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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校划分的大型公共汽车雪天停靠站点：表格  

 

附表列出了乘用一般公交服务的您的 PPS 学校停站网点，可能附有

备用的雪天公车停靠站点的路线（假如雪天公车停靠站点需要的

话）。有些学校停站网点没有设有一般公共汽车服务或者不需要雪天

路线 . 

 

如果您听到通知说 ,PPS 即将运行“雪天路线”应急机制，则请使用下

表确定您是否需要使用备用的雪天车辆停靠站点以及您的路线是否将

要按照雪天模式来运行。 

 

如果您在该表的常规公交车停靠站点说明栏中看到了您的常规车辆停

靠站点地址，则请审查雨雪天气公交车停靠站点说明的地址详情，从

而确定您在 PPS 运行“雪天路线”应急机制时，您是否有可用的备用雪

天停靠站点。车辆班次时间有意未被列于此类表格中，因为它们会频

繁地变更。  

 

如果您有雪天公交车停靠站点，则请在 PPS 网站上确认您的雪天公

交车辆车次时间。这些车次时间会频繁地变更。 
http://www.pps.net/bus  

 

如果您没有“雪天路线”，则请使用您的常规路线和车辆停靠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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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针对PPS 的普通公交车路线和停靠站之

恶劣天气信息  

收信人：使用校车服务的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发件人：Portland 公立学校 (PPS) 学生交通办公室。  

关于：2016-2017 学年的公交车服务的雨雪天气停靠站点信息  
 

此文件是用来说明，学区将如何在恶劣天气期间做应对，以及您

的大型的的公交车服务可能如何受到下雪、结冰或其他不利天气

条件的影响。 
 

使用小型公交车的特殊教育学生或特殊交通服务，将由您的司机

直接通知。应对 SE（东南区） 服务的恶劣天气的信息也可在此

处获取。http://www.pps.net/Page/2237  
 

并不是所有的公共汽车路线在恶劣天气期间都要用备用的雪天车

辆停靠站点。此文件将帮助您确定您要乘坐的的公共汽车是否要

按照雪天路线行驶以及您是否有备用的雪天车辆停靠站点。此文

件还将提供关于寻找PPS 恶劣天气的媒体消息和相关程序的信

息。 
 

更新后的雪天路线、站点以及车次时间，还有更新后的常规路

线、站点和车次时间均可在此处找到：http://www.pps.net/bus  
 

重大变更. 雪天路线可能设定在上午或下午运行、或者上下午都会

运行，具体情况取决于路况或天气预报。请密切关注一天当中另

外发布的学区公告以了解变更信息。 在首次呼叫后做出的学区决

定将更新至相同的媒体。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给我们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 .   
 

此致 , 

Teri Brady，学生交通主任 
 

学生接送  

716 N.E. Marine Drive • Portland, OR 97211 

503-916-6901 • 传真: 503-916-2707 

transportation@pps.net 

http://www.pps.net/Page/2237
http://www.pps.net/bus
mailto:transportation@pp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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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land 公立学校承认所有个人和群体及其在社会上所扮演角色之多样性和价值. 所有个人

和群体在所有活动、项目和运营中都应得到公平对待，无须考虑到年龄、肤色、信仰、残

疾、婚姻状况、国籍、种族宗教信仰、性别或性取向。 

教育委员会政策 1.80.02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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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更。雨雪天气路线和备用车辆停靠地点将在上午或下午通

过电话告知，或分两次通过电话告知，具体都取决于路况或天气

预报。请密切关注一天当中另外发布的学区公告以了解变更信

息。 在首次呼叫后做出的学区决定将更新至相同的媒体。  

 雨雪天气路线公告将伴随着推迟上课的通知出现，同时也会告

知正常上学时间或提早放学的安排。  

 恶劣天气条件期间，学生们必须在与马路保持安全距离的地点

等待公共汽车。  

 在紧急雨雪天气期间，因为恶劣天气导致的交通延误，可能无

法实现精确的站点停靠时间。 在这样的天气里，家长们必须决

定何时或是否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公共汽车停靠地点。家长们应

确保孩子们在这样的天气里穿着合适的衣服。  

 家长应指导他们的孩子安全行走以及等待的程序。  

 家长为孩子在公共汽车停靠站点的安全负责。  

 我们鼓励家长就恶劣天气条件下是否送他们的孩子去上学独立

做出决定，尤其是学前班和上小学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遇到

公共汽车延迟、更长的通勤时间或个人内心担忧的问题。  

 如果 PPS 在您的学校出现计划推迟上课时间的某天给您打电

话告知上课时间推迟 2 小时，您的学校将比正常的上课响铃时

间晚 2 小时开始上课——而不是比您推迟的上课时间晚 2 小

时。 例如，如果正常上课响铃时间是上午 8:00，您安排的推

迟开始上课时间为上午 10:00，而学区通过电话告知您因为恶

劣天气开始上课时间推迟 2 小时，则学校将在上午 10:00 开始

上课。                                                                   

 公共汽车通过无线电调度，并配有可适应所有天气的轮胎和防

滑链公共汽车司机经过培训，他们知晓根据不断变化的天气条

件何时需要使用轮胎防滑链。  

 

