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鲁门州立大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园建筑 

紧急安全指示手册 

 
由学校批准的有关校园紧急事件的信息以及发生时应该采取的步骤。这些信息由校园公共

安全部门维护。 

 

 



        校园建筑紧急安全指示手册旨在为教职员工和学生指导如何应对杜鲁门州立大学校园

内的各种紧急情况。请在任何情况下保证以此为参考依据；我们建议您在手机保存它。在

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指示您致电校园公共安全部门，电话 660-665-5621。请注意，如果选

择拨打紧急求助电话 911，您将进入 Adair County 911 通讯中心。在任何紧急情况下请首

先选择拨打 911 报警。 

每个特定的紧急情况都是独特的，出于这个原因，没有应急指导是全面的。但是在任

何紧急情况下，建议您始终保持冷静，时刻注意周围的情况，并尽可能尽快地向校警报告

紧急情况。 

  



介绍 

手册目的 

在紧急情况下，你几乎没有时间计划下一步该做什么。在紧急情况发生之前，你需要

了解你可以做的事情。熟悉本指南和大学紧急行动计划（EOP）。花点时间对发生紧急情

况时需要做的事情进行个人评估，并尽可能做好准备。 

杜鲁门州立大学致力于通过教育社区成员履行其职责和责任，保持高度的应急准备状

态； 定期审查、修订政策和程序进程；并定期测试和评估应急计划。 

 

紧急情况准备 

紧急情况、灾难、事故、伤害和犯罪经常发生而没有警告。准备处理突发事件是个人

和组织的责任。这些应急程序的制定是为了尽量减少此类事件的负面影响。请在发生紧急

情况之前仔细阅读本指南，并保留副本供即时参考。我们建议您在手机中保留一份副本以

方便使用。 一旦熟悉程序，您将会更好地保护自己和你周围的人。如果您对未涵盖的情

况有疑问或需要额外的应急准备信息，请致电杜鲁门州立大学公共安全部门 660-785-4176

或与 Adair County 911 通信中心联系，电话 660-665-5621。欲了解更多有关在紧急情况下

如何应对的操作规程请访问 police.truman.edu。 该网站还提供了正在发生的紧急事件的相

关信息。 

 

紧急电话和呼叫箱 

对于校园紧急呼叫（警察，消防，医疗或危险材料，请拨打 911。这些紧急电话线路

直达 Adair County 911 通信中心。紧急情况也可以报告给杜鲁门州立大学警察局，电话号

码是 660-665-5621。 

可直接呼叫 Adair County 911 通讯中心的特殊紧急电话位于所有宿舍楼内，并位于整

个校园内。 室外应急电话标有蓝灯。 

 

范围 

学生和访客可能不熟悉他们所在的建筑物，建筑物中存在的危险，或者在发生紧急情

况时应遵循的程序以确保他们的健康和安全。他们将依靠教职员工提供直接指导和帮助。 



请仔细阅读并熟悉本指南。 

本指南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被解释为限制在这些附带程序未预见或涵盖的事项中使用

良好判断和常识。请勿过度解读本指南的任何内容，如发生附带程序未预见或涵盖的事项，

本指南应不妨碍基于常识进行良好判断。 

如果您对紧急事件应对程序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信息或有关紧急情况应对措施的帮

助，请致电 660-785-4176。 

 

基本概念 

紧急事件的种类 

我们假设杜鲁门州立大学将面临的各种紧急情况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持枪歹徒 

•可疑/犯罪行为 

•炸弹恐吓 

•电梯故障 

•火灾 

•危险／有害化学物质释放 

•健康/医疗紧急情况 

•恶劣天气 

•避难所 

 

紧急事件告知的通信方式 

杜鲁门州立大学在紧急情况下将采用多层通信方式。 该紧急通知和通信系统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内容： 

户外公共广播系统/警报器 

这套广播系统位于校园麦克尼尼中心(McKinney Center)和斯托克斯体育场(Stokes 

Stadium)外。 它作为紧急警报系统的一部分，向校园传送清晰的紧急消息以及提示音。但

是该系统并不适合位于建筑物中的人员。在天气紧急的情况下，柯克斯维尔市可以激活天

气警报器。 



TruAlert 紧急警报系统 

TruAlert 紧急警报系统是一种托管式广播警报接口系统，可允许学校通过短信，电子

邮件，电脑，反映机的仪表板(Chumby) 和校园数字标牌快速发送紧急通知和重要通知。 

  

