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擊的巨蚊

疾病管制署王欽賢技正

蚊蟲介紹及習性

羽化
壽命



羽化1天
1夫多妻
雌蚊只交配一次

壽命
翅膀振動

產卵



雙翅目

常見的雙翅目
蒼蠅及蚊蟲

台灣住家常見長角亞目

白腹叢蚊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熱帶家蚊 搖蚊 蝶蠅



蚊蟲分布
赤道到南北極
海平面到14000呎高山
飛機航行到1000公尺
森林中
都市

口針 翅脈、鱗片



蚊蟲生活史
完全變態
水中
陸生

卵

幼蟲

蛹

成蟲



成蟲食物

雌蚊
刺吸式

雄蚊
口針退化
吃素

吃葷

花蜜
植物汁液

野外成蚊吃什麼?



雌蚊為何要吸血？
供給發育中的卵母細胞需要的養料
胃部膨脹，激發分泌激素
促使卵巢發育
不吸血
吸糖水

雌蚊在何處產卵？
積水容器 細菌 化學物質 雌蚊產卵
脂肪酸 細菌 腐敗的葉子 有機物
適合幼蟲生長發育
分散風險 分批孵化
1:1
雄蚊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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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之感應系統
化學感應器

觸角 感受器 化學物質
CO2 乳酸36公尺

視覺感應器
複眼 對比 會動

體熱感應器
近距離

蚊子吸血排班表

熱帶家蚊
矮小瘧蚊
地下家蚊

白腹叢蚊
三斑家蚊
中華瘧蚊
地下家蚊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地下家蚊

大夜班白天班(朝九晚五) 小夜班(黃昏後)



被蚊蟲叮咬處為何會癢且腫

麻痺作用
神不知鬼不覺

血管擴張作用
微血管擴張 快速吸血

抗凝血作用
抑制血小板凝集

發炎反應
中性白血球 組織胺
過敏反應(癢的感覺)

吸引雌蚊吸血的因素

體溫高
新陳代謝快
CO2濃度高

寄主移動時
之震動

氣味 顏色

14:57 18

被蚊蟲叮咬處為何會癢且腫

• 蚊子唾液中，至少含有十多種蛋白質，具有四種生化

反應

– 麻痺作用:含有腺苷去胺酶可分解腺苷，將引發疼痛的腺苷移
除，故可消除痛覺。這也是為什麼蚊子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

咬你一口

– 血管擴張作用：含有速激胜肽，使微血管擴張，有助於蚊子
快速吸血

– 抗凝血作用：含有腺苷酸水解酶，能將ATP及ADP水解成
AMP及無機磷，可抑制血小板凝集。避免蚊子吸血時血液凝

固

– 發炎反應：含有吸引中性白血球的趨化因子，動員中性白血
球聚集叮咬處，造成發炎反應。腺苷可使肥大細胞釋出組織
胺，引發過敏反應(癢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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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生活史

卵期 幼蟲期

3-4天

蛹期

5-6天

成蟲期

1-2天

胸部癒合
無足 l

l頭骨化
可動

尾節
四個肛腮
叢毛l

第八節
呼吸管
至水面
換氣

l

什麼是蚊子？
幼蚊的特徵



幼蚊吃什麼幼蚊吃什麼??

幼蚊水中之微生物及有機顆粒

蚊
種

斑蚊屬 家蚊屬 瘧蚊屬

卵
期

幼
蟲
期

蛹
期

成

蟲
期

台灣常見蚊蟲各蟲期之區別



登革熱病媒蚊（卵期）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斑蚊產卵習性斑蚊產卵習性斑蚊產卵習性斑蚊產卵習性
產卵於水邊粗造物體表面產卵於水邊粗造物體表面產卵於水邊粗造物體表面產卵於水邊粗造物體表面
幼蟲孳生於人工積水容器積水容器幼蟲孳生於人工積水容器積水容器幼蟲孳生於人工積水容器積水容器幼蟲孳生於人工積水容器積水容器

乾燥卵乾燥卵乾燥卵乾燥卵

(3-6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6-12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三斑家蚊

熱帶家蚊

雙角家蚊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登革熱病媒蚊（幼蟲期）



白
腹
叢
蚊

白
腹
叢
蚊

白
腹
叢
蚊

白
腹
叢
蚊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登革熱病媒蚊（蛹期）



登革熱病媒蚊（成蟲期）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白線斑蚊

腳上都有黑白相間

的斑紋亦叫花腳蚊
胸部背側

有一對彎

曲白線條

紋及中間

2條縱線

胸部背面有一

條白線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臺灣斑蚊分布地區
埃及斑蚊
嘉義布袋

室內

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

屏東縣、臺東縣及澎湖縣

白線斑蚊
全島平地

室外



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差異性
差異 吸血習性 生活史 棲習性 吸血習性 卵抗旱能力
埃及
斑蚊

