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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過冬準備

冬季天氣準備指南

本文提供了一些基本小 
貼士，幫助人們準備和 

渡過嚴寒冬季天氣

內文提供額外線上資源



做好準備
在家和工作場所準備好應急物資工具箱、 
妥善維護住房並給車輛做好防凍準備。

準備應急物資工具箱
• 急救箱
• 電池供電的收音機 
• 電池供電的手電筒
• 水和不易腐爛的食物
• 手動開罐器
• 衛生用品和藥品
• 哨子
• 行動裝置的充電線
更多小貼士： RedCross.org 

進行房屋維護
• 清除排水溝中的殘渣 
• 修理屋頂洩漏
• 清除雨水渠中的殘渣
• 剪除危險的樹枝
• 隔絕水管和水龍頭
• 確保加熱設備、熔爐和煙囪得到妥善維護
• 安裝電池供電的一氧化碳和煙霧報警器；定期檢查電池
更多小貼士： TakeWinterByStorm.org 

準備車輛防凍 
• 油箱在半滿時就加油
• 安裝雪地輪胎或購買輪胎鏈
• 檢查防凍液液位
• 保持適當的擋風玻璃液位並維護雨刮器
• 確保加熱器和除霜器正常工作
• 在車內儲存應急物資和額外衣物 
更多小貼士： FEMA.gov 

http://RedCross.org 
http://TakeWinterByStorm.org
http://FEMA.gov


注意安全
並知道如何在沒有電力或燃氣的情況下安全生存。
隨時瞭解情況。

停電時保持安全
• 在屋內多穿幾件衣服
• 請勿在室內使用以下任何物品：發電機、汽油和丙烷加熱器、室外加熱設備或諸如燒烤

爐和野營爐灶等烹飪設備
• 將發電機放在室外，距離任何門窗或通風口至少 20 英尺
• 不要在室內使用明火
• 在附近放置額外電池，以供手電筒和燈籠使用
• 儘可能關閉冰箱和冰櫃門

保護自己和他人
• 如果可能的話，留在家裡，避免在路上開車
• 如果必須開車，請遠離風暴損壞的區域，並格外小心
• 將寵物留在室內並保證其溫暖
• 將寵物用品放入應急工具包
• 清除家或公司附近人行道上的雪和殘渣
• 看看鄰居是否需要幫助

獲取緊急資訊
• 收聽新聞廣播和電視
• 收聽緊急天氣廣播
• 下載應用程式以接收警報
• 查詢網站以獲取最新資訊
• 搜尋庇護所資訊

更多小貼士： BellevueWA.gov/prepare

http://BellevueWA.gov/prepare


制定一張健康卡
• 列出過敏和食物敏感性、藥物和醫療保健設備的類型
• 列出溝通困難（例如聽力損失）
• 列出醫療提供者
• 列出您的個人支援網路成員的聯絡資訊
• 在應急工具箱中保留一份該健康卡副本
• 隨時準備好您的健康卡，尤其要提供給急救人員

維護醫療設備和裝置
• 準備備用電源以用於醫療設備和裝置，比如輪椅或小型摩托車
• 將型號資訊儲存於應急工具箱內
• 瞭解您的治療設施或替代設施的可用性，尤其是在您依賴透析或其他維持生命的 

治療的情況下

進行「能力自我評估」
您是否能夠自己：
• 關閉煤氣、水及電
• 操作滅火器
• 攜帶您的應急物資工具箱
在進行評估時尋求個人支援網路的幫助；如果您無法獨立完成這些任務，請制定計劃。

為有行動和功能需 
要的人做好準備



額外小貼士
如果您使用增強通信裝置或其他輔助技術，請計劃如何攜帶裝置撤離，以及如果設備丟失或
損壞，如何更換設備或在沒有設備的情況下進行通信

準備帶有短語、圖片或象形圖的卡片以進行交流，以便您的支援網路或急救人員可以與您 
交流

如果您是盲人或視力低，或者在此類人員的支援網路中：
• 準備盲文或文字通訊卡
• 用盲文或大字體在應急物資上貼標籤

如果存在殘障或行動不便的問題，則在冬季風暴期間應考慮特殊需求。 
建立一個由朋友和家人組成的個人支援網路。與他們共享重要文件、 
緊急和疏散計劃、鑰匙以及醫療保健資訊的副本。



額外資訊

如何獲取緊急資訊
查詢網站： BellevueWA.gov | KingCounty.gov | WSDOT.wa.gov
下載應用程式：MyBellevue | Red Cross Emergency | NOAA Weather Radar
追蹤城市 Twitter 頁面：@bellevuewa | @bvuetrans
追蹤交通、運輸和天氣 Twitter 頁面： 
@wsdot_traffic | @kcmetroalerts | @soundtransit | @nwsseattle
訂閱緊急警報： Alert King County – norcom.org 
貝爾維尤 (Bellevue) 學區 –School Messenger – bsd405.org