  



持枪歹徒/校园暴力 

恶性暴力事件可能对大学社区成员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或威胁到该大学的安全声誉。 

一个正在实施暴力的持枪歹徒，他的武器有着致命杀伤力，并继续无限制地进入持枪

歹徒具有可致命杀伤力，并且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持续进行袭击。暴力事件可能在短

时间内发生，并可能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它可能涉及单个歹徒，多个歹徒，近距

离射击，远距离射击，随机受害者和移动对抗。 

人身安全和安保措施在我们整个校园社区中至关重要，学校也将努力确保学生、教职

员工和访客的安全。以下安全知识旨在帮助您在危害个人安全的情况下做出适当的响应。 

  

持械罪犯／射手  

1. 如果您任何时间在校园内目击一名持械人员，请记住: 

a. 务必远离此人，但也请保持冷静。 

b. 将问题通知执法人员，请立即与校园公共安全部门联系：660-665-5621 或拨打 911

报警。明确你的位置，姓名和报警原因。 

c. 准备好向警方提供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i. 年龄区间 

ii. 体重 

iii. 发色和长度 

iv. 衣着 

v. 胡须 

vi. 其它显著特征 (纹身，疤痕等.) 

d. 如果嫌疑人驾驶机动车，请尽可能尝试获取机动车的品牌，型号，颜色和车牌号码。 

e. 确保自己的安全。按照警方为您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2. 如果持械罪犯/射手在您所在的建筑物外： 

a. 如果可以请快速安全地移动到建筑物的内部区域，不要离开，直到校园公共安全部

门发布 “危险解除” （“All Clear”）指示。  



b. 关闭室内所有的灯光并将所有门窗紧锁。若不能将门上锁，请尝试阻挡门使其难以

打开。如果门摇摆不定并难以上锁，请将皮带或电脑软线系紧在门手柄周围，由一

人拉紧皮带或电脑线站在门边。要点是延迟罪犯的进入。 

c. 关闭所有百叶窗和窗帘。 

d. 请立即联系校园公共安全部门，电话是 660-665-5621 或拨打 911 报警。 

3. 如果持械罪犯/射手在您所在的建筑物中： 

a. 如果可能，请立即撤离该幢建筑物 

b. 如果无法安全撤离，请马上将所有门窗上锁，并确认你所在的区域是否安全。 

c. 关闭所有百叶窗和窗帘。 

d. 静音手机，寻呼机和其他音频设备。 

e. 请立即联系校园公共安全部门，电话是 660-665-5621 或拨打 911 报警。 

f. 利用该区域所有可能利用的物体抵住房门并保持安静。 

g. 等待校园公共安全部门或 TruAlert 系统发布 “危险解除（All Clear）” 的信号方可

离开。 

4. 如果持械罪犯/射手进入到您所在的教室或办公室中： 

a. 在此项中没有一个确定的操作流程来确保您的安全。 

b. 但请务必保持冷静。 

c. 尝试联系校园公共安全部门或拨打 911 报警。 

d. 保持您和嫌犯的距离，如果有可以确保安全离开的方法则立即离开。 

e. 如果可能的话，请使用屏蔽/路障，即办公桌，文件柜等。 

f. 如果嫌疑人离开了您的区域，如果可能的话请马上紧缩房门。留在该区域（除非您

的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并等待当局的进一步指示。 

g. 如果没有其他选择，根据个人情况选择是否与歹徒进行搏斗。 

h. 等待校园公共安全部门或通过 TruAlert 系统发布 “危险解除（All Clear）” 的信号

方可离开。 

5. 如果您在建筑物外遇到持械罪犯/射手： 

a. 保持冷静。 

b. 远离嫌犯和枪声发源地。 



c. 移动到可遮蔽袭击的位置，即墙壁，车辆和其他大型物体。 

 

可疑人员 

1. 请立即与校园公共安全部门联系：660-665-5621 或拨打 911 报警。明确你的位置，

姓名和报警原因。 

2. 准备好向警方提供嫌疑人的体貌特征 

a. 年龄区间 

b. 体重 

c. 发色和长度 

d. 衣着 

e. 胡须 

f. 其它显著特征 (纹身，疤痕等.) 

