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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病媒蚊知識壹

病媒蚊防治貳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參

社區防護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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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斑家蚊

白線家蚊 埃及斑蚊

白腹叢蚊

地下家蚊

熱帶家蚊

中華瘧蚊

壹、病媒蚊知識
蟲媒傳染病簡介2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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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蚊一生可產卵高達6次，交配時間約為20秒
蚊子每年造成七億多人感染疾病

大小約1公分

1 羽化1天後即可交配，雌蚊一生只交配一次

2 雌蚊壽命約為一個月，雄蚊壽命約為一星期

3 空腹體重約2毫克

4

5

6

不干擾情況下，雌蚊吸血吸到飽約2分鐘，雌蚊每次吸飽血量
約為5微升(雌蚊吸飽血的重量是它自身重量的三倍約六毫克)

飛行時翅膀振動每秒300至-600次，飛行速度每小時約2公里，飛行
距離長達3公里(瘧蚊)，短則100公尺(斑蚊)，單次飛行可持續4分鐘

壹、病媒蚊知識
蟲媒傳染病簡介2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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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地下家蚊

三斑家蚊

白腹叢蚊

中華瘧蚊

地下家蚊

熱帶家蚊

地下家蚊

矮小瘧蚊

壹、病媒蚊知識
蟲媒傳染病簡介2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晚上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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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蟲媒傳染病簡介2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2. 什麼是「孳生源」

1. 什麼是「病媒蚊」

Ans：會傳播疾病的蚊子

Ans：任何積水、病媒蚊能夠產卵衍生後代的
容器，如積水容器、花盆底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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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帶著病原的蚊子隨著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範圍擴大，
已大幅擴散其分布
全球有100個國家發生登革熱，約有25億人生活在登革
熱風險區，每年約有5千萬至1億人罹患登革熱，其中
25-50萬名病例屬於登革重症個案
台灣每年發生規模不等的本土疫情

登革熱
分布區域

壹、病媒蚊知識

蟲媒傳染病簡介2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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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蟲媒傳染病簡介2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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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蟲媒傳染病簡介2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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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剛孵化出來的蚊子，多是健康的，且不太帶登革熱病毒的

(病毒血症期)

病媒蚊概述1 蟲媒傳染病簡介2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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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帶病的蚊子而傳染

2.傳播病的蚊子皆為
白線斑蚊及埃及斑蚊

屈公病
(曲躬)

茲卡病毒

登革熱
(斷骨熱)

中型登革熱

小型登革熱

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蟲媒傳染病簡介2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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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俗稱「天狗熱」或「斷骨熱」，由蚊子叮咬而感染

主要傳播媒介：埃及斑蚊、白線斑蚊

潛伏期約為3-8天，最長可達14天

主要症狀是發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
骨頭痛、出疹或噁心、嘔吐等

有少數病例出現神經系統或免疫系統併發症

目前沒有任何疫苗可以預防

病媒蚊概述1 蟲媒傳染病簡介2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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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屈公病是由屈公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

人類主要是被帶有屈公病毒的蚊子叮咬後得病

主要傳播媒介：埃及斑蚊、白線斑蚊

潛伏期為2-12天，一般為3-7天

發病症狀初期與登革熱類似，主要症狀為發燒、頭痛、
疲倦、關節痛或關節炎、肌痛及下背痛，半數病患會出
現皮疹約持續3-7天，並引起關節後遺症

與登革熱不同處，有些個案關節會痛到無法行動，持續
數周或數月，而典型登熱熱不會出現長期關節痛

病媒蚊概述1 蟲媒傳染病簡介2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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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茲卡病毒為黃病毒的一種，主要是經由蚊子叮咬傳播

主要傳播媒介：埃及斑蚊、白線斑蚊

潛伏期約為3-7天，最長可達12天

發病症狀與登革熱相似但較輕微，故常被誤認為登革熱，
典型症狀是發燒、紅疹、關節痛、關節炎、非化膿性或
充血性結膜炎，持續約2-7天

有少數病例出現神經系統或免疫系統併發症

病媒蚊概述1 蟲媒傳染病簡介2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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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疾病管制署網站宣導素材，2015年

