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登革熱疫情回顧及提升地方防疫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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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管制中心  劉碧隆主任 
106.5.21 



報告大綱 

• 背景分析 
   -疫情概況‧問題分析‧策略方案 

• 各階段因應策略及成果 
   -困境一：缺乏面對大規模疫情流行時的疫情分析經驗與能力 

   -困境二：原有的人員編制、防疫物資及工作方式已不敷使用 

   -挑戰一：如何加速疫情降幅，避免疫情回燒？ 

   -挑戰二：如何保全各項防治策略成果？ 

• 防治成效 

• 檢討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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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病例：2萬2,765人 
死亡病例：113人 
分佈：臺南市36區 
歷時：37週 

起點 

背景分析1/6 疫情概況‧問題分析‧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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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2/6 疫情概況‧問題分析‧策略方案 

第1例本土個案5/16 第7例本土個案6/16 

第25例本土個案6/20 

第19例本土個案6/30 

第21例本土個案7/1 

第24例本土個案7/3 

5/20~5/31(11天降雨，251.5毫米) 

7/7查獲西門町跳蚤市場 

備註： 
*第___例是以臺南市所有個案確診順序進行編號 
*紫色字體所標明的個案為與跳蚤市場有關的前5例個案 

病
媒
蚊
密
度
級
數
及
查
核
次
數 

4/20~5/5 
推測有1名未檢出的 
感染病例至六甲里、
正覺里或跳蚤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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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3/6 疫情概況‧問題分析‧策略方案 

7/1~8/31(31天降雨，854.5毫米) 



針對確定個案居住地/活動地
進行孳生源檢查，以釐清可
能的感染源及後續傳染風險 

緊急防治過程中，督導各項防
治項目有無落實，包含藥劑濃
度、噴藥動作及時間、孳清狀
況等 

緊急防治後，2天內進行防
治後成效評估，了解防治工
作的成效 

社區診斷 化學防治督軍 成效評估 

個案疫調、活動地擴大疫調、半徑50公尺孳清及戶內外化學
防治、社區動員孳清等 

疫情概況‧問題分析‧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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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4/6 



衛生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 

缺乏面對大規模疫
情流行時的疫情分
析經驗與能力 

原有的人員編制、
防疫物資及工作方
式已不敷使用 

如何保全各項防治
策略成果？ 

如何加速疫情降幅，
避免疫情回燒？ 

困境一 困境二 

挑戰一 挑戰二 

疫情概況‧問題分析‧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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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5/6 



因應衛生局遭遇的困境與挑戰，在各階段擬訂不同的防疫策略 

專責疫情分析/防治建議 

區塊防治 

防火牆計畫 

滅孓計畫 

趕盡殺孓計畫 

孳清顧問團 

社區診斷/督軍/成效評估 

疫情概況‧問題分析‧策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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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析6/6 



1. 列管事項追蹤(于能/宛育/欽賢) 
2. 縣市政府衛生局/環保局聯繫窗口

(于能/宛育/欽賢) 
3. 掌握地方政府防治作為/處理進度

(于能/宛育/欽賢) 
4. 辦理公文函稿及重要事項郵件傳輸

（稽督單、縣市建議事項及其他） 
(于能/宛育/欽賢) 

5. 媒體輿情回應(于能/欽賢) 
6. 民眾陳情案件(欽賢) 

行政管考組 
闕于能、李宛育、王欽賢、林建生 

劉主任碧隆 
蔡專委遠鵬 

後勤庶務組 
周宜樺、王渝涵、郭洽利、陳麗美 

1. 責任區指揮中心聯繫窗口(督導診治負責人) 
2. 掌握責任區防治作為/處理進度(督導診治負責人) 
3. 提供查核地點及地圖(疫情分析負責人) 
4. 疫情資訊彙整/分析/簡報(疫情分析負責人給宜瑩/巧

雯) 
5. 登革熱重症追蹤(春媚/佩宜) 
6. 疫調表單管理(盈瑜/仁穎)(分配瑞真/悅淳/春媚/佩宜) 
7. 晨會報告資料準備(于能/宜樺) 

1. 機動防疫隊勤前說明、排班、調度
聯繫及庶務安排(技正) 

2. 查核報告蒐集及寄送(宜樺) 
3. 高風險場所、中央部會查核聯繫、

安排、及製作查核點地圖(宜樺/宛
育) 

4. 查核物資盤點/補充(洽利/麗美) 
5. 物資請購、核銷 (麗美/洽利) 
6. 車輛庶務(渝涵/麗美) 
7. 製作及寄送查核統計表(宜樺) 
8. 會議庶務(宜樺) 