3. 如果嫌疑人驾驶机动车，请尽可能尝试获取机动车的品牌，型号，颜色和车牌号码。 

4. 确保自己的安全。按照警方为您提供的说明进行操作。 

        除自我保护外，不要试图擒拿或干涉犯罪。 在致电校园公共安全部时，请准确提供

您的姓名、地点、电话号码，并确保让警方了解事件正在进行中。 

 

潜在的暴力行为 

        如果您担心可能会发生暴力事件，但不需要警方立即采取行动，请马上致电校园公共

安全部门 660-665-5621。所有上报的事件或暴力威胁都将受到重视。警方将立即进行调查

并采取适当的行动。 

        校园公共安全部门会： 

1. 调查和评估环境造成的风险。 

2. 确保通知所有相关方。 

3. 确定适当的干预措施。 

4. 根据需要记录，计划并执行减少风险 行动计划以降低风险。 

 

 



如何安全地撤离建筑物 

1. 在尝试离开之前计划路线。 

2. 逃跑时不要随身携带任何东西。 

3. 在您离开建筑物时，迅速移动并保持双手可见掌心向外。 

4. 不要尝试救助或转移受伤的人，但请注意他们的位置，以便将信息提供给应急响应

人员。 

5. 前往安全地点，但不要离开校园。请记住，整个区域仍然是犯罪现场，在你离开之

前，警官需要从你那里获取更多信息。 

6. 始终听从执法人员的指示。 

 

应急响应人员的作用： 

        主要目标是立即接触或遏制持械罪犯/射手，以制止危及生命的行为。 记得： 

1. 警官可能会越过你，因为他们的目标是立即吸引攻击者。 

2. 只有在威胁解除之后，他们才会疏散受害者。 

3. 不要突然移动或跑向他们。 

4. 双手保持可见，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否构成威胁。高举双臂，请勿手持任何它物。 

5. 留在安全区域，直到执法人员到来。 

 

  



炸弹恐吓事件 

        炸弹警告事件可能以下列形式发生：书信、言语，或来自电话与其他电子媒介（例如

电子邮件和简讯）。绝大多数的炸弹警告是通过电话进行的。疑似袭击者通常是出于以下

目的： 

1. 疑似袭击者对于起爆物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希望能减轻伤害自己。 

2. 疑似袭击者想要引起恐慌，以干扰日常活动的进行。 

○ 切勿使用无线对讲机或手机，无线电信号极有可能引爆炸弹。 

○ 在校园公共安全部门前来解除危机之前，请不要疏散人群。 

○ 请不要启动火灾警报，也禁止随意接触可疑物品。 

 

电话恐吓 

1. 认真对待警告电话，就如每通恐吓都将真实发生。 

2. 查看来电纪录，并记录来电人的电话号码。 

3. 恐吓者在电话中陈述的同时，请填写《炸弹恐吓信息表》。 

4. 切勿挂断警告电话。请身旁的同事联络公共安全部门 (660) 665-5621 或拨打 911。 

5. 尝试完成下列事项： 

a. 请保持冷静，向恐吓者展现合作的意愿。 

b. 请不要抵抗或是试图挑畔恐吓者。 

c. 尽可能地延长通话时间，以及从交谈中取得信息。 

d. 试着判断出恐吓者对该设施有多了解。 

e. 通讯终止的当下，立即联络校园公共安全部门。 

f. 确保 “炸弹警告信息一览表” 填写完毕。 

 

电子邮件恐吓 

1. 切勿删除炸弹警告邮件或简讯。 

2. 联络公共公安全部 (660) 665-5621 或拨打当地警局 911 。 

3. 如有必要，将电子邮件恐吓转寄给警方。 

 



邮件恐吓 

1. 联络校园公共安全部门 (660) 665-5621 或拨打当地警局 911 。 

2. 尽可能别碰触信件或包裹。 

 

笔记恐吓 

1. 联络校园公共安全部门 (660) 665-5621 或拨打当地警局 911 。 

2. 尽可能别碰触恐吓笔记信件。 

  



 
炸弹恐吓信息表 

杜鲁门州立大学 

日期： 时间： 

联系者电话号码： 
 

电话挂断时间： 

询问恐吓者的问题 

炸弹的位置? (建筑名称、楼层、房间号码等)  

炸弹何时爆炸/熄灭?  