間斷吸
血

8-9
天，
30天

戶內
人工容
器

人血
9-10點
4-5點

半年

白線
斑蚊

不易受
于擾
連續吸
血

13-15
20天

戶外
人工容
器
天然容
器

人血
外，哺
乳類
日落2-
3日出
前後1-
2小時

約可保
存3個月
左右

搖蚊科搖蚊科搖蚊科搖蚊科
((((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台灣地區15151515屬屬屬屬56565656種種種種))))

生活於積水容器或臭水溝中生活於積水容器或臭水溝中生活於積水容器或臭水溝中生活於積水容器或臭水溝中，，，，成蟲綠色成蟲綠色成蟲綠色成蟲綠色，，，，傍晚傍晚傍晚傍晚
時分常在頭上飛翔時分常在頭上飛翔時分常在頭上飛翔時分常在頭上飛翔



白斑大蝶蠅白斑大蝶蠅白斑大蝶蠅白斑大蝶蠅

•常孳生於糞坑常孳生於糞坑常孳生於糞坑常孳生於糞坑、、、、高度高度高度高度
污染的排水溝污染的排水溝污染的排水溝污染的排水溝

•成蟲常停於廁所內壁成蟲常停於廁所內壁成蟲常停於廁所內壁成蟲常停於廁所內壁

•不吸血不吸血不吸血不吸血

何謂孳生源

• 任何積水、病媒蚊能夠產卵衍生後代的容器

–人工容器：人的行為所製造的容器，如飲料

瓶、貯水桶、花盆底盤等

–天然容器：自然形成之積水處，如樹洞、竹

筒、椰子殼、樹葉卷軸處等



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

�戶內戶內戶內戶內常見孳生源常見孳生源常見孳生源常見孳生源

– 萬年青、黃金葛等植物之花器

– 冰箱底盤、花盆底盤

– 浴室儲水容器、廁所馬桶、水箱

– 貯水的水桶、陶甕、水泥槽等

– 地下室、機械停車位底層積水、馬達水槽、集

水井、消防儲水池

– 飲水機、烘碗機、飲茶之水盤

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孳生源種類
�戶外戶外戶外戶外常見孳生源常見孳生源常見孳生源常見孳生源

– 曬衣架、水泥樁上可積水水管

– 竹籬笆竹節頂端、樹洞、竹洞、大型樹葉

– 車棚、騎樓遮陽或擋雨之帆布架、空地或菜園地面之帆

布

– 屋簷排水槽

– 自來水表、冷氣機集水桶

– 積水不流動之水溝

– 家禽、家畜與鳥類飲用水槽

– 廢棄輪胎、馬桶、浴缸、安全帽、花柱凹槽、保險桿凹

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先到制高點，觀察周遭環境
慢慢走，仔細的看，不要走馬看花
不僅要看平面，也要注意看上面及下面
掃網的重要性
回眸一笑百媚生
不要只用眼睛看，要動手去翻找
空地、菜園、雜物堆置處、樹木茂密
注意陰暗、潮濕、陽光照不到的地方
入戶到頂樓要往下看，看周遭環境，是否有
容易積水或有積水的地方，包含天溝，各樓
層陽台也要出去往下看，若沒有後陽台，也
要開窗戶看一下。

孳生源處理原則



倒置或加蓋
•貯水的容器

–不用時倒置，使用時加蓋或細紗網密封
–傾倒積水時注意不可倒入水溝中，應倒於陽光曝曬下之地
面較為適宜

定期換水、刷洗、填充物
•水生植物

–每週換水一次，換水時請記得刷洗容器內部
–或用小石頭、彩色膠質物等置入容器，水面不超過
填充物



飼養食蚊魚

• 景觀
– 大型水生植栽、風水缸、造景水池(也要注意造景假
山)

