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臺臺臺南南南南市市市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109109109109 年年年年臺臺臺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南市外籍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南市外籍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南市外籍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    

一一一一、、、、    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鑑於近年氣候暖化，登革熱疫情逐年嚴峻，108 年全國登革熱境外

移入病例累計共 538 例，為近十年新高，本市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累計

共 35 例，為去年同期之 1.6 倍，感染國家以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及

菲律賓等東南亞地區國家為主，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國際登革熱

疫情資料顯示，上揭國家本年疫情亦大幅高於去年同期，且全年皆處於

流行期，故對於境外阻絕疫情進入及擴散，實有嚴加防範之需要。 

隨著新南向政策之發展，我國與東南亞地區國家往來日益頻繁，傳

染病傳播範圍及速度亦大幅提升，為保護本市外籍移工及市民之健康，

即時防堵境外登革熱疫情引入社區並造成擴散，成為本市登革熱防疫之

漏洞，爰實施本項計畫，鼓勵本市外籍移工宿舍加強登革熱防治環境自

主管理及提昇宿舍管理者暨移工登革熱防治相關知能，減少移工宿舍病

媒蚊孳生之機會，避免登革熱於社區擴散之風險，共同打造健康安心的

移工居住環境。 

二、 計畫對象計畫對象計畫對象計畫對象：：：： 

1111.... 組別 A：臺南市現居人數達 100100100100((((含含含含))))人以上之外籍移工宿舍。 

2222.... 組別 B：臺南市現居人數達 10~9910~9910~9910~99人之外籍移工宿舍。 

3333.... 同一地址視為一參賽單位，請以公司或仲介為代表報名。 

三三三三、、、、    計畫期程計畫期程計畫期程計畫期程：：：：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9 年 3 月 6 日止。計畫執行期間自 109 年 3 月 9



日起至同年 11 月 30 日止。 

四四四四、、、、    計畫主計畫主計畫主計畫主((((協協協協))))辦單位辦單位辦單位辦單位：：：：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協辦單位：臺南市政府勞工局。 

五五五五、、、、    計畫經費來源計畫經費來源計畫經費來源計畫經費來源：：：：    

本案所需由「傳染病防治計畫－登革熱－自籌款衛生業務－疾病管制

－業務費」項下支應。    

六六六六、、、、    計畫工作項目及說明計畫工作項目及說明計畫工作項目及說明計畫工作項目及說明：：：：    

((((一一一一))))設置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設置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設置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設置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        

1、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每年應至少參加 1場衛生主管機關辦理之

登革熱防治教育訓練。 

2、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異動時，應立即更新計畫書上登革熱防治

專責管理人員基本資料。 

3、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負責規劃、執行及督導移工宿舍登革熱防

治計畫。 

((((二二二二))))訂定訂定訂定訂定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計畫書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計畫書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計畫書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計畫書    

可參考本府登革熱防治中心提供之範例訂定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計畫

書，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1、基本資料(含公私場所名稱、登革熱防治專責人員姓名)。 

2、登革熱環境自主檢查及防治策略(含每週執行宿舍環境自主檢查，

即時發現並清除頂樓、地下室、陽台等場所或容器之積水)。 

((((三三三三))))宿舍中如有移工將入境我國宿舍中如有移工將入境我國宿舍中如有移工將入境我國宿舍中如有移工將入境我國((((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3)3)3)3 日前應事先上日前應事先上日前應事先上日前應事先上

網進行填報網進行填報網進行填報網進行填報。。。。    

如宿舍內將有移工入境我國，應於 3日前事先上登革熱防治中心網站

填報移工姓名、國籍、入境日期等資料，俾利如發生疑似登革熱症狀

能即時採取緊急防疫措施。填報網址：https://reurl.cc/W4K48y 或

掃描下列 QR code 回報。 



 

((((四四四四))))宿舍中剛入境我國宿舍中剛入境我國宿舍中剛入境我國宿舍中剛入境我國14141414日內日內日內日內((((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之移工配合每日進之移工配合每日進之移工配合每日進之移工配合每日進

行自主健康管理體溫量測並紀錄成表備查行自主健康管理體溫量測並紀錄成表備查行自主健康管理體溫量測並紀錄成表備查行自主健康管理體溫量測並紀錄成表備查。。。。    

1、為因應登革熱潛伏期最長可至 14日，自疫區入境我國之移工應配

合入境 14日內進行自主健康管理體溫量測為期，以利即早發現潛

伏登革熱個案。 

2、移工入境 14日內如出現發燒等登革熱疑似症狀，請立即協助移工

就醫，告知醫師 T(旅遊史)O(職業別)C(接觸史)C(群聚史)等相關

訊息，並協助移工進行自主健康管理直到檢驗報告確認陰性。 

((((五五五五))))配合於宿舍內明顯處張貼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相關訊息及如發現疑似配合於宿舍內明顯處張貼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相關訊息及如發現疑似配合於宿舍內明顯處張貼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相關訊息及如發現疑似配合於宿舍內明顯處張貼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相關訊息及如發現疑似