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蟲媒傳染病簡介2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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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蟲媒傳染病簡介2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

名稱 症狀

典型登革熱
(DF)

發燒≧攝氏38度C且伴隨兩種以上症狀
(頭痛、後眼窩痛、肌肉痛、關節痛、出疹、噁心、出
血性癥候、白血球減少)

登革出血熱
(重症登革熱)

(DHF)
發燒≧攝氏38oC+出血現象+血小板減少+微血管滲透

登革熱由病毒引起，主要共有四型，感染後可獲得同型免疫，
但若屬不同型別，不但不具有免疫力，而且可能發生更嚴重的
登革出血熱(重症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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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孵化

(約2-4天) (約5-10天)

卵 幼蟲 蛹
成蛹

產卵

♂

成蟲(雄)
壽命15天

♀

成蟲(雌)
壽命14天

白線斑蚊

成蟲(雌)
壽命30天

♀
埃及斑蚊

成蟲(雄)
壽命15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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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剛產下的卵為白色，後轉為暗黑色，斑蚊的卵甚小，
一般約為0.5毫米長、0.2毫米寬，大多呈橢圓形
斑蚊之卵具硬殼，耐旱最長可達半年至1年，當卵碰
到水，蟲卵會在幾分鐘內孵化
斑蚊產卵於水面上之植物或容器邊壁的水面上約1-2
公分，並分散將卵產於不同積水容器

產卵於容器邊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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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影片來源：環保署培訓說明會-病媒蚊介紹、預防與防治，白秀華，徐爾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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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下可見埃及斑
蚊孑孓胸部有勾毛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幼蟲俗稱孑孓，生活於水中，無足，以水中的微生
物、有機顆粒等為食物，分為四齡

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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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斑蚊(1-2天) 白線斑蚊(2-3天)

蛹之外型似逗點，四齡幼蟲蛻皮後變為蛹，蛹不取食，
當蛹受驚擾時，可上下活動，潛水或游泳

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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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蛹

孑孓

影片來源：環保署培訓說明會-病媒蚊介紹、預防與防治，白秀華，徐爾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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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小，分頭、胸、腹三部分，頭部具一對大眼、一
對觸角及一長口器，觸角細長為第二性徵，雌蚊觸
角毛疏而短，雄蟲毛密而長

雌蚊
具絲狀觸角

雄蚊
具羽毛狀觸角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 ♂

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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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項目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成蟲棲息
習性

戶外
孳生地附近植物或暗處

室內
深色窗簾、傢俱及其他黑暗處所

適合溫度 較不怕低溫 怕冷，在18度C以下喪失感染性

分布範圍 全臺皆有 嘉義布袋(北回歸線)以南地區

吸血習性 警覺性低，不易受驚動 警覺性高，易受驚動

疾病傳播
人數 傳播速度慢，只傳給1人 傳播速度快，可傳4-6人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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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斑蚊在白天吸血，早上9-10時及下午4-5時是吸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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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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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病媒蚊知識
病媒蚊概述1 病媒蚊生態與習性3蟲媒傳染病簡介2

1.何時被叮咬? (白天或晚上)
2.在何地被叮咬? (室內或戶外)
3.是否有觀察到蚊子的特色? (具黑白斑紋或咖啡色)

熱帶家蚊

♀ ♂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腳為黑白
斑紋

腳為咖
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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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可能造成積水之容器、孔洞或凹槽處

捕集到孑孓

塑膠鞋、保麗龍、空罐頭
內有積水並已孳生孑孓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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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9uMt1vlwks&list=PL
4WyPywpZcaOYD-Uuj3E8a0DyatQRzMXa&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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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影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蟲媒傳染病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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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影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蟲媒傳染病實驗室



32影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蟲媒傳染病實驗室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33影片來源：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蟲媒傳染病實驗室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34

保齡球 洗臉盆

旗桿座 紙容器

工廠用容器 竹林(筒)