• 大面積、無法移除積水
–房舍結構性積水，如地下室

清除、回收

•廢棄容器
–勿隨意堆積或丟棄於戶外，無法處理之大型廢棄物應交由
清潔隊清運



填土、種植植物

•天然容器
–樹洞、竹子等較難移除之積水容器

抽水、清淤
•地下室積水

–以抽水機抽乾積水，或尋找漏水原因加以修補
•水溝積水

–定期清除落葉、雜物
•屋簷排水槽積水
– 定期清除管道阻塞



•水溝、陰井
–加舖紗網、不銹鋼片、覆蓋塑膠軟墊

•花盆底盤
–以戶外不使用、戶內不積水為原則

常見孳生源圖檔



住家孳生源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

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

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地下室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

馬草水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

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住家孳生源--防火巷防火巷防火巷防火巷防火巷防火巷防火巷防火巷



學校孳生源

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



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

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



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學校孳生源

空地孳生源



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

菜園水桶菜園水桶菜園水桶菜園水桶

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

帆布帆布帆布帆布



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

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



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塑膠棧板塑膠棧板塑膠棧板塑膠棧板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電信保安器電信保安器電信保安器電信保安器    電信電信電信電信 DDDDJJJJ 箱箱箱箱    電信電纜管道電信電纜管道電信電纜管道電信電纜管道    

   

高壓電瓷磚高壓電瓷磚高壓電瓷磚高壓電瓷磚    人手孔蓋人手孔蓋人手孔蓋人手孔蓋    牆壁裂縫牆壁裂縫牆壁裂縫牆壁裂縫    

 

機動防疫隊-校園查核成果

102102年機動防疫隊查核年機動防疫隊查核年機動防疫隊查核年機動防疫隊查核年機動防疫隊查核年機動防疫隊查核年機動防疫隊查核年機動防疫隊查核











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

帆布帆布帆布帆布 地面積水地面積水地面積水地面積水 工地工地工地工地

工地工地工地工地 馬桶馬桶馬桶馬桶 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冷卻水塔

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

課桌椅課桌椅課桌椅課桌椅 廢棄輪胎廢棄輪胎廢棄輪胎廢棄輪胎 船隻船隻船隻船隻

造景造景造景造景 廢棄水塔蓋廢棄水塔蓋廢棄水塔蓋廢棄水塔蓋 樓梯間樓梯間樓梯間樓梯間



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

        

廢棄輪胎廢棄輪胎廢棄輪胎廢棄輪胎    地下電纜地下電纜地下電纜地下電纜引上管引上管引上管引上管    水缸水缸水缸水缸    

        

水瓶水瓶水瓶水瓶    燈罩燈罩燈罩燈罩    溝渠溝渠溝渠溝渠    

 

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機動防疫隊查核中央部會權管用地

            

覆蓋覆蓋覆蓋覆蓋細紗網未密合之水井細紗網未密合之水井細紗網未密合之水井細紗網未密合之水井    水盆水盆水盆水盆    廢棄馬桶廢棄馬桶廢棄馬桶廢棄馬桶    

 













南區技正支援指導孶清工作分享-1

南區技正支援指導孶清工作分享-2



南區技正支援指導孶清工作分享-3

南區技正支援指導孶清工作分享-4













































































































� 策略一：消滅成蚊可有效降低登革熱的盛行率與感
染力

� 策略二：降低人與病媒蚊的接觸
� 策略三：降低病媒蚊幼蟲的環境負載力
� 策略四：進行幼蟲的防治

~沒有病媒蚊就沒有登革熱~

1. 專業的噴藥人員、施用器具及正確的施藥地點。
2. 劃定適合的化學防治區域進行空間噴灑化學藥
劑，必需依據正確的操作及最大的噴藥涵蓋範
圍，以確保噴藥達到預期效果，全面消滅成蚊。

3. 建立緊急噴藥及時評估機制，確保化學防治的成
效。



4. 每年要進行高流行區病媒蚊的抗藥性監測，擬定具防
治效果的藥劑名單。

5. 選擇有效的藥劑並正確施用，確認藥劑的有效期限、
適用範圍及使用方法、正確的稀釋倍數及藥劑處理時
間。

6. 一旦病例發生需及時的噴藥才能有效阻斷病毒傳播。
7. 因應病媒蚊日益嚴重的抗藥性問題，我們還需有一套
病媒蚊抗藥性管理的規劃與辦法。

� 由於登革熱病媒蚊一旦帶毒便終生帶毒，因此緊急防治的
策略就是要進行化學防治以消滅帶毒的病媒蚊，遏止其繼
續傳染。

� 美國環保署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肯
定殺蟲劑在公共衛生扮演重要的角色，化學藥劑施用應被
列為蚊蟲綜合防治體系的重要措施，以殺蟲劑防治騷擾性
的昆蟲和公共衛生害蟲，可大幅降低人類罹患疾病的風險
(Ros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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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藥依據噴藥依據噴藥依據噴藥依據

