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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報乎你知

這是一種藉由病媒蚊叮咬人而傳播的急性傳染病！

但是不會經由人直接傳染給人。

　登革熱有人叫它「天狗熱」或是「斷骨熱」。

什麼是「登革熱/屈公病」？

如果我們被帶有登革/屈公病毒的埃及斑蚊或白線

斑蚊叮咬以後，就可能感染到登革熱/屈公病。

大約經過3-8天的潛伏期，就會發病。

傳播途徑

登革熱/屈公病是怎麼傳染給人類的?

小辭典

什麼是「病媒蚊」呢？

答：會傳播疾病的蚊子。  

病毒血症期：登革熱（發病前1天至第5天），

　　　　　　屈公病（發病前2天至第5天）。

潛伏期：登革熱（3-8天），屈公病(約3-7天)。

 

蚊子叮咬了
患者的血液

病毒在蚊體內大量
的繁殖，8-12天後
可傳給健康人

健康人

人感染病毒約
3-8天的潛伏期

開始生病

帶病毒斑蚊
白線斑蚊
埃及斑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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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報乎你知

病病媒蚊放大鏡

台灣主要傳播登革熱/屈公病的病媒蚊種類

外觀特色

胸部背側有一對

彎曲的白線，中

間有2條縱線。

共同特色

腳上都有黑白相

間的斑紋，又叫

做「花腳蚊」。

外觀特色

胸部背面有一條

白線。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蚊子的生命週期

病媒蚊的生活習性─白天叮人吸血！

埃及斑蚊

1.喜歡棲息在室內，尤其是深色的窗簾、衣服、布幔及其他陰暗

　的地方。

2.因在室內，叮咬人的時間高峰不明顯。

3.在台灣主要分布的地區是在嘉義布袋以南各縣市。

白線斑蚊

1.喜歡棲息在室外。

2.一天之中叮咬人的高峰時刻約在日出後1-2小時，及日落前2-3
  小時。

3.在台灣主要分布於全島平地及高度1,500公尺以下山區。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嘉義縣

澎湖縣

台東縣

蛹

雌蚊30天
雄蚊14天

成蚊

卵

孑孓

2-3天

1-2天

5-8天
台南市

高雄市

屏東縣

嘉義縣

澎湖縣

台東縣

斑蚊分布圖

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

白線斑蚊

蚊子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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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報乎你知

感染的症狀？

認識「登革出血熱」

1.登革熱可分為「典型登革熱」及「登革出血熱」。

2.登革熱由登革病毒引起，可分為Ⅰ、Ⅱ、Ⅲ、Ⅳ

  型四種血清型別。屈公病則由屈公病毒引起。

3.屈公病與登革熱症狀非常相似：

　　大部分會出現發燒、頭痛、疲勞、噁心、嘔吐、

    肌肉痛、關節痛及出疹。

　　一般症狀會持續幾天到兩週。

4.屈公病與登革熱症狀的不同處：

　　屈公病有些個案關節會痛到無法行動，並持續

　　數週或是數月，而典型的登革熱並不會出現長期

　　的關節痛。

登革出血熱起初的症狀和典型登革熱相似，但在發病3-4
天之後，身體會有出血的現象，例如皮下出血、牙齦、眼

結膜、鼻、胃、子宮出血，同時會發生血漿滲出現象，臨

床上會出現腹水和肋膜腔積水，若未及時就醫治療，死亡

率可達10%至50%。

登革出血熱嚴重時，可能引起休克，這種休克，稱為「登

革休克症候群」，而登革出血熱發生出血及休克的期間，

大多是在發燒將要退的時候，或是燒退了之後的24-48小
時，所以千萬不要誤以為燒退了就沒關係了。

曾經得過登革熱之後，就終生免疫了嗎？

登革病毒有四型，再次感染同型可獲得長時間免疫，
但若屬不同型別，不但不具有免疫力，而且可能發生
較嚴重的登革出血熱。

錯誤
的觀念

發燒、頭痛

出 疹

肌肉痛、關節痛

發燒、頭痛

出 疹

肌肉痛、關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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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報乎你知