登革熱個案緊急應變流程登革熱個案緊急應變流程登革熱個案緊急應變流程登革熱個案緊急應變流程。。。。    

請於宿舍內明顯處張貼內移工能閱讀之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資料及疑

似登革熱個案緊急應變流程(可參考本計畫附件流程)，提昇移工登革

熱防治相關知能，及如有疑似症狀緊急應變流程，俾利即早進行防疫

措施。    

((((六六六六))))每月辦理宿舍登革熱防治動員孳清活動每月辦理宿舍登革熱防治動員孳清活動每月辦理宿舍登革熱防治動員孳清活動每月辦理宿舍登革熱防治動員孳清活動    

請宿舍人員共同參與宿舍環境登革熱防治動員孳清活動，並檢附活動

簽到表及相關照片(可參考本計畫附件格式)。    

((((七七七七))))每半年辦理一次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活動每半年辦理一次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活動每半年辦理一次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活動每半年辦理一次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活動    

至少每半年辦理一次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活動，強化人員登

革熱防治相關知能及自我保護認知，請檢附動員孳清活動簽到表及照

片(可參考本計畫附件格式)。 



((((八八八八))))實地考評實地考評實地考評實地考評    

本(109)年 6至 8月期間，由登革熱防治中心派員至參加本項競賽之移

工宿舍現場進行實地考評(考評項目包括上列工作項目是否落實)。 

((((九九九九))))計畫成果書面資料繳交計畫成果書面資料繳交計畫成果書面資料繳交計畫成果書面資料繳交    

請於本項計畫結束後，12 月 4日前將工作項目成果書面資料逕送登革

熱防治中心，由本中心聘任病媒防治相關專業人員暨疾病管制署專家

進行評審，逾期斟酌扣份。 

七七七七、、、、    獎懲方式獎懲方式獎懲方式獎懲方式：：：：    

((((一一一一))))移工宿舍移工宿舍移工宿舍移工宿舍    

                1、實地考評分數佔總分比重 50%，計畫成果書面資料分數佔總分比重

50%。 

    2、登革熱防治中心 12 月 4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12 月 7日至 18

日匯集所有成果資料進行內部評核作業，預計 12 月 25 日前將競賽

名次公佈於登革熱防治中心官方網站，12 月底擇日舉行頒獎典禮。 

A 組第一名：頒發獎勵金 30,00030,00030,00030,000元等值商品禮券及獎狀一只。 

A 組第二名：頒發獎勵金 20,00020,00020,00020,000元等值商品禮券及獎狀一只。 

A 組第三名：頒發獎勵金 10,00010,00010,00010,000元等值商品禮券及獎狀一只。 

B 組第一名：頒發獎勵金 15151515,000,000,000,000元等值商品禮券及獎狀一只。 

B 組第二名：頒發獎勵金 10101010,000,000,000,000元等值商品禮券及獎狀一只。 

B 組第三名：頒發獎勵金 5555,000,000,000,000元等值商品禮券及獎狀一只。 

 

八八八八、、、、    計畫附件計畫附件計畫附件計畫附件    

    

    

    



附件 1    109 年臺南市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評分表 

日期：     年     月    日

組別： 公司/仲介名稱：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得分 

1.移工宿舍是否具備登革熱防治計畫書。(5 分) 

2.計畫書內容是否包含基本資料及登革熱防治措施。(5

分) 

移工宿舍登革

熱防治計畫書 

(20 分) 3.是否落實計畫書每週執行宿舍環境自主檢查，針對積

水地點是否澈底清除或進行投藥等防治措施。(10 分) 

 

  

  

  

  

1.移工宿舍是否設置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與計畫

書上所列之基本資料是否一致。(10 分) 
登革熱防治專

責管理人員(20

分) 
2.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是否有參加過衛生主管機關

辦理之登革熱防治教續訓練。(10 分) 

  

  

  

  

1.宿舍內是否於明顯處張貼移工能閱讀之登革熱防治衛

教宣導訊息。(10 分) 
張貼登革熱防

治衛教宣導訊

息(20 分) 
2.宿舍內是否張貼如發現疑似登革熱個案緊急應變流

程。(10 分) 

  

1.宿舍動員孳清活動辦理次數平均每月 2 次(含)以上

(得 20 分) 

2.宿舍動員孳清活動辦理次數平均每月1-2次(得15分)

3.宿舍動員孳清活動辦理次數平均每月 1 次(得 10 分) 