• 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防治法傳染病防治法

• 環境衛生用藥管理法環境衛生用藥管理法環境衛生用藥管理法環境衛生用藥管理法

• 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病媒防治業管理辦法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五條

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蠅蠅蠅蠅、、、、蚤蚤蚤蚤、、、、蝨蝨蝨蝨、、、、鼠鼠鼠鼠、、、、蟑螂蟑螂蟑螂蟑螂
及其他病媒及其他病媒及其他病媒及其他病媒。。。。

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私場所私場所私場所私場所，，，，其所有人其所有人其所有人其所有人、、、、管理人或管理人或管理人或管理人或
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主動清除之主動清除之主動清除之主動清除之。。。。

依據第七十條依據第七十條依據第七十條依據第七十條
對於民眾未能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對於民眾未能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對於民眾未能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對於民眾未能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知或公告，，，，主動主動主動主動
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清除病媒蚊孳生源清除病媒蚊孳生源，，，，經實施孳生源查核於其住家或經實施孳生源查核於其住家或經實施孳生源查核於其住家或經實施孳生源查核於其住家或
場所查獲病媒蚊孳生源者場所查獲病媒蚊孳生源者場所查獲病媒蚊孳生源者場所查獲病媒蚊孳生源者，，，，可依本法第七十條可依本法第七十條可依本法第七十條可依本法第七十條，，，，處處處處
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
並得限期令其改善並得限期令其改善並得限期令其改善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屆期未改善者屆期未改善者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按次處罰之按次處罰之按次處罰之。。。。
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節重大者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節重大者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節重大者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節重大者，，，，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得命其停得命其停得命其停得命其停
工或停業工或停業工或停業工或停業。。。。

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第三十八條
傳染病發生時傳染病發生時傳染病發生時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有進入公有進入公有進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私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
工作之必要者工作之必要者工作之必要者工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應由地方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
機關人員為之機關人員為之機關人員為之機關人員為之，，，，並事先通知公並事先通知公並事先通知公並事先通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
有人有人有人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管理人或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其到場者其到場者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對於防疫工對於防疫工對於防疫工
作作作作，，，，不得拒絕不得拒絕不得拒絕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規避或妨礙規避或妨礙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未到場者未到場者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相關人員得逕相關人員得逕相關人員得逕
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行進入從事防疫工作；；；；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並得要求村並得要求村並得要求村並得要求村（（（（里里里里））））長或長或長或長或
鄰長在場鄰長在場鄰長在場鄰長在場。。。。
前項經通知且親自到場之人員前項經通知且親自到場之人員前項經通知且親自到場之人員前項經通知且親自到場之人員，，，，其所屬機關其所屬機關其所屬機關其所屬機關（（（（構構構構）、）、）、）、學學學學
校校校校、、、、團體團體團體團體、、、、公司公司公司公司、、、、廠場廠場廠場廠場，，，，應依主管機關之指示給予公應依主管機關之指示給予公應依主管機關之指示給予公應依主管機關之指示給予公
假假假假。。。。

依據第六十七條依據第六十七條依據第六十七條依據第六十七條
逕行強制處分外逕行強制處分外逕行強制處分外逕行強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並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並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並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
元以下罰鍰元以下罰鍰元以下罰鍰元以下罰鍰



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噴藥工噴藥工噴藥工噴藥工(每日工作每日工作每日工作每日工作4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藥劑藥劑藥劑藥劑 噴霧器噴霧器噴霧器噴霧器 配套人員配套人員配套人員配套人員 地圖地圖地圖地圖(住址住址住址住址)

噴藥範圍噴藥範圍噴藥範圍噴藥範圍
感染點感染點感染點感染點 病媒蚊密度病媒蚊密度病媒蚊密度病媒蚊密度 病人活動範圍病人活動範圍病人活動範圍病人活動範圍

噴藥動線噴藥動線噴藥動線噴藥動線
噴藥時間噴藥時間噴藥時間噴藥時間
噴藥時效噴藥時效噴藥時效噴藥時效
噴藥次數噴藥次數噴藥次數噴藥次數
噴藥指引及說明噴藥指引及說明噴藥指引及說明噴藥指引及說明