室內孳生源

儲水或盛水容器：

不用時倒置，使用時加蓋密封。

廢棄容器：

勿隨意堆積或丟棄於戶外，若為無法自行處理的大

型廢棄物，應交由清潔隊運走。

清除所有可能會積水的容器：

無論是天然的樹洞竹洞，或是人為建築的屋頂排水

溝、雨棚、水表座積水，甚至是庭院造景可能的積

水處，都應加以處理，以避免孳生病媒蚊。

養殖水生植物的容器：

放入水草、小石頭或養食蚊魚。

預防登革熱/屈公病就要從處理蚊子的幼蟲(孑

孓)開始，而不只是消滅成蚊，因為成蚊也是

從卵、幼蟲長大來的，如果一直有卵跟幼蟲在

生長，那麼，消滅成蚊也無法殺死所有病媒蚊

，畢竟「沒有孳生源，就沒有病媒蚊；沒有病

媒蚊，就沒有登革熱/屈公病」！

孳生源處理原則

清除蚊子幼蟲(孑孓)的家

小辭
典

什麼是孳生源呢？
就是積水容器。

1. 黃金葛、萬年青、椰子等水生植物的積水容器

   雌蚊會產卵在植物莖上及容器內壁，必須每週換水

   並沖洗植物莖部，同時刷洗花瓶內壁以清除蟲卵。

可利用水草來種植，以後只要
定期澆水施肥。

放些小石頭，讓水面不超過小
石頭，這樣，雌蚊就不會去產
卵。

可利用遇水會膨脹的膠質物來
種植，以後只要定期澆水施肥
，並補滿膠質物

改變種植方式
可以一勞永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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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報乎你知

室內孳生源

室內孳生源2. 花盆底盤

4. 冰箱、開飲機、烘碗機、茶盤的底盤

3. 儲水的水桶、陶甕、水泥槽

5. 家中的馬桶及水箱

每週記得將積水倒掉，並加以刷洗。亦可於花

盆底盤放置吸水物質如水草。

家中儲水的水桶及陶甕、水泥槽要加蓋。

如果長期不使用，如外出旅行時，就應該將馬桶蓋

及水箱蓋蓋上。

每週記得將積水倒掉，並加以刷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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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報乎你知

室內孳生源

小辭典

6. 地下室或停車場積水清除

7. 鮮花花瓶

1. 陶甕、水泥槽、水桶等儲水容器

2. 花盆底盤

不用時倒置或清除，使用中的要加蓋。

放在戶外的花盆，最好不要用底盤。如果要用底盤，

必須每週清除積水並刷洗。

每週換乾淨的水，並用力刷洗內壁，以清除蟲卵。

地下室的積水也是蚊

子的孳生場所，可利

用抽水機抽乾積水，

並找出漏水原因修補。

以上所介紹的，是一般性的病
媒蚊孳生源，提醒您，只要有
一點點積水，就會讓孑孓有可
乘之機！  

庭院及防火巷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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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報乎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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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花盆底盤

不用時倒置或清除，使用中的要加蓋。

放在戶外的花盆，最好不要用底盤。如果要用底盤，

必須每週清除積水並刷洗。

每週換乾淨的水，並用力刷洗內壁，以清除蟲卵。

地下室的積水也是蚊

子的孳生場所，可利

用抽水機抽乾積水，

並找出漏水原因修補。

以上所介紹的，是一般性的病
媒蚊孳生源，提醒您，只要有
一點點積水，就會讓孑孓有可
乘之機！  

庭院及防火巷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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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換水並刷洗。

3. 荷花、水芙蓉等水生植物的觀賞容器

用來養殖水生植物的容器，

長期使用又無法加蓋時，可

以養食蚊魚，如台灣鬥魚、

大肚魚或孔雀魚等，水面上

再覆蓋水芙蓉或其他水生植

物來保護魚，美觀又不怕有

蚊子。

台灣鬥魚

大肚魚孔雀魚

4. 寵物的飲用水盤

不用時倒置，以不積水為原則。

5. 澆花、種花所使用的容器

可加蓋或養食蚊魚。

6. 馬槽水

庭院及防火巷孳生源

庭院及防火巷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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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單輪手推車、閒置的水族箱

8. 遮蓋用塑膠布

10. 廢輪胎

11. 鍋碗瓢盆、鐵罐、保麗龍及塑膠製品

不用時倒置或加蓋，或用塑膠袋套緊收妥。

廢輪胎應該清除，若在公園、運動場等休閒場所使

用的輪胎，請打洞或填土。

勿堆積，若仍要使用，以放置方式不積水為原則。

儘量勿堆積物品於戶外，若真要使用塑膠布覆蓋

時，頂部需撐平，底部也應往內折。

9. 雨棚上的積水
把雨棚架平，以不積水為原則。

庭院及防火巷孳生源

庭院及防火巷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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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屋頂排水溝
清除積水或保持暢通。