萬年青積水 紐澤西護欄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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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棚

花盆底盤廢棄家俱

好神拖管線基座 水箱

三角錐輪胎 運動公園水溝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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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園帆布 天然植栽積水

澆水器 天然樹洞

保麗龍、水桶 大型儲水桶

水缸 農園坑洞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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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巡」─經常巡檢，檢查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容器
 「倒」─倒掉積水
 「清」─減少容器，不要的器物予以清除或資源回收
 「刷」─ 去除蟲卵，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潔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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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換水一次，換水時並刷洗容器內部，以去除蟲卵

或將水草(水苔)、小石頭、泥土或彩色的膠質物置入容器，
並注意水面不可超過石頭或膠質物表面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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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使用時倒置或清除

使用時，需加蓋或細砂網密封

若因特殊需要無法密封時，可飼養食蚊魚

(孔雀魚、大肚魚、蓋斑鬥魚)，並放置水生植物

孔雀魚

傾到積水時不可倒入水溝中，應倒於陽光曝曬下地面較適宜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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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以不使用為原則，例如花盆底盤

戶內可放置水草(水苔)、細沙等吸水物
質

如空屋空戶的水塔、冷卻水塔、馬桶等

應加蓋或定期檢查，並以不積水為原則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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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隨意堆積或亂丟廢棄容器於戶外，無法處理之大
型廢棄物應交由清潔隊清運

常見廢棄容器包括飲料罐、便當盒、臉盆、水族箱、
浴缸及廢輪胎等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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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留下可能積水之凹槽、坑洞或低窪處，例如庭
院造景時，流水的四周勿留積水的水窟

竹子造型之水泥欄杆，勿留竹洞；水表應加蓋密封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43

樹洞可以填土並種植植物以防泥土流失

竹筒可在竹節處砍斷，或於底部鑽動，
防止竹筒積水

可於集水井或於陰井上方加設細紗網，
避免蚊子飛入產卵，或定期施放殺幼蟲
劑，避免孳生病媒蚊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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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抽水機抽乾地下室積水，並且尋找漏水原因加以修補

如無法永久性阻絕積水問題，可將其列管並定期追蹤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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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屋簷排水溝、天溝管道阻塞或積水後，應找出阻塞或
積水之原因並加以改善

如係落葉或雜物堵塞排水管路，可定期清理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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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有底盤 輪胎未挖洞

沒底盤

容器正放

容器倒放 輪胎有挖洞

沒蓋子

有蓋子

積水容器或家戶之水盆建議至少 7日 換一次水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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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環境管理1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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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孳生源

清除為主

環境用藥

是最後手段
衛生及環保機關
病媒防治業者

民眾/家戶
村里/社區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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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皂水
洗衣粉

1元硬
幣放水

盆漂白
水

沙拉
油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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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維生素
B群

中藥包
驅蚊

麻油 投鹽或
稀釋海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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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油

天然防蚊中藥包 維生素B群加水

防蚊液(含DEET敵避)防蚊液(不含DEET敵避)

天然防蚊中藥包
丁香、艾葉、白
芷、蘇葉、薄荷
石蒼蒲、藿香及
金銀花各10克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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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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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54

購買場所：超商、量販店、雜貨店等處

名稱 使用注意事項

殺蚊蟲產品

1. 噴灑前，人、畜先撤離，食具、魚缸加蓋
2. 著長袖衣物，由內而外倒退著噴
3. 噴完後，緊閉門窗，洗手漱口，三十分鐘後打

開門窗通風，並清掃蟲屍
4. 切記勿對火噴，以免引起火災
5. 切記勿對人體、食物及常接觸處噴灑
6. 孩童切勿動手噴灑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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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場所：超商、量販店、雜貨店等處