噴藥事前規畫噴藥事前規畫噴藥事前規畫噴藥事前規畫

殺死噴藥範圍內所有的病媒蚊殺死噴藥範圍內所有的病媒蚊殺死噴藥範圍內所有的病媒蚊殺死噴藥範圍內所有的病媒蚊

噴藥安全噴藥安全噴藥安全噴藥安全

民眾的溝通民眾的溝通民眾的溝通民眾的溝通

噴藥過程噴藥過程噴藥過程噴藥過程



噴藥督導原則
噴藥前噴藥前噴藥前噴藥前

完整的配套措施完整的配套措施完整的配套措施完整的配套措施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鎖匠鎖匠鎖匠鎖匠 噴藥工噴藥工噴藥工噴藥工 病媒防治業證照人員病媒防治業證照人員病媒防治業證照人員病媒防治業證照人員

衛生單位人員衛生單位人員衛生單位人員衛生單位人員 里長里長里長里長 噴藥前衛教人員噴藥前衛教人員噴藥前衛教人員噴藥前衛教人員

孳生源清除人員孳生源清除人員孳生源清除人員孳生源清除人員

家戶有無收到噴藥通知單家戶有無收到噴藥通知單家戶有無收到噴藥通知單家戶有無收到噴藥通知單?

藥劑種類藥劑種類藥劑種類藥劑種類

稀釋倍數稀釋倍數稀釋倍數稀釋倍數 (誰稀釋的誰稀釋的誰稀釋的誰稀釋的?)

噴霧器噴霧器噴霧器噴霧器

住家準備好噴藥沒住家準備好噴藥沒住家準備好噴藥沒住家準備好噴藥沒?

人員及動物的疏散人員及動物的疏散人員及動物的疏散人員及動物的疏散 水族箱的處理水族箱的處理水族箱的處理水族箱的處理 食物有沒有收妥食物有沒有收妥食物有沒有收妥食物有沒有收妥?

噴藥督導原則
噴藥中噴藥中噴藥中噴藥中

噴藥時噴藥時噴藥時噴藥時，，，，有沒有病媒防治業證照人員在旁有沒有病媒防治業證照人員在旁有沒有病媒防治業證照人員在旁有沒有病媒防治業證照人員在旁?

噴藥所花的時間噴藥所花的時間噴藥所花的時間噴藥所花的時間

噴藥機器噴藥機器噴藥機器噴藥機器

噴頭方向噴頭方向噴頭方向噴頭方向

噴藥人員的素質噴藥人員的素質噴藥人員的素質噴藥人員的素質

門窗關閉門窗關閉門窗關閉門窗關閉

噴藥地點噴藥地點噴藥地點噴藥地點

噴藥人員的裝備噴藥人員的裝備噴藥人員的裝備噴藥人員的裝備

遠離水池遠離水池遠離水池遠離水池



噴藥督導原則
噴藥後噴藥後噴藥後噴藥後

殺蟲劑空瓶的處理殺蟲劑空瓶的處理殺蟲劑空瓶的處理殺蟲劑空瓶的處理

噴霧器剩餘藥劑處理噴霧器剩餘藥劑處理噴霧器剩餘藥劑處理噴霧器剩餘藥劑處理

門窗關閉門窗關閉門窗關閉門窗關閉3030303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異常狀況一定要當場填具異常單異常狀況一定要當場填具異常單異常狀況一定要當場填具異常單異常狀況一定要當場填具異常單,,,,並請現場工作人並請現場工作人並請現場工作人並請現場工作人
員簽名員簽名員簽名員簽名

� 確認噴藥機器的數量及配置確認噴藥機器的數量及配置確認噴藥機器的數量及配置確認噴藥機器的數量及配置。。。。

� 防治用藥的選擇防治用藥的選擇防治用藥的選擇防治用藥的選擇：：：：抗藥性抗藥性抗藥性抗藥性、、、、民眾接受度民眾接受度民眾接受度民眾接受度。。。。

� 確認藥劑調配的濃度確認藥劑調配的濃度確認藥劑調配的濃度確認藥劑調配的濃度，，，，藥劑濃度錯誤將導致全部的努藥劑濃度錯誤將導致全部的努藥劑濃度錯誤將導致全部的努藥劑濃度錯誤將導致全部的努
力付之一炬力付之一炬力付之一炬力付之一炬。。。。