16. 防火巷
勿堆積雜物。

排水溝堆積雜物。

17. 旗座
在製作時，即應於底座留有開口，亦可填滿細砂或

以塑膠袋密封。

12. 假山假水或地面的窪地

13. 樹洞

假山假水若為不流動的水，可填土或養食蚊魚，

窪地則要填平。

填土或種花。

14. 水表座積水 
用透明膠帶平貼或加蓋。

庭院及防火巷孳生源

庭院及防火巷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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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的應清理，不用時則應倒置收好。

1. 未加蓋水桶

3. 廢棄或暫不使用的桶子、陶甕

4. 棄置的玩具、舊鞋、瓶子、杯子、鐵罐清除

使用中的水桶要加蓋，若需盛接雨水，可用細網

蓋上，蚊子便無法產卵。

2. 廢棄洗衣槽、浴缸、馬桶
勿隨意堆積亂丟於戶外，如果無法自行處理時，

請交由清潔隊運走。

看！清除過後不但
不會成為病媒蚊的
孳生源，環境也乾
             淨多了！

空地/空屋的孳生源

空地/空屋的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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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空屋的孳生源

空地/空屋的孳生源5. 空屋的水塔、馬桶、冷氣機的水槽

6. 廢輪胎

7. 竹筒

因輪胎是黑色的，更容易吸引病媒蚊產卵，所以應清除。

自竹節處截斷或是填土。

空屋、空地乏人管理，蚊子最容易窩藏，應通知

所有人(使用人)或區公所來處理。

容器不積水
蚊子不孳生
記得刷洗加蓋或倒置
室內室外大小積水容器
有我一定清到底呀~
清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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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已經把居家內外的病媒蚊孳生源檢查並清除了嗎？

可是您家沒蚊子，不代表別人家沒蚊子，因為蚊子

是會飛來飛去的喔！尤其，病媒蚊的成長，從卵、

幼蟲再變成蛹，最後羽化成蚊子，只需要「一個

星期」左右的時間。為了預防登革熱/屈公病在家

庭及社區流行，我們應該結合家庭及社區的力量，

每週選擇一天來作為...

每週一天全民清除孳生源

布氏指數

為計算病媒蚊密度之方法，這代表病媒蚊幼蟲（含蛹）

之多寡。

還有一些動員的方法要告訴您

全民清除孳生源為什麼要全年無休呢？

因為

1.全球氣候暖化

2.國際疫情激增

(尤其是東南亞地區)

所以清除登革熱/屈公病孳生源必須全年無休，

不分夏天或冬天。

3.國際旅遊頻繁

4.境外移入病例增加

5.社區城市化

任    務

成    員

期    間

預期目標

每週一天全民清除孳生源。

所有社區民眾，老老少少，還要樓上招

樓下、阿母招阿爸，哥爸妻夫一起來！

全年無休，不分夏天或冬天。

病媒蚊孳生源，乎ㄉㄚ啦！

計算方法：
陽性容器數

調查戶數
× 100

例如：調查50戶住宅，發現有埃及斑蚊幼蟲孳生之容器

數為10個，則埃及斑蚊布氏指數為20，4級，見下表。

等級

布氏
指數

1   2   3   4   5   6   7   8   9

1-4 5-9 10-19 20-34 35-49 50-74 75-99 100-199 200

學校

社區

機關

組成「防疫小尖兵」

組織「蟲蟲特攻隊」

進行「聯合稽查」

依不同的組成對象，規劃工作範圍及動員

的方法，如營隊、分組比賽、社區認養、

檢查計畫......等，讓參與的每一份子都

不只有責任心，更能激發大家愛鄉愛家的

情感，如此，登革熱／屈公病自自然然就

會遠離我們的家園了！

動員方式 進行方式

「孳生源清除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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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交流站

每一個為登革熱/屈公病防治而努力的人都像是一顆種子。

說真的，防疫知識就是要靠這群「種子」來傳播，防疫

工作也要靠這群「種子」來帶領，期望我們所提供的

資料，能助您一臂之力！

相關宣導的文宣品

□陶甕、水缸

□雨鞋、雨衣

□空瓶、空罐、鍋子、水壺

□杯子、碟子、盤子、碗

□桶子(木桶、鐵桶、塑膠桶等)