防治督導診治 
闕于能(北區)、林建生(中西區+永康區)、王欽賢(東區)、 

李宛育(南區) 、周宜樺(安南區+其他) 

疫情分析 
闕于能(北區) 、林宜瑩(中西區+永康區)、林巧雯(東區)、 

李宛育(南區) 、蕭鈺婷(安南區+其他) 

蔡防疫醫師懷德 

王科長仁德 

南區管制中心應變小組組織架構 

困境一1/2 
成立中心應變小組‧專責疫情分析/防治建議 

缺乏面對大規模疫情流行時的疫情分析經驗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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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地理分佈 

防治建議 

個案增減趨勢 

各流行區設負責人，分析個案分佈、疫情趨勢及規劃防治區
塊，並掌握防治成效 

GIS 

成立中心應變小組‧專責疫情分析/防治建議 

缺乏面對大規模疫情流行時的疫情分析經驗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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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一2/2 



國軍支援(32週) 

30組熱霧機/每日(32週) 

50組熱霧機/每日(34週) 

90組熱霧機/每日(36週) 

105組熱霧機/每日(37週) 

110組熱霧機/每日(38週) 

175組熱霧機/每日(39週) 

180組熱霧機/每日(40週) 

100組熱霧機/每日(43週) 

70組熱霧機/每日(45週) 

區塊防治停止 
回歸點防治(49週) 

 國軍提供化學防治所需人力 

 市府及中央應變中心增購熱霧機組 

 跨局處/科室/非疫區衛生所支援、短期就業人力 

困境二1/7 逐步補足人力/物資‧區塊化學防治‧藥效/成效評估 

原有的人員編制、防疫物資及工作方式已不敷使用 

區塊化學防治始動(35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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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需要區塊防治 

• 個案數快速上升，點防治效果已無法因應每日新增個案數 

• 人力、物力有限 

• 集中防治量能，優先壓制重災區疫情，避免疫情散發 

點
防
治 

區
塊
防
治 

困境二2/7 

原有的人員編制、防疫物資及工作方式已不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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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補足人力/物資‧區塊化學防治‧藥效/成效評估 

36戶 



如何框選區塊防治 

• 依地形、地物、道路等為界，單位面積發病14天內個案數
最多的區域，以最外圍個案往外推50公尺，修正涵蓋的巷
弄區域來框定 

• 一個區塊約在400戶以內，以掌握防治進度 

• 框定排序 
個案數最多的優先 

疫情快速上升 

近4/2/1週及當天疫情趨勢判斷未來走向 

社區診斷結果、人口集中度等 

困境二3/7 

原有的人員編制、防疫物資及工作方式已不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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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補足人力/物資‧區塊化學防治‧藥效/成效評估 



困境二4/7 

原有的人員編制、防疫物資及工作方式已不敷使用 

行政區 執行區塊數 防治戶次 人口數 
區塊防治前後 
每週個案數變化 

東區 263 37,651 187,874 

南區 173 33,355 125,826 

中西區 101 26,160 77,047 

北區 156 23,771 132,948 

永康區 138 15,687 232,540 

安南區 106 12,656 191,363 

安平區 78 6,058 65,873 

其餘各區 44 3,090 872,689 

總計 1,059 158,428 1,886,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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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補足人力/物資‧區塊化學防治‧藥效/成效評估 

區塊防治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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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二5/7 

原有的人員編制、防疫物資及工作方式已不敷使用 

區管中心於防治過程中，抽測臺南市政府化學防治用藥進行
藥效試驗5次，確保所使用的藥品與稀釋倍數達到成效 

逐步補足人力/物資‧區塊化學防治‧藥效/成效評估 

蚊籠放置位置 

現場試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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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二6/7 

原有的人員編制、防疫物資及工作方式已不敷使用 

區別 里別 噴藥日期 查核日期 查核結果 備註(陽性容器)

北區 和順里 8月25日 8月27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北區 小康里 8月25日 8月27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北區 文元里 8月18日 8月18日 戶外埃及斑蚊1隻 戶外6陽性容器

當日督軍於噴藥過後範圍內(防火巷1、空

地5)(掃獲戶外斑蚊地點均與陽性地點為同

一戶)

中西區 三合里 8月19日 8月20日 戶內埃及斑蚊9隻 戶內4陽性容器
戶內2空屋3件、戶內1住家1件(掃獲戶內斑

蚊地點均與陽性地點為同一戶)

