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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茲卡病毒、屈公病防治介紹

•孳生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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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疾病疾病疾病疾病 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 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 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

來源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 全國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 全國 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臺南市 全國

通報數 7 94 0 3 0 1

本土確診 0 0 0 0 0 0

境外確診 1 14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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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茲卡病毒感染茲卡病毒感染茲卡病毒感染茲卡病毒感染
國內及台南市疫情現況國內及台南市疫情現況國內及台南市疫情現況國內及台南市疫情現況

截取日期：109/1/1-109/1/12

109109109109年登革熱病例分布年登革熱病例分布年登革熱病例分布年登革熱病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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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境外病例分布

縣市 病例數

台南市 1

台北市 2

新北市 3

桃園市 2

高雄市 1

宜蘭縣 1

彰化縣 3

雲林縣 1

合計 14

本市境外確診病例分布

區別 里別
病例

數
國籍 職業

感染

國家

緊急

防治
解除日

下營 賀建 1 本國 科技 印尼 是 2/5

截至109年1月22日17:00止
(依發病日計算)

• 109全年累計

• 本土全國0例

• 境外移入全國14例

• 本市1例



典型登革熱的臨床症狀典型登革熱的臨床症狀典型登革熱的臨床症狀典型登革熱的臨床症狀

• 有些人感染到登革熱病毒並
不會生病，稱為不顯性或無
症狀感染，有些人僅有發燒
等輕微症狀，有些人則出現
較嚴重的典型症狀，包括發包括發包括發包括發
燒燒燒燒、、、、紅疹紅疹紅疹紅疹、、、、眼窩或骨頭酸眼窩或骨頭酸眼窩或骨頭酸眼窩或骨頭酸
痛痛痛痛，甚至出血現象。由於個
人感染後表現之症狀有很大
的差異，必須由醫師診斷或
實驗室檢驗，因此懷疑感染因此懷疑感染因此懷疑感染因此懷疑感染
疾病時就必須就診疾病時就必須就診疾病時就必須就診疾病時就必須就診

發燒(38℃以上)、骨頭關節、肌肉及後眼窩痛、
發燒3-4天後皮膚出紅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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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

•潛伏期：

• 3~7天，最長可達12天

，最短為2天

•症狀：

•發燒、頭痛、疲勞、噁

心、嘔吐、肌肉痛、出

疹及關節痛關節痛關節痛關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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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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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
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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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登革熱 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茲卡病毒感染症 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屈公病

傳染
病媒蚊

埃及斑蚊、白線斑蚊

潛伏期
3~8天，
最長可達14天

3~7天，
最長可達12天

3~7天，最長可
達12天，最短
為2天

發病
症狀

發燒、頭痛、後
眼窩痛、肌肉
痛、關節痛、出
疹、腹瀉…等

與登革熱症狀相
同，另有結膜炎結膜炎結膜炎結膜炎、、、、
關節炎症狀關節炎症狀關節炎症狀關節炎症狀

發燒、頭痛、
疲勞、噁心、
嘔吐、肌肉
痛、出疹及關
節痛

有無
疫苗

無 無 無



台灣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台灣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台灣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台灣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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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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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地區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屬斑蚊類，特徵是身體黑色
腳上有白斑，主要是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兩種

腳上都有黑
白相間的
斑紋亦叫
花腳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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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蚊卵粒斑蚊卵粒斑蚊卵粒斑蚊卵粒

� 埃及斑蚊 � 白線斑蚊

��卵黑色卵黑色卵黑色卵黑色，，，，可耐旱可耐旱可耐旱可耐旱產於容器水面邊緣的器壁產於容器水面邊緣的器壁產於容器水面邊緣的器壁產於容器水面邊緣的器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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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斑蚊 � 白線斑蚊

斑蚊幼蟲斑蚊幼蟲斑蚊幼蟲斑蚊幼蟲

��幼蟲是孓孓，生活於水中

��以水中的微生物、有機顆粒等為食，脫皮四次，分為四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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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期卵期卵期卵期 幼蟲期幼蟲期幼蟲期幼蟲期 蛹期蛹期蛹期蛹期