4.宿舍動員孳清活動辦理次數平均每月不足 1 次(得 5

分) 

登革熱動員孳

清活動次數 

(20 分) 

5.宿舍動員孳清活動辦理次數平均每月 0 次(得 0 分) 

  

  

  

 

 

  

  

1.辦理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場次 2 次(含)以上

(得 20 分) 

2.辦理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場次1次(得10分)

宿舍登革熱防

治衛教宣導場

次(20 分) 
3.辦理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場次 0 次(得 0 分) 

  

  

  

  

  

評分意見： 總分  

 

評分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2     109 年臺南市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加分項目評分表 

日期：     年     月    日 

組別： 公司/仲介名稱： 

評分項目 評分標準 加分 

上網填報移工入

國資訊) (10分) 

1. 是否落實宿舍內移工入境我國 3日前上網填
報入國相關資訊。 

 

1. 是否落實宿舍內如有剛入境移工進行14日自
主健康管理體溫量測並紀錄成表備查。(10分) 移工入國 14日

內進行體溫量測

(15分) 
2. 體溫監測紀錄表中如有發燒個案應立即就醫
並通報。(5分) 

 

備註 
上述項目每落實填報 1名移工加 1分、每項至多
加 10分。 

 

總加分  

評分人員：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3 

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書書書書((((範範範範例例例例)))) 

一、 基本資料： 

(一) 公司/仲介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 

姓名：__________       連絡電話：__________ 

(三) 宿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宿舍居住人數：___________   國籍：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 登革熱防治方法與執行策略： 

(一) 每週定期由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或其指定人進行宿舍內外環

境檢查，檢查重點包括 1.屋外是否有廢棄積水容器；2.屋內是

否有孳生源；3.其他場所如陽台、地下室、頂樓、中庭等處是

否有積水，並作成孳生源檢查與防治紀錄如附件。 

(二) 針對可立即清除之積水容器(或場所)應定期清除，無法立即清

除或有重複積水之場所應透過投藥或放魚等方式防止病媒蚊孳

生。 

(三) 儘量減少戶內外積水容器數目，積極清除髒亂堆積物，避免下

雨積水形成病媒蚊孳生源。 

三、 備註： 

(一) 本計畫書及每週孳生源檢查紀錄(如附件)應妥善保存備查。 

(二) 登革熱防制專責人員異動時應立即更新之。 

 

 

 

 

 

 



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檢查日期檢查日期檢查日期檢查日期：：：：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    

一．宿舍內外及周圍環境是否有下列容器： 

1.空瓶、空罐 有□ 無□ 是□ 否□ 
2.陶甕、水缸 有□ 無□ 是□ 否□ 
3.杯子、碟子、盤子、碗 有□ 無□ 是□ 否□ 
4.鍋、壺 有□ 無□ 是□ 否□ 
5.保麗龍製品或塑膠製品、免洗餐具 有□ 無□ 是□ 否□ 
6.桶子(木桶、鐵桶、塑膠桶等)  有□ 無□ 是□ 否□ 
7.椰子殼 有□ 無□ 

這些是否已清除(若未清
除請馬上動手清除)。 

是□ 否□ 

8.廢輪胎、廢安全帽  有□ 無□ 
請移除或以土填滿並種小
花等植物。 

是□ 否□ 

9.屋簷旁排水管、帆布、遮雨棚 有□ 無□ 
裡面是否阻塞積水？(若
有請立即疏通) 

是□ 否□ 

10.廢棄冰箱、洗衣機、馬桶或水族箱 有□ 無□ 是□ 否□ 

11.不使用或未加蓋的水塔(蓄水塔) 有□ 無□ 是□ 否□ 
12.未使用中的冷氣、冷卻水塔、冷飲櫃 有□ 無□ 

是否有開口？內部是否有
積水？是否倒置或密封保
持乾燥？ 是□ 否□ 

13.大型儲水桶有無加蓋或蓋細紗網 有□ 無□ 
儲水容器請記得加蓋或蓋
細紗網，不用時倒置。 

是□ 否□ 

14.寵物水盤、雞、鴨、家禽、鳥籠或鴿
舍內飲水槽、馬槽水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並刷洗
乾淨？ 

是□ 否□ 

15.積水地下室 有□ 無□ 積水是否已清除？ 是□ 否□ 
16.地下室內的集水井  有□ 無□ 是否有孑孓孳生？ 是□ 否□ 
17.自來水表或瓦斯表  有□ 無□ 是□ 否□ 
18.門外信箱 有□ 無□ 是□ 否□ 
19.燒金紙的桶子 有□ 無□ 是□ 否□ 
20.雨鞋、雨衣 有□ 無□ 