炸弹类型？ 

会致使炸弹爆炸的因素？ 

对方是否放置炸弹？              是                       不  

放置炸弹的原因？ 

对方的名字？ 

恐吓的原话 

 

恐吓者的信息 

恐吓者的地点（形容电话背景情况） 

性别                男                      女  恐吓者口音： 

恐吓者声音是否熟悉？如熟悉，听起来像谁？ 

背景声音:  _ 街道噪音   _机场噪音   _办公室噪音   _ 广播噪音  _声音清晰  _声音静态   _对话噪音    _ 音乐噪音   
 
                   _ 机器噪音  _其他 

恐吓者的声音和心情: _ 愤怒   _ 平静   _ 咳嗽   _  哭啼   _  深呼吸   _ 伪装    _ 激动    _ 欢笑声  _ 大声_ 口齿不清    
 
                                      _ 鼻音    _ 普通   _ 快速   _ 刺耳   _ 缓慢   _含糊不清  _ 低声 _ 结巴 

威胁语气：_不连贯   _ 阅读信息   _ 录音信息   _ 无理性    _ 亵渎   _ 清楚 

报告人姓名： 



电梯故障 

若被困在电梯里 

1. 如发现电梯故障，使用紧急救助电话联络阿代尔 911 通讯中心 (Adair County 911 

Dispatch Center)。如果有电话信号，请拨打校园公共安全部门 660-665-5621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并传递以下的信息： 

a. 建筑名称 

b. 电梯的位置 

c. 电梯停止的楼层或位置 

d. 若需要紧急医疗 

2. 若紧急电话不通，请按警救按键向外界求救直到确认救援人员已经行动。 

3. 保持冷静，稳定情绪. 

4. 请勿试图逃出电梯，除非在紧急救援人员的指示下。 

5. 请勿强行扒电梯门。 

6. 请勿自行从电梯天窗外爬。 

7. 在任何情况下，每个电梯轿厢都有紧急停止功能。 

 

发现电梯故障时 

1. 若听见电梯响铃，请采取如下步聚（所有校园电梯都配备有急救电话）。 

a. 立即拨打 911，报告知电梯所在的建筑和楼层。并明确以下的信息： 

i. 建筑名称 

ii. 建筑内的位置 

iii. 电梯停止楼层 

iv. 是否需要紧急医疗 

2. 请令故障电梯乘坐者保持冷静，等待警救方到达。 

3. 请勿强行扒开电梯门。 

 

紧急状况发生时，禁止使用电梯逃生。



火灾 

 

请熟悉建筑里所有灭火器、拉式火警箱的使用和出口的位置。 

 

若发现火情 

1. 拉响最近的火警报警器。 

2. 当撤离建筑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紧闭周围门窗。 

3. 自己的生命安全第一位，再协助别人。 

4. 禁止使用电梯。 

5. 安全撤离后，请拨打校园公共安全部门(Truman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电话 

660-665-5621 或当地警局 911。 

6. 提供以下信息： 

7. 火情发生的具体建筑。 

8. 火情形势和火情原因。 

9. 本人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10. 禁止返回建筑直到学校警方或官方的邮件或短信（TruAlert) 证明警报已解除。 

 

当您在房间时听见火警报警器响起 

1. 开门前，请仔细检查门和门把手的温度，以及门下是否有烟雾。 

2. 若无明显烟雾和火情，缓慢开门，再次检查烟雾情形。 

3. 若无以上描述情形，从最近的出口和楼梯逃生。 

4. 谨记随身携带办公室或房间钥匙以便再次返回。 

5. 协助老弱病残逃离建筑。禁止使用电梯。 

6. 身体残疾人员请务必先在楼梯避难，拨打 911 等待救援。任何楼梯间都可以成为避

难所。确保别人清楚您的位置。 

 

若被困于房间/建筑 

1. 保持冷静，切勿慌张。 



2. 若所有出口及楼梯被封锁，到最近的房间并且关闭门窗。 

3. 将湿毛巾放置门缝可阻挡烟雾溢出。 

4. 将衣物或明显物体置于窗外用于发送求救信号。保持窗户关闭。 

5. 将口鼻用湿毛巾或衣物裹住以减少烟雾吸入。 

6. 将可用容器盛水备用。 

7. 若烟雾在等待救援时已进入房间，将头置于与地面少于 8-12 英尺的位置以减少中

毒风险。 

8. 间断性呼喊救援以提示被困方位。 

9. 拨打校园公共安全部门 660-665-5621 或 911 报警，明确提示被困方位以及逃生通

道全部封锁情况。尽可能保持冷静以及等待救援。 

 