� 稀釋藥劑應使用當日或現場調配稀釋藥劑應使用當日或現場調配稀釋藥劑應使用當日或現場調配稀釋藥劑應使用當日或現場調配。。。。

� 當日調配之藥劑使用前應再混合均勻當日調配之藥劑使用前應再混合均勻當日調配之藥劑使用前應再混合均勻當日調配之藥劑使用前應再混合均勻。。。。



� 噴藥的落實與否取決於噴藥的落實與否取決於噴藥的落實與否取決於噴藥的落實與否取決於：：：：

� 1111噴法噴法噴法噴法：：：：防治圈由外開始往內噴防治圈由外開始往內噴防治圈由外開始往內噴防治圈由外開始往內噴，，，，與環保與環保與環保與環保

單位協同屋內外同步噴藥單位協同屋內外同步噴藥單位協同屋內外同步噴藥單位協同屋內外同步噴藥，，，，噴藥完成後噴藥完成後噴藥完成後噴藥完成後

應緊閉門窗至少應緊閉門窗至少應緊閉門窗至少應緊閉門窗至少30303030分鐘分鐘分鐘分鐘。。。。

� 2222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每層樓需噴一分鐘以上每層樓需噴一分鐘以上每層樓需噴一分鐘以上每層樓需噴一分鐘以上

� 3333人員安全人員安全人員安全人員安全：：：：確認屋內無人確認屋內無人確認屋內無人確認屋內無人

� 4444門窗的緊閉門窗的緊閉門窗的緊閉門窗的緊閉：：：：避免藥劑散逸避免藥劑散逸避免藥劑散逸避免藥劑散逸

窗戶未關

噴藥

蚊子竄逃

噴藥

蚊子竄逃

水溝未加蓋

藥劑前進方向

藥劑前進方向



噴藥流程

範例

� 由衛生局統一調配管控由衛生局統一調配管控由衛生局統一調配管控由衛生局統一調配管控，，，，能有效確保噴藥品質能有效確保噴藥品質能有效確保噴藥品質能有效確保噴藥品質，，，，節省藥劑節省藥劑節省藥劑節省藥劑

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使用量。。。。



出現登革熱
陽性病例

衛生所審核

所需藥劑數量
傳真調配處

衛生所聯繫
噴藥廠商

噴藥廠商
前往調配處

領取藥品

執行噴藥
噴藥結束
繳回

剩餘藥品

� 適合的噴藥機搭配正確的藥劑調配比例適合的噴藥機搭配正確的藥劑調配比例適合的噴藥機搭配正確的藥劑調配比例適合的噴藥機搭配正確的藥劑調配比例，，，，方能有效撲滅帶方能有效撲滅帶方能有效撲滅帶方能有效撲滅帶

有病毒的成蚊有病毒的成蚊有病毒的成蚊有病毒的成蚊，，，，澈底杜絕登革熱澈底杜絕登革熱澈底杜絕登革熱澈底杜絕登革熱。。。。

� 以調配以調配以調配以調配20202020公升的藥劑為例公升的藥劑為例公升的藥劑為例公升的藥劑為例，，，，倍數如為倍數如為倍數如為倍數如為1:501:501:501:50，，，，加入加入加入加入10101010公升水公升水公升水公升水

後倒入後倒入後倒入後倒入400c.c.400c.c.400c.c.400c.c.藥劑藥劑藥劑藥劑，，，，混合均勻後再加助煙劑至混合均勻後再加助煙劑至混合均勻後再加助煙劑至混合均勻後再加助煙劑至20202020公升公升公升公升。。。。



� 務必協同警員開鎖進入執行噴藥務必協同警員開鎖進入執行噴藥務必協同警員開鎖進入執行噴藥務必協同警員開鎖進入執行噴藥

� 噴藥完畢後張貼不在戶噴藥通知單噴藥完畢後張貼不在戶噴藥通知單噴藥完畢後張貼不在戶噴藥通知單噴藥完畢後張貼不在戶噴藥通知單，，，，以盡到告知責以盡到告知責以盡到告知責以盡到告知責
任任任任，，，，避免產生糾紛避免產生糾紛避免產生糾紛避免產生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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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噴藥領隊

� 1、噴霧機檢查-試噴

�2、服裝儀容檢查-背心

�3、確認屋內淨空，門窗緊閉

�4、估算每間房間噴藥時間

�5、注意噴灑動作

�6、通知警察

�7、完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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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導人員

� 1、帶路

�2、不在戶通知開鎖人員

�3、在戶，取得同意

�4、協助家戶門窗緊閉

�5、戶內淨空-人、畜

�6、魚缸停止打氣，覆蓋

�7、說明噴藥後1~2小時才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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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孳生源清除人員

� 1、詳細檢查並清除孳生源(花瓶、花
盆底盤、冰箱底盤、飲水機水盤、

�不在戶馬桶)