內部是否漏水或積水？是
否倒置保持乾燥？ 

是□ 否□ 
21.天然積水容器 (竹籬笆竹節頂端、竹
筒、樹幹上的樹洞、大型樹葉) 

有□ 無□ 
是否以土填滿並種小花等
植物？ 

是□ 否□ 

22.旗座水泥樁上及其他可積水之水管 有□ 無□ 
把水倒掉，若暫不使用則
封住開口。 

是□ 否□ 

23.假山造型水池(凹槽處)、冷氣機滴水 有□ 無□ 是否有孑孓孳生？ 是□ 否□ 

24.水溝積水有孑孓孳生 有□ 無□ 
裡面是否阻塞？(若有請
立即疏通) 

是□ 否□ 

25.其他(任何容器或雜物)  有□ 無□    

二．宿舍內是否有下列容器？  

26.花盤、花瓶、插水生植物容器(如：萬
年青、黃金葛等)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並洗
刷乾淨？ 

是□ 否□ 

27.澆花灑水桶、花盆盆栽底盤 有□ 無□ 
是否洗刷乾淨？不用時是
否倒置？ 

是□ 否□ 

28.貯水容器(水缸、水泥槽、水桶、陶甕
等或盛裝寵物飲水容器)  

有□ 無□ 
一週換水一次，並洗刷乾
淨？貯水容器是否有加蓋
密封？ 

是□ 否□ 

29.冰箱底盤、烘碗機底盤、開飲機底盤、
泡茶用水盤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並洗
刷乾淨？ 

是□ 否□ 

30.其他 有□ 無□    

總            計      註 1 :本表內容可依實施種類之實際情況調整。  

      



宿舍列管點宿舍列管點宿舍列管點宿舍列管點檢查與防檢查與防檢查與防檢查與防治治治治紀錄紀錄紀錄紀錄((((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編號 所在位置 檢查

日期 

列管情形 複查情形 

1 

 

EX：地下室  EX：地下室積水 □無積水  □有積水 

防治措施：□清除  □未清除 

(□投藥□尚有殘存藥物□其他) 

2 EX：陰井  EX：陰井積水 □無積水  □有積水 

防治措施：□清除  □未清除 

(□投藥□尚有殘存藥物□其他) 

3 EX：資源回收場  EX：環境髒亂、

積水容器多 

□無積水  □有積水 

防治措施：□清除  □未清除 

(□投藥□尚有殘存藥物□其他) 

4    □無積水  □有積水 

防治措施：□清除  □未清除 

(□投藥□尚有殘存藥物□其他) 

5    □無積水  □有積水 

防治措施：□清除  □未清除 

(□投藥□尚有殘存藥物□其他) 

6    □無積水  □有積水 

防治措施：□清除  □未清除 

(□投藥□尚有殘存藥物□其他) 

7    □無積水  □有積水 

防治措施：□清除  □未清除 

(□投藥□尚有殘存藥物□其他) 

 註 1 :本表內容可依實施種類之實際情況調整。  註 2 :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制訂之登革熱防治工作指引手冊，無法立即處理、重大孳生源、空地空屋等，需依各大分類逕行列管，並造冊管理、定期查核。前次陽性 (有孳生病媒蚊 )列管地點應於 2 週後再進行勘查；如為陰性則一個月檢查一次。  

 

 

 

 

 

 

 

 

 

 

 

 

 

 



附件 4 



附件 5  
 

 

 

 

 



附件 6  

 

 

 

 



附件 7 

 

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109109109109 年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年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年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年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仲介名稱仲介名稱仲介名稱仲介名稱：：：：                                                                                                                                                                        

連絡人姓名連絡人姓名連絡人姓名連絡人姓名：：：：                                                                

連絡電話連絡電話連絡電話連絡電話：：：：                                                                        

連絡人電子郵件信箱連絡人電子郵件信箱連絡人電子郵件信箱連絡人電子郵件信箱：：：：                                                                                                                                                    

公司公司公司公司////仲介地址仲介地址仲介地址仲介地址：：：：                                                                                                                                                                        

移工宿舍地址移工宿舍地址移工宿舍地址移工宿舍地址：：：：                                                                                                                                                                            

宿舍內現居移工人數宿舍內現居移工人數宿舍內現居移工人數宿舍內現居移工人數：：：：                                    人人人人    

參加本次競賽計畫組別參加本次競賽計畫組別參加本次競賽計畫組別參加本次競賽計畫組別：：：：□□□□A 組組組組(達 100100100100((((含含含含))))人以上之外籍移工宿舍) 

                                                                                        □□□□B 組組組組(達 10101010----99999999人以上之外籍移工宿舍) 

 

※本報名表可直接傳真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 (06)2904451

報名；上網填寫 google 表單(網址：https://reurl.cc/A15XVK)或掃

描下圖 QR code 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