名稱 使用注意事項

蚊香劑 電蚊香劑

1. 家中有老人、幼童或患有呼吸道疾
病者則少用

2. 注意蚊香周圍之易燃物，小心引起
火災

3. 勿讓孩童觸摸電蚊香之發熱板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56

購買場所：超商、量販店、雜貨店等處

名稱 選購注意事項 使用方式

1. 由環保署所核准登記，許可
證字號為「環署衛製字第○
○ ○號」、 「環署衛輸字第
○ ○ ○號」

2. 選購時應詳閱產品標示內容

直接噴灑於紗窗
紗門、帳篷

預防蚊子隨人進
入一般環境用藥防

蚊產品（如歐護）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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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方式：請依據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網路查詢系統
查詢具有販賣業許可執照之廠商

幼
蟲
化
蛹

羽
化

少劑量即有效，對孑孓(蚊幼蟲)
有效，對其他非目標生物(昆蟲
或水生生物)低毒性較無影響

防止孑孓(幼蟲)化蛹及羽化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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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dc.epa.gov.tw/EVagents/EVSecurity/EVIndex.aspx
http://mdc.epa.gov.tw/PublicInfo (左圖)

環境用藥安全使用網站 (右圖)

環境用藥許可證照 (左圖)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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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環境用藥許可證照及病媒防
治業網路查詢系統」

 勾選「防治性能」→「孑孓、蚊子、
家蚊、白線斑蚊、埃及斑蚊」

 「環藥品類」→勾選「一般環境用
藥」

 「環藥種類」→勾選「環境衛生用
藥」或「環境用藥微生物製劑」

 按下「開始查詢」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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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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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署

衛生福利部

含Picaridin派卡瑞丁之
防蚊產品

許可證字號為 「環署衛輸
字第○ ○ ○號」

含DEET敵避之防蚊產品

許可證字號為「衛署藥製
字第○ ○ ○號、環署衛

製字第○ ○ ○號」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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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穿著淺色長袖衣褲
2.裸露皮膚正確使用防蚊液
3.善用捕蚊燈/電蚊拍

1. 確實加裝紗窗/紗門/紗窗
2.水池飼養大肚魚或孔雀魚
3.主動清除孳生源
4.預防性投藥-環境用藥

(百利普芬、蘇力菌)

個人
3防護

居家
4作為

孳生源清除為主 化學防治為輔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生物與法規防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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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生物防治與法規3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影片來源：環保署培訓說明會-病媒蚊介紹、預防與防治，白秀華，徐爾烈，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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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影片來源：環保署培訓說明會-病媒蚊介紹、預防與防治，白秀華，徐爾烈，2016

環境管理1 生物防治與法規3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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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病媒蚊防治

1、施用
殺蟲劑

3、把容
器加蓋

4、將不用
容器倒置

5、水池內飼
養魚類捕食幼
蟲(孑孓)

2、清除
積水容器

環境管理1 生物防治與法規3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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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室內病媒孳生源之公、
私場所，其管理人撲滅蚊及其他病媒

違反
罰緩 「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

傳染病防治法第三十八條

傳染病發生時，如拒絕、規避或妨礙
防疫工作(如實施孳生源查核等)

違反
罰緩 「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生物防治與法規3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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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廢棄物，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
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髒亂點)

違反
罰緩 「處新臺幣一千兩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其他公告之污染環
境行為(例如：積水容器、孳生孑孓)

違反
罰緩 「處新臺幣一千兩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一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二十七條

貳、病媒蚊防治
環境管理1 生物防治與法規3環境用藥與個人防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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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參與技巧2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 社區範疇(防治面積與戶數)
• 社區型態

– 建築物樣態(透天厝、公寓或大樓等)
– 水域環境(排水溝渠、屋頂排水管等)
– 土地利用與管理(空屋、空地、騎樓、防火巷、建築工地、

農園等)
– 綠美化與植栽(巷道、騎樓、頂樓等)
– 高危點場所
(市場、醫院、學校、公園、有機農園等)

• 病媒蚊幼成蟲密度
• 藥劑種類與噴撒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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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參與技巧2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新北市發生狀況
106年鶯歌區、107年新莊區、108年中和
區與樹林區、109年三峽區以農園、登山步
道、營建工地、市場、學校等為群聚感染主
要發生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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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參與技巧2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學習內容與目標
1.社區風險溝通與社區參與技巧