如果您有关于 PPS 学生交通程序、更新、雨雪天气路线或雨雪天

气车辆停靠站点的问题，请联系学生交通部门，电话：503-916-

6901，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ransportation@pps.net。  

 
 
 
 
 

mailto:transportation@pp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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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劣天气通知与相关程序  

获取紧急新闻——快速  

PPS 天气相关停课或延迟公告将通过很多新闻渠道发布。 PPS 努

力将紧急新闻迅速有效地送至各个家庭。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  

 自动化电话呼叫：使用英语和支持的语言拨打您的学生的注册

表上列出的主要电话号码。您可以通过告知您的学校秘书来更

改此电话号码。  

 在线发帖：在 www.pps.net 和所有学校网站的“警报栏”中  

 Twitter：请关注 PPSConnect 了解紧急和其他学区新闻  

 Facebook：请在 www.facebook.com/pps.homepage 给我们点赞  

 短信：请编辑短信 YES 发送至 68453 完成学校短信消息系统

的短信报名  

 PPS 不再使用 Flash Alert。  

 

如果周围学区推迟上课时间或停课，在 PPS 正常上课的情况下，

通常媒体将不会显示消息。 如果社区开始质疑 PPS的当前状况，

这可能引发问题。电视和广播站将发布公告；请勿给行政管理办

公室打电话。  

 

请密切关注一天当中另外发布的学区公告以了解变更信息 在首次

呼叫后做出的学区决定将更新至相同的媒体。  

 

恶劣天气信息  
 

每辆公交车的停靠站点和路线已经经过了审查，从而确定是否需

要用备用的雨雪天气车辆停靠站点或雪天路线的措施，以确保学

生和公众的安全。在某些情况下，雨雪天气路线可能会有逆向改

变或针对下雪天气修改行车班次时间。请在此处确认您更新后的

雪天路线和车次时间，以及更新后的常规路线、停靠站点和车次

时间：   
https://apps.pps.net/Transportation/BusSchedule/Snow  
 

在恶劣天气条件期间，安全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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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S 恶劣天气响应方案  
正常上课时间（配有雨雪天气路线）  

  媒体消息  规定的消息  

1a PPS 正常上课。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特定学校  

 学生在正常时间到校报到  

 所有 PPS 建筑物开放  

 雨雪天气路线上特定学校的公共汽车服务。 

 在不提供交通的情况下，开展放学后和扩展日间项目。 

1b PPS 正常上课。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所有公共

汽车。  

 学生在正常时间到校报到  

 所有 PPS 建筑物开放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所有公共汽车。  

 在不提供交通的情况下，开展放学后和扩展日间项目。  

上课时间推迟 2 小时  

  媒体消息  规定的消息  

2a 
  
  
  
  
  
 2b 
  
  

PPS 特定学校推迟 2 小时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所有公共

汽车。 . 

  

或   

所有 PPS 推迟 2 小时。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所有公共

汽车。 . 

 在特定学校或所有学校上学的学生比正常上课时间推迟两 (2) 小时到校

报到。  

 所有 PPS 建筑物开放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所有公共汽车  

 上课前照顾孩子的送达服务取消。  

 上午学前班取消  

 SUN 学校上午课程取消。  

 下午半天和中午课程正常开展，但不提供前往学校的交通。  

 在不提供交通的情况下，上课学校开展放学后和扩展日间项目。  

2c 
  
  
  
  
2d 

PPS 特定学校推迟 2 小

时。   

或  
  

所有 PPS 推迟 2 小时  

 在特定学校或所有学校上学的学生比正常上课时间推迟两 (2) 小时到校

报到。  

 所有 PPS 建筑物开放  

 上课前照顾孩子的送达服务取消  

 SUN 学校上午课程取消。  

 上午学前班取消。  

 下午半天和中午课程正常开展，但不提供前往学校的交通。  

 在不提供交通的情况下，开展放学后和扩展日间项目。  

停课  

  媒体消息  规定的消息  

3a PPS 特定学校停课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所有公共

汽车  

 特定学校的学生留在家里  

 特定学校建筑物关闭。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所有公共汽车。  

 在不提供交通的情况下，上课学校开展放学后和扩展日间项目。  

3b PPS 特定学校停课   特定学校的学生留在家里  

 特定学校建筑物关闭。  

 雨雪天气路线上的所有公共汽车。  

3c PPS 学校停课。  

办公室开放。  

 所有学生留在家里  

 所有学校建筑物关闭  

 中心办公室开放。  

 食堂开放。  

 交通开放。  

3d 所有 PPS 停课   所有学生留在家里。  

 所有学校建筑物关闭  

 办公室关闭。  

夜间活动取消。  

  媒体消息  规定的消息  

4 PPS 夜间活动取消。   在 PPS 设施进行的所有夜间活动和培训取消。  

 在 Benson 校区开设的所有夜间课程取消。  

https://apps.pps.net/Transportation/BusSchedule/Sn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