3-4天天天天 5-6天天天天

1-2天天天天

登革熱病媒蚊的一生登革熱病媒蚊的一生登革熱病媒蚊的一生登革熱病媒蚊的一生

雌蚊具雌蚊具雌蚊具雌蚊具
絲狀觸角絲狀觸角絲狀觸角絲狀觸角

雄蚊具雄蚊具雄蚊具雄蚊具
羽毛狀觸角羽毛狀觸角羽毛狀觸角羽毛狀觸角

成蟲期成蟲期成蟲期成蟲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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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蚊吸血行為斑蚊吸血行為斑蚊吸血行為斑蚊吸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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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埃及斑蚊
較易受到驚擾一天可吸多較易受到驚擾一天可吸多較易受到驚擾一天可吸多較易受到驚擾一天可吸多
次吸血次吸血次吸血次吸血

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白線斑蚊
一次吸飽為原則一次吸飽為原則一次吸飽為原則一次吸飽為原則

登革熱傳播途徑登革熱傳播途徑登革熱傳播途徑登革熱傳播途徑

感染方式主要是藉由病媒蚊叮咬人病媒蚊叮咬人病媒蚊叮咬人病媒蚊叮咬人時將病毒傳入人體內
並不會不會不會不會由人人人人直接傳染給人人人人，也不會不會不會不會經由空氣空氣空氣空氣或接觸傳染接觸傳染接觸傳染接觸傳染

13



登革熱傳染時程圖登革熱傳染時程圖登革熱傳染時程圖登革熱傳染時程圖

-1 0 5 10 20 30 日

10 31

病毒在蚊蟲體內繁殖 8-12 日
後可再傳染給健康的人

-1 5 7 17

可感染期

(發病前1日到後5日)

指標病例發病日 次一波病例平均發病日

登革熱流行預防關鍵 次一波病例發病日(潛伏期3-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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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蚊棲息場所及吸血習性斑蚊棲息場所及吸血習性斑蚊棲息場所及吸血習性斑蚊棲息場所及吸血習性

� 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埃及斑蚊埃及斑蚊

喜歡棲息於室內，尤其是深色之窗簾深色之窗簾深色之窗簾深色之窗簾、衣服衣服衣服衣服、、、、
布幔及其他陰暗處所布幔及其他陰暗處所布幔及其他陰暗處所布幔及其他陰暗處所

� 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白線斑蚊白線斑蚊

喜歡棲息於室外孳生棲所附近之植物及戶外之
陰涼處所

� 吸血高峰吸血高峰吸血高峰吸血高峰

斑蚊在白天吸血，以早上9-10時及下午4-5時為
吸血高峰

溫馨提醒：蚊子也有上下班時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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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登革熱重點提示防治登革熱重點提示防治登革熱重點提示防治登革熱重點提示

•裝設紗窗、紗門

•登革熱流行期間，睡覺時應掛蚊帳

•應選購環境保護署登記合格之環境衛生用藥

，於家庭陰暗處噴灑非必要時不使用殺蟲劑

•白天室內陰暗處可使用捕蚊燈滅蚊

•傳播登熱的病媒蚊是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

•這兩種蚊子都是在白天吸血，吸血場所大多

在屋內或野外陰暗處，如樹林或竹林內，外

出時可使用衛生福利部核可的防蚊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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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登革熱重點提示防治登革熱重點提示防治登革熱重點提示防治登革熱重點提示

• 清除積水容器，杜絕病媒蚊孳生，是防治登革熱的根本方法

• 隨時注意家中及周圍環境，消除蚊蟲孳生的積水容器

• 病媒蚊孳生的場所為家屋內外或家屋附近盛水之各種容器，
比如水缸、水甕、鐵桶、木桶、塑膠桶、水泥槽、廢輪胎、
花瓶花盤、空罐、破瓶等人工容器，及樹洞、竹洞、屋簷、
排水溝等