• 瞭解社區居民的生活習慣
• 學習與社區居民風險溝通技能

2.居民行為改變與宣導方式
• 學習改善社區的生活條件
• 學習各類宣導方式

3.個人與建築物防護技術
• 學習個人預防蟲媒傳染病的方法
• 學習社區建築物防堵病媒入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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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參與技巧2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 需要賦以社區民眾權力，讓他們貢獻於社區來
改善他們的環境狀況，而少依賴衛生部門等外
部服務

• 為了防治登革熱病媒必須清理屋頂的排水槽，應該是「住家」
責任，而不是衛生部門

• 因此，必須“授權” 民眾或住戶進行，不只是要他們了解有
關的風險;且了解在何時何地需採取自我保護和病媒防治行動

• 賦權意味著民眾需要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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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參與技巧2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1.巡倒清刷大家一起來
2.環境管理：填土(砂)

戶外樹洞或水坑填土或砂，可防止積水避免蚊蟲
孳生

3.環境管理：廢輪胎填土或挖洞
4.積水容器或排煙管加紗網/密蓋：大型積水容器

隨時密蓋或設置紗網，防止雌蚊產卵
5.天溝/排水溝渠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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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參與技巧2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6.樹洞管理：填土或砂
7.通報
–主動巡視社區的排水溝、屋頂(簷)排水溝

(天溝)是否堵塞、不通
–發現社區中有積水處、漏水處或髒亂地點，

主動通報主管機關
8.知識獲取：平時注意政府發佈登革熱病例或

病媒蚊防治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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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參與技巧2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9.知識傳達：將登革熱新聞或防治知識告訴里民、
鄰居、家人或朋友

10.參加里鄰/社區/學校之滅蚊志工隊
11.清理室內外堆置雜物
12.緊急噴藥配合措施-提供含標示產品

–行政院環保署核淮產品
–依標示使用、貯存與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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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參與技巧2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 13.殺幼蟲劑的應用
–胃毒作用(胃毒劑) ：藥劑通過害蟲的口器和消

化道進入蟲體使害蟲中毒死亡。
• 微生物製劑
• 生長調節劑

–接觸作用：長效性配方（乳膏塊、粒劑）放於
水中，使藥劑慢慢溶出，達到長期殺滅效果
• 有機磷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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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 行為改變溝通計畫:登革熱防治是一門科學，
也是一門藝術

風險溝通與教育

教育/宣導方法-電視

社區參與-教育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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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 登革熱流行期間採用之方法，包括:
– 行政動員：成立登革熱疫情中心、建立防疫體系與教育培訓等
– 社區動員：辦理社區鄰里清潔動員活動、評比與座談等
– 擴大衛教宣傳管道：電視、廣播、網路、街頭宣傳、文宣與居家檢

核表等
– 人際溝通與交流：專家顧問團、志工與民眾交流、記者會與市民反

映等
– 設置服務據點：防治中心與專線、Line、醫療團隊、防疫地圖與誘

蚊產卵器(Ovitrap)
• 登革熱疫情的控制，取決於：

– 政府魄力、決策思維、領導能力、
經費支持和完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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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推動項目 措施與做法

(一)要領與策略

1.權責分工(分工清礎充份合作)
2.社會資源(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民間團體、里鄰
長與志工)
3.防治行動與教育宣導結合
4.社區參與(社區組織與動員)
5.活用宣導與行銷策略
6.區里互動座談會
7.召募志工與培訓
8.成立專家顧問團

(二)教育宣導對象

1.一般民眾
2.特定對象
(1)患者(2)家庭主婦(3)醫護療院所(4)學校師生(5)軍人
(6)宗教團體(7)資源回收業者(8)空地、空屋與建築工地管理人
(9)旅遊業與出入境旅客(10)里鄰長(社區理事長)與志工

登革熱風險溝通與教育宣導推動措施與宣導對象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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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推動項目 推動具體內容
(一)資訊與資源工具