灭火器使用方法： 

1. 评估火情是否可用灭火器控制。 

2. 了解熟悉灭火器的安置方位。 

3. 使用适当方法以消除较小火情，列如 P.A.S.S. 法。 

4. 使用 P.A.S.S. 法来处理较小的火情： 

Pull 拉动锁环：根据标签指示，拉开安全栓。      

Aim 喷向火情处：将喷嘴对准火源底部。  

Squeeze 用力按压把手处：按压灭火器的引发擎。  

Sweep 扫射动作：使用扫射动作直接向火源喷射。  



危险／有害化学物质泄露 

 

        对特定情况的保护措施的选择取决于许多因素。某些情况下，疏散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在另一些情况下，庇护所可能是最好的行动方式。有时，这两种方式可以组合使用。信息

和指示会在撤离或避难时提供。 

 

只有经过培训和授权的人员才能对危险物品事件作出反应。 

 

危险物品事故 

1. 立即通知周围的人，远离危险物品。  

2. 把门关闭并将危险现场隔离。 

3. 禁止进入或接触任何泄漏的物质。 

4. 尽量不要吸入漏出的气体或烟雾。离开时，用一块湿布盖住嘴巴。 

5. 如皮肤或眼睛沾染危险物品，立即使用安全淋浴或去往洗眼站清洗。 

6. 拨打校园公共安全部门 660-665-5621(Truman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或拨打 

911 向当地警方报警。 

强调以下的信息： 

- 泄漏发生的建筑名称，地点，楼层，和房间号码。 

- 任何受伤或医疗紧急情况 

- 泄漏类型详情 

7. 通知监督人和建筑的行政管理员。 

8. 把泄漏事件填进安全数据表 (Safety Data Sheet)。 

 

禁止回到泄漏的区域，直到校园公共安全部门 （Truman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清

理并确认了区域的安全。 

 

化学污染 



1. 在安全的环境中，立即脱掉所有沾染的衣服。用大量的水冲洗与皮肤接触的部位。

另一个人拨打急救中心电话。 

2. 确保伤害者被协助送往淋浴，洗眼站或急救中心。 

3. 继续用大量的水冲洗伤口，至少清洗 15 分钟左右，直到急救医务人员确认安全。 

4. 拨打 911 进行医疗和评估，如可能的话，协带相应的安全数据表。 

  



健康/医疗紧急情况 

 

        有进行外勤或者指定区域以外活动的部门必须制定好面对紧急医疗状况时的应对策略。

在实行外勤工作时，准备方案内必须包括联系医疗急救人员的安排。 

 

人身安全应急措施 

1. 在校内如遇到任何严重的损伤或疾病，应立即报警，可以拨打校园公共安全部门 

660-665-5621 或 911，中途不要挂断，耐心等待直到急救部门人员接通。 

2. 打电话时，伤员和报警的相关人员尽量待在一起，确保向接线员提供以下信息： 

● 估计受害者的年龄、性别，如不确定年龄 

● 受害者所在地点 

● 事故的大致情况，以及当事人是否清醒或还有呼吸 

● 任何其他相关信息，例如事故起因或者受害者的医疗史 

3.         保持受害者处在稳定且舒适的状况下，直到医护人员到达。不要随意转移伤员。 

4.         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够提供急救措施或者人工呼吸。一旦开始进行人工呼吸，必须坚

持做完，并和受害者一起等待医疗人员到达。 

5.          校园公共安全部门(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Safety) 在巡逻车内备有自动体外除颤 

器。除此以外，自动体外除颤器在校内各个区域也有布置（具体可查看各栋楼的紧急疏散

地图）。除颤器可供非专业人士使用。专业医疗人员抵达后，应待在原地并立即告知专业

人员你所了解的有关受害者的任何具体信息。 

 

  



恶劣天气 

 

        所有雷雨天气均存在危险， 以下的情形是国家气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确认

的雷雨严重性如果： 

● 冰雹至少四分之三英寸直径 

● 风速每小时 58 英里或更强 

● 产生龙卷风 

 

        雷雨天气在一年中在任何时候都可发生，但多发于较为温暖的月份。雷雨的雷击比其

他恶劣天气造成的伤害更严重。 

 