• 清除孳生源將上述病媒蚊的孳生場所清除乾淨，將不需要的容
器去掉，必須盛水的容器如花瓶等，至少每週要倒棄一次，並
用刷子將內壁刷洗乾淨，才能將病媒蚊的卵洗淨（注意盡量將
清洗後的水倒於可被陽光曝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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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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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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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塑膠布凹槽塑膠布凹槽塑膠布凹槽塑膠布凹槽 遮雨棚遮雨棚遮雨棚遮雨棚

遮雨棚遮雨棚遮雨棚遮雨棚 遮雨棚遮雨棚遮雨棚遮雨棚 果菜園果菜園果菜園果菜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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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空地孳生源

水泥樁上之水管水泥樁上之水管水泥樁上之水管水泥樁上之水管 塑膠管塑膠管塑膠管塑膠管 水泥樁水泥樁水泥樁水泥樁

輪胎輪胎輪胎輪胎 防空壕防空壕防空壕防空壕 水族箱水族箱水族箱水族箱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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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噴水池廢棄噴水池廢棄噴水池廢棄噴水池 造景容器造景容器造景容器造景容器 造景假山凹槽造景假山凹槽造景假山凹槽造景假山凹槽

停車廠水塔無蓋停車廠水塔無蓋停車廠水塔無蓋停車廠水塔無蓋 掩蓋物容器掩蓋物容器掩蓋物容器掩蓋物容器 廢棄汽油桶廢棄汽油桶廢棄汽油桶廢棄汽油桶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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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磨器石磨器石磨器石磨器 大型圓盤大型圓盤大型圓盤大型圓盤 陽性水溝陽性水溝陽性水溝陽性水溝

儲水槽儲水槽儲水槽儲水槽 台電地下電纜引上管台電地下電纜引上管台電地下電纜引上管台電地下電纜引上管 廢棄水管廢棄水管廢棄水管廢棄水管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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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電瓶空電瓶空電瓶空電瓶電視螢幕電視螢幕電視螢幕電視螢幕 塑膠箱塑膠箱塑膠箱塑膠箱

路障用輪胎路障用輪胎路障用輪胎路障用輪胎 手輪胎手輪胎手輪胎手輪胎 小木盒小木盒小木盒小木盒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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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溝水溝水溝水溝 廢棄抽油煙機廢棄抽油煙機廢棄抽油煙機廢棄抽油煙機 防撞桶防撞桶防撞桶防撞桶

畚箕畚箕畚箕畚箕 塑膠椅塑膠椅塑膠椅塑膠椅 大型塑膠資源回收筒大型塑膠資源回收筒大型塑膠資源回收筒大型塑膠資源回收筒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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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竊盜圍牆碎玻璃防竊盜圍牆碎玻璃防竊盜圍牆碎玻璃防竊盜圍牆碎玻璃 花架腳座底盤花架腳座底盤花架腳座底盤花架腳座底盤 集線盤集線盤集線盤集線盤

紐澤西護欄紐澤西護欄紐澤西護欄紐澤西護欄 鐵製廢棄垃圾桶蓋鐵製廢棄垃圾桶蓋鐵製廢棄垃圾桶蓋鐵製廢棄垃圾桶蓋 蝸牛殼蝸牛殼蝸牛殼蝸牛殼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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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雕製品木雕製品木雕製品木雕製品 茶壺種植植物茶壺種植植物茶壺種植植物茶壺種植植物 旅人蕉旅人蕉旅人蕉旅人蕉

大王椰子樹葉積水大王椰子樹葉積水大王椰子樹葉積水大王椰子樹葉積水 公園裝飾燈公園裝飾燈公園裝飾燈公園裝飾燈 燈罩燈罩燈罩燈罩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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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帽安全帽安全帽安全帽 頂樓水錶頂樓水錶頂樓水錶頂樓水錶 汽車保險桿凹槽汽車保險桿凹槽汽車保險桿凹槽汽車保險桿凹槽