1.電化媒體 (1)影片 (2)錄音帶、幻燈片
(3)音樂、歌舞、巡迴展演、社區劇團 (4)網路

2.印刷媒體 (1)新聞稿 (2)手冊、摺頁、海報、紅布條、海報、看板
(3)回函卡/自我檢查表/問卷調查表 (4)手冊或書藉(卡通、繪本)

3.實物樣/標本 (1)活體樣本(2)實體標本
(二)教育宣導管道
1.全國性 電視(新聞報導、名人代言、跑馬燈)

2.全國性兼地方性 (1)有限電視(市長專集) (2)廣播電台 (3)報章、雜誌
(4)學校教育(後曯教育) (5)講(研)習、訓練

3.地方性

(1)家庭訪視 (2)社區志工(夥伴集會、小組會議、蟲蟲特攻隊)
(3)市長臉書、市民反應信箱 (4)通訊或社群軟體/平台
(5)資訊揭露(Open data)
(6)視覺化防疫地圖 (7)參與式研究
(8)里鄰服務據點(含社區廣播)
(9)學校活動(含大專服務隊、防疫小尖兵、教師研習營)
(10)櫥窗展示/特製專集

登革熱資訊與資源應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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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活動項目 措施與作為

1.行政部門動員

1.訂定緊急防治組織架構，成立疫情指揮中心(1~3級開設)與各里前進指揮所
2.市長定期主持全面跨局處防疫會議
3.各局處於流行發生區進行認養
4.建立資源回收管制體系
5.個體戶資源回收物價購與容器減量兌換活動
6.醫療院所查訪與座談
7.辦理新進人員、志工、醫生等教育培訓
8.舉辦公共場所(建築工地等)講習
9.聯合稽察與主動查報

2.社區動員

1.啟動區級防疫動員誓師，辦理一里一日清(環境整頓)工作
2.每月辦理環境清潔日活動
3.每月進行病媒蚊調查、複查(三級複式動員)
4.辦理區里評比競賽
5.定期辦理區里互動座談會
6.公共場所(學校、市場、空地、空屋等)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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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活動項目 措施與作為

3.擴大衛教宣導
管道

1.有線電視進行(1)製作專輯(2)頻道跑馬燈等
2.電台、媒體專訪宣導
3.網路宣導:例如市長臉書、市府官方LINE
4.公共場所架設LED字幕機跑馬燈與電視牆
5.社區定點與機動巡廻廣播(含垃圾車)
6.挨家挨戶發放宣導單張
7.製作高危點場所(醫院、市場、營建工地等)教育宣導短片
8.發放居家自我檢查表

4.人際溝通與
交流

1.成立登革熱專家顧問團
2.社區志工動員與民眾交流
3.開放資料(Open data)與疫情透明化
4.定期召開疫情記者會
5.市民反應與LINE群組
6.應用大數據與地理資訊系統

5.設置服務據點

1.成立登革熱防治中心與專線
2.成立登革熱專責醫療團隊
3.建立LINE(通訊軟體)平台
4.製作視覺化防疫地圖
5.定點設置誘蚊產卵器(Ovi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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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因104年疫情嚴峻與各單位有效預防，105年後本土病例數持續減少
102年-108年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逐年上升，而109年因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數明顯下降

境外移入病例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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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登革熱本土病例發生以「人口稠密區」為主
疫情逐漸往南部以外的縣市蔓延

臺南市
1例

新北市新莊區群聚40例
新北市其他區4例

高雄市
12例

107年
本土登革熱

183例

臺北市
文山區1例
內湖區1例

桃園市
大溪區

1例

臺中市
群聚113例

嘉義縣
2例

彰化縣
8例

新北市鶯歌區5例
新北市土城區1例

高雄市
楠梓區

3例

106年
本土登革熱

10例

桃園市
龜山區

1例

臺南市本土
登革熱31例

新北市本土
登革熱7例

高雄市本土
登革熱58例

108年
本土登革熱100例
本土屈公病21例

臺北市本土
登革熱2例

桃園市本土
登革熱1例

新北市本土
屈公病21例

臺中市本土
登革熱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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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依據疾管署統計
臺灣109年累計73例
登革熱本土病例