        当雷雨发生时，了解好天气情况。如果有可用的便携式收音机，请收听当地区发出的

警告。 以下是将会播放的雷雨警告： 

雷雨预报：严重雷雨可能在该地区发生。雷雨预报旨在提示雷雨可能发生，而不应与警告

混淆。 

雷雨警告：严重雷雨已在该地区发生。警告预示着风暴路径中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直接危

险。 

 

雷雨预报期间 

1. 专注天气变化。 

2. 若雷雨发生在上午 7:30 到下午 5:00 之间, 校园公共安全部门将会触发校园警报并向

每幢校园建筑发送警告。 

3. 若国家气象局宣布龙卷风警告， 校园公共安全部门会将相关的(TruAlert)信息发给

所有校园的成员。当地警察局长将会做出龙卷风警报决定。 

 

雷雨警告期间 

1. 请务走到室外，远离所有窗户、水龙头、水槽和浴缸。 

2. 在建筑物的安全疏散地图上，按照蓝色指示找庇护所。 



3.  禁止用建筑的顶楼或带有窗户的地方庇护。使用走廊内部、楼梯间、洗手间、或

其他无窗户和玻璃的地方庇护。 

4. 避免在玻璃包围的地区或没有支撑的屋顶。 

5. 保持在室内， 直到警告停止。 

  



就地避难 

        当紧急事件发生时，当下找安全的地方避难，而勿逃生。就地避难可保护学生们、教

职员工以及学校探访客人，保留在教室、办公室、宿舍或其他指定地点。 

        外部危害如工业或航空污染、警察、火灾、公共卫生事件或暴力事件，在室内避难是

最安全的选择。 

        在遇到下列情况时，请当下找最近的避难所： 

1. 听见户外警笛声； 

2. 急救人员指示。 

 

就地避难指示 

1. 若听见龙卷风警报，立即到以下描述的建筑最安全的地方避难。 

a. 到建筑物的最低层， 建筑物中地下室或隧道最佳。远离玻璃的地方，准备面向墙

壁跪下并用双手护住头部。 

b. 为有特殊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c. 利用所有可能渠道（通过学校警方短信(TruAlert) 、收音机等），尽可能获取灾害

即时信息。 

2. 若因危险物品事故庇护， 请按照以下的指示： 

a. 关闭所有门窗。 

b. 禁止向外逃或驾驶，除非被警方指示。 

c. 为有特殊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d. 利用所有可能渠道（通过学校警方短信(TruAlert) 、收音机、等）， 尽可能获取灾

害即时信息。 

e. 请勿逃离直到警方指示。 

3. 若在校园里遇到枪击、侵入者或民事滋扰，如不能逃离，请立即到建筑最安全的地

方避难。 

a. 务必躲在可锁上的房间，若门不能锁，用任何方式把门挡住。 

b. 房间应该对任何外面人有限视性。 

c. 建设路障。 



d. 到达安全的地方和为此自我安全后，尽量获取澄清信息(TruAlert)。 

 

民事示威/抗议 

● 大多数活动都是非暴力的。 

● 若抗议者进入建筑时，请勿反抗，任其进入，然后拨打 911 报警（校内电话请拨打

9-911）。 

● 尽量表现正常。 

● 若示威人群庞大耳声音过于喧哗，视各院系情况而定，可随意关闭办公室门窗。 

● 若有必要逃离，请听从警方的指示。 

  



美国残疾人紧急疏散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美国残疾人法案, American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 当中提出公共设施应给予身心

障碍人士与其他人相同的服务。杜鲁门州立大学会负责保障所有建筑物都符合 ADA 的标

准。事态紧急时，当务之急是确保无障碍设施能够帮助到残疾人士。火灾警报系统装备了 

ADA 认证的闪光灯，用以警示听觉障碍人士。建筑物内的人们也应该确认彼此都理解疏

散规则与顺序，以及在危急时尽可能地支援残疾人士。 

        各教学楼内的救援协助地区已被标注在出入口与楼梯间展示的紧急逃生地图上。 

详情请见以下地点： 

 

Barnett - 二楼，位于西南方的楼梯间。 

 

Pershing/HES - HES 二楼，位于东方的楼梯间。 

 

Ophelia Parrish (OP) - 二楼与三楼，位于东方的楼梯间。 

 

McClain - 二楼与三楼，位于北方的楼梯间。 

 

Violette Hall - 二楼，位于北方以及南方的楼梯间。 

 

Magruder - 三楼，位于西南方的楼梯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