�2、關閉火源、電源、偵煙器

�四、戶外噴藥

� 1、背風逆向

�2、排水溝、防火巷、雜物堆

�3、水溝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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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戶內噴藥

� 1、由上而下(頂樓陽台至樓下)

�2、由內而外(廚房至大門)

�3、立於房門外

�4、噴頭上仰15~30

�5、左右揮動

�6、每間房噴1~2分

�7、關門前加強10~30秒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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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藥劑是否當天或當場由衛生局人員調配，或由
業者調配但有衛生局人員監督，比例及順序是
否正確，記錄藥品名稱及稀釋倍數

2. 戶內用煙霧機噴嘴是否為0.8
3. 是否各組人員都有分配好工作，每個人都知道
自己的工作

4. 是否每組均按順序站，孳清人員、領噴人員、
噴藥人員站好成一排

5. 每組的板夾是否按噴藥先後填寫
6. 衛生所人員是否有現勘，每組噴藥戶數應為12-
15戶(透天)，但若公寓或大廈為20-25戶，是否
有出租套房，約50戶要有1組機動開鎖，包含
警員、鎖匠，若知要開鎖戶、套房多，則需要
增加鎖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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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是否有作勤前教育及噴藥重點提示，提醒應注
意事項。

8. 藥劑及油料的補給是否充裕及時是否準時開噴
9. 前一天的噴藥通知是否有向住戶衛教或單純貼
單(噴藥是否順利，孳清人員有無花太多時間溝
通)

10.孳清人員孳清是否落實，有無檢查是否戶內已
無人、畜、寵物，水族箱是否有蓋好，打氣電
源是否有關閉(要注意水晶蝦)，窗口有無關好，
沒有關好就可看到噴藥時煙都跑出來，請民眾
離開噴藥現場並告知注意事項

11..戶內外噴藥是否有同步，戶內、外噴藥採取圍
堵方式進行噴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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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噴藥領隊要隨噴藥人員入內，入內時要隨手關
門，指引噴藥人員噴藥重點，並隨時監督噴藥
情形，協助噴藥人員關閉房門及大門，噴藥人
員關閉大門前要加強噴藥30秒

13.戶外先噴熱霧，再噴殘效
14.戶外噴熱霧時是否有加蓋板
15.戶外熱霧用合成除蟲菊精，殘效用有機磷類
16.戶外殘效是否有噴在植栽，物品堆置處、後防
火巷等蚊子易躲藏處

17.戶內噴藥有無由上往下，由內而外，時間是否
足夠，口訣[煙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噴頭要
與壁面保持一公尺以上距離

18.註記不在戶，空戶進入檢查，不在戶或空戶確
實噴藥



• 接獲境外/本土高度疑似或確診病例通報：

• 以病例可能感染地點及病毒血症期間停留地點為中心，經評估後規劃

執行戶內半徑50公尺及戶外半徑100公尺之化學防治作業，快速切斷

傳染環。

• 平時病媒蚊密度監測：

• 採預防性化學防治作為，當連續2週誘卵桶陽性率大於60%且總卵數大

於500粒時及病媒蚊密度調查經複查布氏指數三級(含)以上，經評估後

規劃執行預防性化學防治，即時消滅成蚊及降低其密度。

• 與國衛院合作，執行藥效試驗評估定期檢討用藥品項。

• 執行化學防治後成效評估作為，持續監測和維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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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防治



登革熱防治

正確觀念

一一一一、、、、為什麼平常不噴為什麼平常不噴為什麼平常不噴為什麼平常不噴，，，，等到有病例的時候才要來噴藥等到有病例的時候才要來噴藥等到有病例的時候才要來噴藥等到有病例的時候才要來噴藥？？？？

防治登革熱最有效的方法並不是噴藥，而是要靠大家注意居
家內外的清潔，每個禮拜巡一次看看有沒有積水的桶子或容
器。

平時隨便噴藥，不但影響大家健康、污染環境，更可怕的是
會讓斑蚊產生抗藥性（原本噴了會死，有抗藥性就噴不死）



二二二二、、、、平常水溝也不去清平常水溝也不去清平常水溝也不去清平常水溝也不去清，，，，蚊子那麼多也不去噴藥蚊子那麼多也不去噴藥蚊子那麼多也不去噴藥蚊子那麼多也不去噴藥，，，，
為什麼不去噴水溝為什麼不去噴水溝為什麼不去噴水溝為什麼不去噴水溝？？？？