東區 東門里 8月15日 8月19日 無掃獲成蚊 戶外4陽性容器 鐵籠底盤、石獅子雕像、水桶

南區 大恩里 8月14日 8月18日 無掃獲成蚊 戶外1陽性容器 輪胎造景

北區 成功里 8月14日 8月17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南區 新生里 8月14日 8月14日 無掃獲成蚊 戶外3件陽性容器 空地菜園

北區 六甲里 8月13日 8月13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北區 正覺里 7月29日 7月31日 戶內埃及斑蚊1隻 無陽性容器

北區 延平里 7月8日 7月9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安南區 六甲里 7月5日 7月6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安南區 溪頂里 7月4日 7月6日 戶內1隻埃及斑蚊 無陽性容器

區管中心於化學防治後，進行防治後成效評估共70場，並將評
估結果回饋臺南市政府，以求改進、落實 

逐步補足人力/物資‧區塊化學防治‧藥效/成效評估 



17 

困境二7/7 

原有的人員編制、防疫物資及工作方式已不敷使用 

區別 里別 噴藥日期 查核日期   查核結果 備註(陽性容器) 

南區 田寮里 9月4日 9月7日 無掃獲成蚊 戶外1陽性容器 1戶外陽性花盆 

永康區 安康里 9月4日 9月7日 戶外埃及2隻 戶外1陽性容器 
1戶外車棚地面積水(掃獲戶外斑蚊地點與

陽性地點距離相近) 

北區 六甲里 9月4日 9月7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永康區 大橋里 9月6日 9月8日 無掃獲成蚊 戶外1陽性容器 1戶外陽性前院造景 

中西區 光賢里 9月8日 9月9日 戶內埃及2隻 戶內1陽性容器 
1戶內舊式冰箱底盤陽性(掃獲戶內斑蚊地

點與戶內陽性地點為同一戶) 

北區 大山里 9月7日 9月9日 無掃獲成蚊 戶外1陽性容器 戶外1陽性安全帽 

南區 金華里 9月7日 9月9日 
戶內埃及1隻、戶外
白線1隻 

戶外2陽性容器 
戶外1花盆底盤凹槽陽性及戶外1塑膠布陽
性(掃獲戶內斑蚊地點與戶外陽性花盆為同

一戶) 

南區 開南里 9月8日 9月10日 無掃獲成蚊 戶外1陽性容器 戶外1水泥旗杆基座陽性 

中西區 安海里 9月1日 9月4日 
戶內1、戶外3隻埃
及 

戶內1戶外2陽性容
器 

(空屋1、公寓頂樓1、住家1)(掃獲戶內外
斑蚊地點均與陽性地點為同一戶) 

北區 玉皇里 9月3日 9月4日 
戶外32隻埃及、白
線斑蚊6隻 

戶外12陽性容器 
(1空屋3件、1空地6件、1廟宇1件、2住家2
件)(掃獲戶內外斑蚊地點均與陽性地點為

同一戶) 

安南區 安富里 9月1日 9月3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南區 文華里 8月31日 9月3日 無掃獲成蚊 無陽性容器   

北區 勝安里 8月29日 9月2日 戶外2隻白線斑蚊 戶外3陽性容器 
戶外1空地2廢棄帆布(掃獲戶外斑蚊地點均

與陽性地點為同一戶) 

北區 中樓里 8月30日 9月2日 戶內2隻埃及斑蚊 戶內1陽性容器 
1戶內飲水機底盤(掃獲戶內斑蚊地點均與

陽性戶為不同戶但相鄰區塊) 

逐步補足人力/物資‧區塊化學防治‧藥效/成效評估 



於疫情嚴重里別外圍，擇定防火牆里別，強力孳清該里環
境，避免疫情向外延燒 

挑戰一1/4 
防火牆計畫‧孳清導師團‧落實公權力 

如何加速疫情降幅，避免疫情回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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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一2/4 
防火牆計畫‧孳清導師團‧落實公權力 

如何加速疫情降幅，避免疫情回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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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環保署、臺南市政府環保局、區公所 



目的：由CDC召集有經驗的防疫人員組成孳清導師團，培訓區公所、 

              鄰里長等人員，建立在地防疫人才 

時程：104年38週~40週 

對象：由各區區公所提報受訓名單 

方式：實地帶領受訓人員進行孳生源查核 

成果：至計畫結束，孳清導師共出動296人次，共培訓529位(/564) 