一、您的住家附近是否有下列廢容器?請馬上動手清除：

二、積水是否已清除？

□地下室積水

□地下室內的集水井

□自來水表或瓦斯表

□門外信箱

□燒金紙的桶子

□冷氣機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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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座水泥樁上及其他可積水之水管

□假山造型水池的凹槽處

□水溝阻塞積水

□屋簷排水管、帆布、遮雨棚

□花盤、花瓶、插水生植物容器（如：萬年青、黃金葛等）

□澆花灑水桶、花盆盆栽底盤

□儲水容器(水缸、水泥槽、水桶、陶甕等或寵物飲水容器)

□冰箱底盤、烘碗機水盤、開飲機水盤、泡茶用水盤

□雞、鴨、家禽、鳥籠或鴿舍內飲水槽

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廢輪胎、廢安全帽、椰子殼

□不使用或未加蓋的水塔（蓄水塔）

□廢棄冰箱、洗衣機、馬桶或水族箱

□保麗龍製品或塑膠製品、免洗餐具

□未使用中的冷氣、冷卻水塔、冷飲櫃

三、下列處所是否以土填滿並種小花等植物?若不使用則封住開口。

四、下列地方若有阻塞及積水請立即疏通：

六、其它(任何容器或雜物)

1. 請至少一週換水一次，並洗刷乾淨 2. 不用時倒置 3. 儲水容器加蓋密封。

五、您的住家戶內是否有下列容器?

http://www.cdc.gov.tw

更多文宣資料請上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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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交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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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至少一週換水一次，並洗刷乾淨 2. 不用時倒置 3. 儲水容器加蓋密封。

五、您的住家戶內是否有下列容器?

http://www.cdc.gov.tw

更多文宣資料請上

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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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動腦！如何清除孳生源？ 

室內花盆底盤每週刷洗。

花瓶裡的水要每週換新，
也要記得刷洗內壁。

室外花盆底盤要

刷洗，最好不要

用底盤。

屋頂排水溝保持暢通。
樹洞填土或種花。

1

2
3

4

寵物的飲用水盤

每週要刷洗。

開飲機水盤、烘碗機及冰箱

底盤每週刷洗勿積水。

萬年青、黃金葛

改變種植方式。

清除積水或凹地填土。

輪胎打洞或填土或清除。

澆花容器不用時要倒置。

使用中的水桶要加蓋。

3

4

2

1

長期外出，馬桶蓋及水
箱蓋都應蓋上。

儲水水缸加蓋。

石縫間的積水要清除。

人工水池可養食蚊魚。

清理廢棄物，勿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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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屈公病報乎你知

居家要裝設紗門紗窗，若有破損要修補，並減少開

關門的次數，避免蚊子飛入。

地下室應保持乾燥，並避免積水。

長期外出時，應檢查家戶內外有無積水容器，並將

可能積水的容器倒置。抽水馬桶及水箱要記得加蓋。

懷疑感染登革熱/屈公病該怎麼辦?

若有發燒、頭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熱/

屈公病的症狀，應儘速就醫。

主動告知醫師近兩週的旅遊史、接觸史，以利診斷

、治療及通報。

配合防疫相關單位清除積水容器、疫情調查、緊

急噴藥等防治措施。

不讓斑蚊進屋─居家內外保持乾淨

若是到登革熱/屈公病流行的地區(如東南亞國家)，

應穿淺色長袖長褲。

外出時，身體裸露部位使用經衛生福利部核可的防

蚊藥劑。

使用各種撲滅蚊子的方法，如電蚊拍、滅蚊燈等。

滅蚊燈應放置在陰暗處效果較佳。

不讓斑蚊叮咬─自我保護不可少

第二十五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應督導撲滅蚊、
蠅、蚤、蝨、鼠、蟑螂及其它病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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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違反的話，將依第七十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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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條規定「傳染病發生時，有進入公、私
場所或運輸工具從事防疫工作之必要者，應由地方

主管機關人員會同警察等有關機關人員為之，並事

先通知公、私場所或運輸工具之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到場;其到場者，對於防疫工作，不得拒絕

、規避或妨礙;未到場者，相關人員得逕行進入從

事防疫工作;必要時，並得要求村(里)長或鄰長在

場。」如果違反的話，將依第六十七條，除逕行強

制處分外，並得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

罰鍰。　　

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
1.

2.

室內

室外

1.

2.

3.

1.

2.

3.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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