如何在緊急情況下報告險情
撥 911 報告嚴重傷害或死亡

將停電事件報告給：Puget Sound Energy (PSE)
1-888-225-5773 | pse.com/outage

將道路險情（洪水、樹木或電線墜落、雪/冰）報告給：
Bellevue Service Center 
425-452-7840（24 小時熱線） | omsupport@bellevuewa.gov

透過 MyBellevue 應用程式提交非緊急服務請求

如何在緊急情況之後獲得幫助
美國紅十字會救災資訊： RedCross.org

華盛頓州 2-1-1： 撥 2-1-1 或瀏覽 Win211.org 獲取健康和公眾服務支援

金縣地鐵服務乘車熱線 (King County Metro Access Rideline)： 撥 206-205-5000
（轉 711）或瀏覽 KingCounty.gov

貝爾維尤公眾服務、公園與社區服務部 (Bellevue Human Services, Parks & 
Community Services Department)：
Alexandra O’Reilly，425-452-2824，aoreilly@bellevuewa.gov

http://BellevueWA.gov
http://KingCounty.gov
http://WSDOT.wa.gov
http://norcom.org
http://bsd405.org
http://pse.com/outage
mailto:omsupport%40bellevuewa.gov?subject=
http://RedCross.org
http://Win211.org
http://KingCounty.gov
mailto:aoreilly%40bellevuewa.gov?subject=


關於鏟雪的資訊

優先級
在風暴前
當貝爾維尤預報下雪時，城市街道的工作人員透過監控天氣預報，制定工作人員日程表， 
向卡車裝沙子、防冰劑和除冰劑來做好準備。

在風暴期間
根據優先級街道路線系統對貝爾維尤街道進行鏟雪和除冰。首先清除主要的城市幹道和主要
鄰里區環路，以為消防、醫療和警務響應人員提供空間，並為運輸、校車和通勤車輛清空道
路。如果持續下雪，則這些區域可能需要反覆鏟雪和鋪沙子，之後才能清理鄰里區街道。

若要查看優先鏟雪路線地圖，請前往 BellevueWA.gov/transportation。 

您可以提供幫助
在暴風雪天氣下，最好不要開車上路，以便工作人員可以持續鏟雪。如果您必須開車並跟在
鏟雪車後面，請留出充分的車間距。不要超鏟雪車輛。

可能的話，不要在街道上泊車。這樣可以讓鏟雪車工作人員快速且安全地清除整條道路的 
積雪。

雪壩 
雪壩 (windrow) 是堵在車道進出口的一長條積雪。在街道上鏟雪時可能形成雪壩。由於車道
是私人財產，所以業主須負責清理雪壩。市政府無法清理雪壩。

市政府不負責維護私人財產、商業大樓、公寓大樓、小巷或私人街道。

http://BellevueWA.gov/transportation


為了遵循我們對無障礙、包容和多元化的承諾，本指南將在 BellevueWA.gov 線上發表，
以貝爾維尤居民最常使用的五種語言編寫：英語 (English)、韓語 (한국어)、西班牙語 
(Español,)、越南語 (Tiếng Việt )、中文和俄語 (Pусский)。

本指南由交通局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消防局 (Fire Department)/應急管理辦
公室 (Office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和市政執行官辦公室 (City Manager’s Office)/
ADA（美國殘疾人法案）-第六篇權利民權計劃 (ADA-Title VI Civil Rights Program) 制定。

若需要替代格式、口譯員或合理的便利安排，請提前至少 48 小時撥 425-452-6168（語音）或傳送
電子郵件至 bamson@bellevuewa.gov。若要提出關於便利安排的投訴，請聯絡貝爾維尤市  
ADA/第六篇權利行政官，電話 425-452-6168（語音）或電子郵件地址  
ADATitleVI@bellevuewa.gov。失聰或聽力障礙人士請撥 711。所有會議均方便輪椅使用者參加。

Information

425-452-6800

第六篇權利公告：貝爾維尤市的政策是確保遵從《1964 年民權法案》(Civil Rights Acts of 1964) 第六篇的規
定，不得因種族、膚色、原國籍或性別而排斥任何人參加其聯邦資助的計劃和活動，或者在此類計劃和活動
中拒絕任何人的福利或以其他方式歧視。若任何人認為其第六篇保護權被侵犯，可以向第六篇權利協調員提
出投訴。若需要第六篇權利投訴表格和建議，請撥 425-452-6168 聯絡第六篇權利協調員。

http://bellevuewa.gov/prep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