              孳清種子，合格率93.8% 

挑戰一3/4 
防火牆計畫‧孳清導師團‧落實公權力 

如何加速疫情降幅，避免疫情回燒？ 

孳清種子人員組成來源 20 



環保局 

衛生局 

1,588份處分書 

1,779份處分書 

強制停工 

103處 

挑戰一4/4 
防火牆計畫‧孳清導師團‧落實公權力 

如何加速疫情降幅，避免疫情回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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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藉由社區動員，針對台南市疫情熱區加強清理登革熱
病媒蚊孳生源，降低病媒蚊密度 

          妥善運用孳清導師團訓練孳清種子，增加實務技巧 

時程：分為動員孳清期、查核期、檢討改善期(43週~45週) 

對象：以近兩週(41-42週發病個案)累積病例超過6例以上
及最近數週疫情有回燒跡象之里別 

方式： 
       由各區培訓的孳清種子，交互查核區里 

       成效優良里別給予獎勵；成效不良者，列管重複查核 

挑戰二1/4 
滅孓計畫‧趕盡殺孓計畫 

如何保全各項防治策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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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 里數 0級 1級 2級 3級 ≧4級 ≦1級之里比例 

東區 36 5 19 10 2 0 67 

北區 20 4 9 3 0 0 81 

南區 16 6 4 2 0 0 83 

永康區 15 8 6 4 2 0 70 

中西區 12 0 6 0 0 0 100 

安南區 6 0 5 1 0 0 83 

安平區 6 7 7 1 0 0 93 

總計 111 30 56 21 4 0 77 

挑戰二2/4 
滅孓計畫‧趕盡殺孓計畫 

查核不合格者(>1級)，須經複查至合格為止；經兩
次複查後，本計畫合格率皆達100%。 

如何保全各項防治策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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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集中人力量能，聚焦個案活動地附近之高風險場域，巡檢
可能的隱藏性孳生源，澈底阻斷傳染途徑 

查到高風險場域、隱藏性孳生源，後續造冊列管改善，俾
免成為疫情的引爆點 

時程：連續10週 

對象：疫情回燒地段(防治後14天仍出現新個案地點) 

方式：CDC每週分析回燒地段，由區公所孳清種子進行該
地段50公尺內的高風險場域及隱藏性孳生源巡檢 

個案活動地
是否回燒 

列冊提供予
台南市政府 

一週內完成
查核 

是 

清除/列管 

挑戰二3/4 
滅孓計畫‧趕盡殺孓計畫 

如何保全各項防治策略成果？ 

24 



期別 回燒地點數 
有孳生源之
回燒地點數 

陽性水溝 高風險水溝 
高風險場
域或容器 

1 263 149 104 100 142 

2 61 36 13 39 47 

3 40 21 1 13 15 

4 24 10 0 9 9 

5 17 6 1 4 5 

總計 405 222 119 165 218 

高風險場域
或容器類型 

挑戰二4/4 
滅孓計畫‧趕盡殺孓計畫 

查獲之孳生源皆依現場情形
給予投藥、清除、疏通水溝
或列管追蹤 

如何保全各項防治策略成果？ 

*高風險水溝指水溝積水、淤積、不流動等狀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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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指揮所 

署本部於9/15~11/5期間於本中心成立前進指揮所，即時因
應疫情概況於第一時間指揮執行相關防治作為 

流行區實地查核 

醫療顧問團 

召開防治工作檢討會議 

拜會應變醫院 



27 

良好的雙向溝通 

臺南市政府與區管中心雙方人員防治討論會議至少達73次 
建立雙方良好溝通管道，分享資訊與共同規劃防治工作 



相較往年流行高峰位於10月底，各項防治策略的執行，使臺南
市疫情提早於9月中，在氣溫尚未下降時即反轉下降 

防治成效 

28 

氣溫 

臺南市病例數 



檢討與建議 

區管中心須評估衛生局在處理流行疫情過程中，面臨哪些問題與困
境，由區管中心予以協助補強，才能詮釋中央與地方的夥伴關係。 

疫情防治過程有階段性，須隨時因應不同的疫情狀況調整策略，而
非固守既有SOP，才能達到最大防治效益。 

防治工作執行過程中，應同時思考保全防治成果的策略，才能一勞
永逸。 

第一線防疫人員不只有衛生及環保單位，亦應納入基層的民政單位、
人員，故相關單位及人員的實務訓練便顯重要，也是社區能否持續
落實孳清的關鍵。 

29 

檢討 
疫情初期務必落實各項防治工作內容，才能避免後續疫情。 
衛生局需思考如何留住人力，減少流動，做好經驗傳承。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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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謝 

感謝疫情期間臺南市政府、各醫療院所醫事人員的協助
與努力，讓疫情得以順利控制、反轉！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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