廢用之攤架積水廢用之攤架積水廢用之攤架積水廢用之攤架積水 儲水桶鐵蓋凹陷處儲水桶鐵蓋凹陷處儲水桶鐵蓋凹陷處儲水桶鐵蓋凹陷處 水泥槽水泥槽水泥槽水泥槽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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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爐金爐金爐金爐 金爐倒置金爐倒置金爐倒置金爐倒置 防蟻陷防蟻陷防蟻陷防蟻陷

屋簷排水槽屋簷排水槽屋簷排水槽屋簷排水槽 屋頂輪胎屋頂輪胎屋頂輪胎屋頂輪胎 炒鍋炒鍋炒鍋炒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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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其他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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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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DJDJD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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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登革熱、茲卡病毒、屈公病防治介紹

•孳生源介紹

• 109年登革熱防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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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登革熱防治策略年登革熱防治策略年登革熱防治策略年登革熱防治策略

32

三大策略三大策略三大策略三大策略 十大方案十大方案十大方案十大方案

阻絕境外阻絕境外阻絕境外阻絕境外

移入防止移入防止移入防止移入防止

自覺通報自覺通報自覺通報自覺通報

即時防治即時防治即時防治即時防治

全民參與全民參與全民參與全民參與

社區動員社區動員社區動員社區動員

團隊資源團隊資源團隊資源團隊資源

環境診斷環境診斷環境診斷環境診斷

科學防疫科學防疫科學防疫科學防疫

分級指揮分級指揮分級指揮分級指揮

創新計畫創新計畫創新計畫創新計畫

指標監測指標監測指標監測指標監測

科技輔助科技輔助科技輔助科技輔助

與移與移與移與移
工最工最工最工最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之策之策之策之策
略略略略

境外移入病例易造成社區群聚感染境外移入病例易造成社區群聚感染境外移入病例易造成社區群聚感染境外移入病例易造成社區群聚感染

髒亂環境髒亂環境髒亂環境髒亂環境

移入病例移入病例移入病例移入病例

致病原致病原致病原致病原

群聚感染群聚感染群聚感染群聚感染群聚感染群聚感染群聚感染群聚感染



策略一策略一策略一策略一 阻絕境外阻絕境外阻絕境外阻絕境外

•方案一方案一方案一方案一：：：：移入防止移入防止移入防止移入防止

－機場檢疫站發現發燒之東南亞入境旅客進

行登革熱NS1快篩
快篩陰性：請仲介留完整連絡方式，並協助移工進行自主健康管理
單獨隔離單獨隔離單獨隔離單獨隔離至實驗室檢驗結果確認為陰性

快篩陽性：請仲介協助移工直接至醫院住院隔離住院隔離住院隔離住院隔離至脫離病毒血症期

－移工入境3日內體檢如有發燒等登革熱疑似

症狀一律加驗登革熱NS1抗原快篩

34

原則一

請移工健檢指定醫院配合有疑似登革熱症狀之移工加驗
NS1快篩，公費快篩試劑由登革熱防治中心提供

策略一策略一策略一策略一 阻絕境外阻絕境外阻絕境外阻絕境外

• (二二二二)自覺通報自覺通報自覺通報自覺通報

－剛入境我國之外籍移工入境14日內須配合進行
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監測，期間如發燒應立即至本

市備有登革熱NS1抗原快篩試劑醫療院所就診，
詳細告知TOCC並檢測登革熱快篩

(Travel  history旅遊史旅遊史旅遊史旅遊史、Occupation職業職業職業職業、Contact 

history接觸史接觸史接觸史接觸史及Cluster群聚史群聚史群聚史群聚史)

－

35

原則二



新入境外籍移工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紀錄表新入境外籍移工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紀錄表新入境外籍移工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紀錄表新入境外籍移工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紀錄表
109

※檔案將掛於登革熱防治中心網站，請自行下載運用

36.436.5 36.236.5 36.336.5 36.036.1 36.336.4 36.536.036.3 36.2

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紀錄表填寫範例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紀錄表填寫範例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紀錄表填寫範例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紀錄表填寫範例