在臭水溝的蚊子多半是熱帶家蚊，這種蚊子並不會傳染登革
熱，所以平常噴臭水溝一點用也沒有。

（但是如果水溝的水很清潔，還是可能會有斑蚊孳生，所以
可以的話要主動疏通住家周圍的水溝）

三三三三、、、、我家最乾淨我家最乾淨我家最乾淨我家最乾淨，，，，絶絶絶絶對都沒有蚊子對都沒有蚊子對都沒有蚊子對都沒有蚊子，，，，為何還要噴藥為何還要噴藥為何還要噴藥為何還要噴藥？？？？

就算家裡很乾淨又真的沒有蚊子，噴藥的時候蚊子會往沒有
噴藥的地方竄逃，反而增加自己被蚊子叮咬的機會，威脅到
自己的健康。



四四四四、、、、噴藥的時候煙那麼大噴藥的時候煙那麼大噴藥的時候煙那麼大噴藥的時候煙那麼大，，，，毒性一定很強毒性一定很強毒性一定很強毒性一定很強？？？？

登革熱防治用的殺蟲劑卻是對人體最無害的合成除蟲菊酯殺
蟲劑。

只要配合噴藥通知單上面的注意事項，注意家中的魚類和鳥
類等寵物，噴藥時戴上口罩到戶外等候，這種藥劑是不會對
人體造成影響的。

五五五五、、、、噴藥為什麼要那麼急噴藥為什麼要那麼急噴藥為什麼要那麼急噴藥為什麼要那麼急，，，，也沒有幾天前就通知也沒有幾天前就通知也沒有幾天前就通知也沒有幾天前就通知，，，，
我們還要工作怎麼辦我們還要工作怎麼辦我們還要工作怎麼辦我們還要工作怎麼辦？？？？

衛生單位接獲醫療院所通報登革熱個案，必須於36小時內進
行所有防治工作，目的就是要保護大家的健康。

緊急噴藥是為了第一時間內殺死帶病毒的斑蚊成蟲，不再叮
咬人產生更多病例。因此各種防治工作會比較急迫，請大家
務必見諒和配合。



六六六六、、、、不在時為何還要強制開鎖不在時為何還要強制開鎖不在時為何還要強制開鎖不在時為何還要強制開鎖，，，，我家東西如果丟了我家東西如果丟了我家東西如果丟了我家東西如果丟了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為何要全面性噴藥，前面已經有提到，就是為了讓斑蚊無處
可逃。

開鎖的時候一定會有衛生機關及警察在旁，噴藥結束後也會
恢復原狀，因此不用擔心會有東西遺失的可能。

七七七七、、、、反正我就是不要噴藥反正我就是不要噴藥反正我就是不要噴藥反正我就是不要噴藥，，，，會怎麼樣嗎會怎麼樣嗎會怎麼樣嗎會怎麼樣嗎？？？？

如果自私不噴藥，不但可能讓自己和家人被有病毒的班蚊叮
咬，也會影響左鄰右舍甚至全村的健康。

堅持不噴藥，不但影響自己和他人，最後還會被開罰單處罰
6萬至30萬，得不償失。這種處罰就算不想繳錢，還是會被
法院查封財產強制繳納，希望大家要三思。



八八八八、、、、得到登革熱又不會死人得到登革熱又不會死人得到登革熱又不會死人得到登革熱又不會死人，，，，發個燒發個燒發個燒發個燒、、、、不舒服一下不舒服一下不舒服一下不舒服一下，，，，
康復後還不是生龍活虎康復後還不是生龍活虎康復後還不是生龍活虎康復後還不是生龍活虎？？？？

就好像肝炎有Ａ、Ｂ、Ｃ的種類，登革熱也有１、２、３、
４四種型態，如果今天得到第１型的登革熱，下次又得到
２、３、4不同類型的登革熱，將可能因交叉感染導致登革
熱出血熱，死亡率高達50％，大家不可不慎。

落實登革熱防治工作不二法門落實登革熱防治工作不二法門

一.清除孳生源：集合村里或社區志工，大家合力動手
清除社區內各類積水容器，除了杜絕登革熱病媒蚊
孳生，也同時保障了自己的健康。

二.推動社區防疫：將登革熱防治觀念傳達給社區所有
住戶，一起檢查家裡有沒有積水容器孳生孑孓，保
障大家的健康。

三.減少容器使用：減少瓶裝或罐裝飲料的使用量，不
但健康環保又能避免丟棄的瓶瓶罐罐積水孳生病媒
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