

County Public Schools, MCPS)在做好

學校應急準備工作方面一直處於領先地

位。近十幾年以來, 每當學校或學校附近

發生緊急事件時, 我們一直使用藍色代碼

(Code Blue)和紅色代碼(Code Red)的規

程來保證學生的安全。

從那時起, 馬里蘭州和蒙哥馬利郡一直

都在採用全國事故管理體系(National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 NIMS)中

規定的聯邦安全指引。這些指引的一個最

重要元素就是在發生緊急情況時使用通俗

易懂的語言進行溝通。

"關閉—疏散—庇護"(Lockdown—

Evacuate—Shelter) 或 LES 是 MCPS 

的最新應急計劃。這項計劃符合 NIMS 

指引的要求, 並且已於2011-2012學年開

始實行。

以下是這項計畫的實施過程。

LES 將使用關閉、疏散和庇護這三個術

語確定適合當時緊急情況的應急類型。

您可以撥打 MCPS 學校安全治安部 

(Department of School Safety  

and Security) 的電話 

301-279-3066 或登錄  

MCPS 的網站 www.

montgomeryschoolsmd.org/ 

了解更多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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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疏散—庇護(LES)
新計劃將使用關閉、疏散和庇護這三
個術語來確定在發生緊急狀況時應當
採取的應急程序。 

s 關閉是針對在校內或校園中發生急迫危險時

發出的緊急警報和採取的應急程序。學生、工

作人員和來訪者必須在成人的監督下轉移到最

近的安全地點。學校領導必須確定已經撥打了

911報警電話, 並請求立即援助。學生、工作人

員和來訪者必須保持安全狀態, 直到形勢被警察

控制住為止。

s 疏散是當學校領導認為留在校舍內很危險時而要

求發出的緊急警報和採取的應急程序。在火災疏散

過程中, 學生、工作人員和來訪者必須經由最近的

緊急出口撤離並疏散到離校舍至少50英呎以外的地

點。在除火災以外的其它緊急情況中, 學校領導可

以要求按指示進行疏散, 學生、工作人員和來訪者

必須撤離到離校舍至少300英呎以外的地點。 

s 庇護是當學校領導認為此刻離開學校很危險

時而要求發出的緊急警報和採取的應急程序。

庇護警報有三種類型: 

• 當學校附近的社區正在進行公共安全行動

時使用公共安全庇護(Public Safety Shelter)程

序。所有室外的門都必須緊鎖, 課堂教學可以

繼續照常進行。當情況得到控制後, 公共安全

官員將通知學校。 

• 當學校附近的社區遇有大風警報時使用惡

劣天氣庇護(Severe Weather Shelter)程序。所有

學生、工作人員和來訪者(包括在移動教室內

的所有人員)必須進入學校的主校舍。校舍內

的所有人員必須轉移到指定的安全區域。工作

人員將密切關注氣象報告。

• 室外危險物品釋出(Outside Hazardous 

Materials Release)的規程要求學生、工作人員和

來訪者進入主校舍;  但是, 只有在諮詢過公

共安全官員、並且能夠保證撤離安全時才能讓

移動教室內的人員撤離到主校舍。室外的門窗

必須關閉鎖緊。通風系統必須關閉。當情況得

到控制後, 公共安全官員將通知學校。 

家長/學生團聚指引

MCPS 家長/學生團聚計畫(MCPS Parent/

Child Reunification Plan)指引是家長和監護

人在孩子學校發生緊急情況之前就需要了解的

重要資訊。

在出現緊急狀況時, 學校可能會需要調整學生正

常的放學時間或地點。當發生這種罕見的情況

時, MCPS 將啟用被稱為家長/學生團聚(PCR)

計畫的規程。這份計畫旨在讓學生在發生緊急

情況時能夠安全有序地與其父母團圓。根據當

時的情形, PCR 計畫可在孩子的學校或在校外

某個地點(如果校舍不安全)實施。 

當有必要實施 PCR 計畫時, MCPS 將通過幾

種方法告知家長和監護人必要的資訊, 這些方法

包括 Connect-ED 電話、QuickNotes、新聞

公告、Twitter 帳戶和 MCPS 的網站。當發生

緊急情況時, 孩子的父母也許無法來接孩子; 因

此, 家長和監護人的明智之舉是向孩子所在學

校索取一份同意離校表格(Authorization for 

Release form)。家長或監護人應當在發生緊急

情況之前填妥這份表格, 授權家屬、朋友、鄰居

等在家長或監護人無法來接孩子時可以到學校

接孩子。請務必把授權之事告訴您授權來接孩

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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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家長、監護人和被授權的人員還應當遵

守以下規程, 以便協助 PCR 安全有序地進

行。   

請登錄 MCPS 的網站訂閱通訊工具: http://

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 

只有當 MCPS 通知您學校準備開始實施 

PCR 規程後, 您才能來學校。

請攜帶個人身份證, 方便學校工作人員確認可

以接孩子的被授權人員。有關監護權的決定仍

然有效。 

只能在獲准的區域內停車—不能在校車停車道

停靠; 不能擋住入口或出口。 

當您進入和離開校舍時, 請遵守學校工作人員

的指示。 

安全和治安是 MCPS 優先關注的事項。您孩

子的學校總是未雨綢繆, 積極預防緊急情況的

發生; 但是, 如果萬一發生了緊急情況, MCPS 

的工作人員將一直保護您的孩子並為他們提供

庇護場所, 直到他們與您團聚為止。  

MCPS 做好應急準備
關閉  疏散  庇護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
http://www.montgomeryschoolsmd.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