50例居住新北市

三峽區37例

蘆洲及林口區各3例

土城及新莊區各2例

板橋、中和及樹林區各1例

新北市
本土登革熱

50例

109年
本土登革熱73例

桃園市
本土登革熱

23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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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及溝通1 社區參與技巧2 109年新北市疫情案例分析3

3/23 臺灣首例境外移入屈公病 3/22高雄市首例境外移入登革熱

臺灣至3月底止，累計境外移入屈公病1例及境外移入登革熱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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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辦理事項 內容說明

1.病媒蚊密度調查複查作業
(19頁)

病媒蚊幼蟲密度調查後所得指數轉換為等級達2級（含）以上者
（具有傳染病傳播風險之虞），應將調查結果通知里長，向其
進行衛教宣導並請里長動員社區民眾主動清除孳生源，衛生所
於1週後進行複查，必要時偕同清潔隊針對戶外無主孳生源進行
清除

2.聯合孳清分工權責(20頁
表4) 病媒蚊孳生源清除(民眾、里長場域權管機關)

3.接獲確診病例執行家戶病
媒蚊孳生源查核(22頁)

1.若孳生源無法立即清除（過多、過大）且非環保單位可清除之
範圍時，應聯絡場域權管機關、里長、管委會協商改善

2.於山區、景點住家附近之天然孳生源（如：樹洞等），應予以
投放殺幼蟲劑（例如，生長調節劑或微生物製劑），並聯絡場
域權管機關、里長協商改善，防杜病媒蚊孳生

4.風險溝通與教育宣導:教
育宣導對象(24-27頁表5)

1.(10)里鄰長（社區理事長）與志工
2.里鄰服務據點（含社區廣播）
3.里鄰登革熱防治行動之參考(表7)

5.社區動員(26-28頁)

1.啟動區級防疫動員誓師，辦理一里一日清（環境整頓）
2.辦理區里評比競賽
3.定期辦理區里互動座談會
4.發放居家檢查表
5.製作視覺化防疫地圖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工作手冊(108年7月10日)黃基森整理



87

肆、社區高風險場所風險評估與溝通技巧
辦理事項 內容說明

6.緊急化學防治滅蚊作業執行方
式-煙霧罐或噴霧罐( 42-46頁)

1.周知里長噴藥作業事宜、時間及張貼緊急防治通知
2.請里長動員社區民眾進行孳生源清除
3.領藥由里鄰長依據衛生所給予名冊協助執行發、收煙霧罐或噴霧罐及
紀錄以了解發放及回收情形，並由衛生所運送藥罐至領取藥罐地點後，
向里鄰長進行確切衛教及說明煙霧罐或噴霧罐用方式，倘遇里鄰長因
故無法配合，則由區公所代里鄰長執行

4.請民眾於領取藥罐地點領罐後自行噴藥，並在期限內將空罐繳回指定
回收地點(里鄰長、衛生所可逕行協定地點與時間區間)

7.化學防治藥劑購置及噴藥原則:
噴藥(47頁)

實施消毒作業前應知會消毒地區之里長或其代理人，告知擬消毒之區
域範圍及時間，並針對現場之情形；施作完畢後，應請該施作區之里
長或其代理人簽名

8.公權力執行:傳染病防治第 38 
條傳染病發生時(56頁) 進入公私場所---得要求村（里）長或鄰長在場

9.執行傳染病防治法第 38 條之
通知方式(63頁)

不在戶
(1)得作送達通知書 2 份，1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
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1份交由鄰居或村里（鄰）長轉交，或置於該
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2)為順利進入執行防疫工作，應於事前通知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到場，
必要時得要求村里（鄰）長、鎖匠在場。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工作手冊(108年7月10日)黃基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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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積水容器，就沒有病媒蚊孳生源

沒有孳生源，就沒有登革熱病媒蚊

沒有病媒蚊，就沒有登革熱

沒有登革熱，就沒有重症登革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