37.537.7 38.538.8 38.437.8 37.237.0 36.836.4 36.536.236.1 36.2

如發燒應立即至本市備有登革熱如發燒應立即至本市備有登革熱如發燒應立即至本市備有登革熱如發燒應立即至本市備有登革熱NS1抗原快篩試劑醫療院所就診抗原快篩試劑醫療院所就診抗原快篩試劑醫療院所就診抗原快篩試劑醫療院所就診
，，，，詳細告知詳細告知詳細告知詳細告知TOCC並檢測登革熱快篩並檢測登革熱快篩並檢測登革熱快篩並檢測登革熱快篩

入境入境入境入境14日內每日填寫體溫監測紀錄留存備查日內每日填寫體溫監測紀錄留存備查日內每日填寫體溫監測紀錄留存備查日內每日填寫體溫監測紀錄留存備查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目標一目標一目標一目標一 阻絕境外阻絕境外阻絕境外阻絕境外

• (三三三三)即時防治即時防治即時防治即時防治

• －境外/本土高度疑似或確診病例通報，24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內

• 規劃執行戶內外化學防治作業

38

原則三

高度疑似或確診病例通報立即動員戶內高度疑似或確診病例通報立即動員戶內高度疑似或確診病例通報立即動員戶內高度疑似或確診病例通報立即動員戶內外外外外

化學防治作業化學防治作業化學防治作業化學防治作業

不在戶強制開鎖不在戶強制開鎖不在戶強制開鎖不在戶強制開鎖





109109109109年度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年度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年度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年度臺南市外籍移工宿舍
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登革熱防治競賽計畫

• 計畫對象：

– A組：本市100人以上之外籍移工宿舍

– B組：本市10~99人之外籍移工宿舍

• 計畫期程：(計畫近期將公告於臺南市政府登革熱防治中心官網)

– 報名日期：109年2月1日~2月29日

– 計畫日期：109年3月1日~11月30日

• 計畫獎勵：

– 各組前三名分別頒發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獎勵金(等值禮券等值禮券等值禮券等值禮券)及獎狀獎狀獎狀獎狀

– A組第一名：30,000元、第二名： 20,000元、第三名： 10,000元

– B組第一名：15,000元、第二名： 10,000元、第三名： 5,000元

競賽計畫工作項目競賽計畫工作項目競賽計畫工作項目競賽計畫工作項目

• 設置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專責管理人員

• 訂定移工宿舍登革熱防治計畫書

• 宿舍中如有移工將入境我國(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3日前
應事先上網進行填報。

• 宿舍中剛入境我國14日內(包含新入境或返鄉探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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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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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月辦理宿舍登革熱防治動員孳清活動

• 每半年辦理一次宿舍人員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活動

• 實地考評

• 計畫成果書面資料繳交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範例範例範例範例



查獲陽性孳生源之罰則查獲陽性孳生源之罰則查獲陽性孳生源之罰則查獲陽性孳生源之罰則
•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傳染病防治法第傳染病防治法第傳染病防治法第25條條條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
蚊、蠅、蚤、蝨、鼠、蟑螂及其他病媒。前項病媒孳生源之公
、私場所，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依地方主管機關之通
知或公告，主動清除之。」

• （二）傳染病防治法第傳染病防治法第傳染病防治法第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條條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
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必要時，並得限期令其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之：一、違反第二十五條第二
項規定。…。」

• （三）本府於106年6月26日以府登防字第府登防字第府登防字第府登防字第1060546405B號公告號公告號公告號公告：
「本市公、私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主動清除場所內
之登革熱病媒蚊及其他孳生源，自即日起，凡未主動清除者，
本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7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三千元三千元三千元

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改善，屆期仍未改善
者，按次處罰之；或依同條第2項規定對於屆期仍未完成改善情
節重大者，命其停工或停業」。

~~~~簡報結束簡報結束簡報結束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感謝聆聽~~~~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4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1922」」」」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24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336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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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小時防疫專線「「「「70303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