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登革熱防治方案 
 

 
 

一、成因分析： 

 

92.03.26  第 550 次主管會報通過 

92.10.01  第 562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4.09.09 第 786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106.05.24 第 804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登革熱是由『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所傳播的病媒傳染病，此兩者是在白天吸血， 

其幼蟲(孑孓)易在人工或自然的積水容器內孳生繁殖。 

二、防治策略： 

 (一)一級預防：避免病媒蚊之孳生 

１.辨別登革熱病媒蚊「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如附圖） 
 

 

 

 

 

 

 

 

 

 

 

 

２.登革熱防治人人有責，單靠衛生及環管單位做外圍環境的噴藥滅蚊是無法有效

控制，防治工作應落實到全校各單位。單位所屬環境區域請務必隨時注意並確

實清掃，尤其是易孳生病媒蚊之環境如積水容器、排水溝、地下室、停用的水

塔、廢棄輪胎、戶外廢棄的雜物等，確實根絕任何病媒蚊可能孳生的溫床。 

３.各單位若於公共區域發現有大型積水容器（含水池）、過度濃密之樹枝草叢、

水溝囤積垃圾或易孳生病媒蚊之環境等，應主動通報請總務處事務組協助處理。 

４.衛生保健組需主動發送防治登革熱相關資訊予全校各單位週知，提醒防治登革

熱工作之持續性與必要性。 

５.為落實本校登革熱防治措施，各單位主管應責成一位『登革熱病媒蚊檢查聯絡

人』，其工作為督導檢查各單位之建築物及其週邊環境，並填寫「成功大學清

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表單為附件 1)，定期於本校設立網站填

報單位自我檢查資料，各填報單位主管應定期查核，填報情形將提主管會報報

告，列為一級主管抽檢環境之參考。 
前項所稱「定期」頻率如下：  

(1)若臺南市一出現本土新病例或大流行，填寫線上自我檢查表頻率仍維持1周1次。  

(2)依據105年全校陽性容器統計，7月至9月為病媒蚊盛行高峰月份，此季節改線

上填寫為2周一次。  

(3)其餘月份皆每月線上填寫 1次。 
(4)仍須每周自我檢查登革熱孳生環境一次，但所填報登革熱自我檢查表的統計，

以當次期間自我檢查結果的累積統計為主，例如1個月填寫1次者，則累積該月

自我檢查的狀況。  

(5)由衛生保健組依據前 3款情形，進行填報頻率調整。 

６.為確實清除孳生源，本校訂定每週三為清潔日，以清除孳生源及環境清潔工作，

但疫情嚴重時則由本校指揮單位統一訂定。  



 

(二)二級預防：及時撲滅病媒蚊  

１.組成「登革熱檢查小組」（以下簡稱檢查小組，小組成員由校長任命），固定

每個月完成本校各校區『校園登革熱環境普查』。抽檢環境時，權責單位『登

革熱病媒蚊 檢查聯絡人』應陪同到場。一旦發現陽性容器，除促其立即改善外，

檢查小組應將有疑慮的地點及狀況上傳至本校設立之網站，該單位須將改善狀

況立即上傳，檢查小組應再進行複檢，至該單位完全改善為止。衛生保健組需

將調查結果彙整上陳，提供給一級主管參考。 

２.校方一級主管不定期到各單位環境檢查重點，整潔比賽除環境整潔外，登革熱

防治亦列入評核項目之一。 

３.各單位若發現周遭環境出現大量斑蚊、孑孓等異常情況，應主動通報總務處事

務組及衛生保健組，以進行處理與瞭解。 

４.總務處事務組若接獲通報有埃及斑蚊或白線斑蚊出現，應先行做一次預防性噴

藥處理以消滅斑蚊，噴藥範圍為該區域半徑五十公尺。  

５.衛生保健組若接獲通報有斑蚊出現，應前往發生地點以瞭解發生原因，並請該

單位進行改善工作。 

６.本校教職員工生(含境外生)出國返國後，應自我觀察是否出現發燒、骨頭酸痛、

眼窩痛、紅疹等疑似登革熱症狀，若是出現上述症狀應儘快就醫並通報校安中

心。



 

(三)三級預防：感染登革熱之危機處理與善後處置  

１.各單位若發現或接獲衛生單位通知疑似登革熱個案，應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園事

件通報系統暨處理流程』迅速通報校安中心協助處理。  

２.各單位若接獲有外來單位至校園勘查環境及衛生，應依據『外來單位蒞校針對校

內衛生、環境勘查之因應流程』來做因應及處理。（如附件 2），本校衛生保健

組需擔任衛生主管單位至本校各單位勘查抽檢時之負責窗口，各單位之『登革熱

病媒蚊檢查聯絡人』需主動配合並陪同衛生稽查人員採樣化驗，以實際了解環境

缺失及異常問題；而衛生保健組需將衛生主管單位之抽檢結果及建議轉知受檢之

權責單位。 

３.衛生保健組接獲疫情通報時，應主動關心並追蹤（疑似）個案狀況，了解相關疫 

區環境及追蹤疫情發展，與衛生單位密切聯繫，並提出適當防止疫情擴大之防患 

措施及建議。總務處事務組接獲通知，應迅速於發生地點相關疫區環境做緊急噴 

藥與整理，噴藥範圍為該區域半徑五十公尺，且隔七天後需再噴藥一次，以防止 

疫情擴大。 



附件 1 

成功大學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單位/系所：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權責單位每週一辦理自我檢查 

一、學校室外或周圍環境是否有下列容器： 

(巡查地點包括校門口、司令臺、中庭、花園與綠美化區、運動場與遊戲區、 生態園區、 車

棚、 工地、 防火巷或建築物與圍牆周邊等環境) 

(一)廢棄容器或不使用物品等(填「 無」 之項目請接著於後方欄位打「 否」) 

1.空瓶、 空罐 有□ 無□  

 
是否清除積水或倒置或保 
持乾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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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安全帽 有□ 無□ 是□ 否□ 
5.保麗龍製品或免洗餐具、塑膠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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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8.廢輪胎 有□ 無□ 是否回收或打洞或以土或 
細砂填滿 

是□ 否□ 

9.不使用的冰箱、洗衣機、馬桶或水族箱 有□ 無□  
是否清除積水或倒置或加 
紗網或密蓋並保持乾燥？ 

是□ 否□ 

10.不使用或未加蓋的水塔（蓄水池） 有□ 無□ 是□ 否□ 

11. 不 使 用 的 冷 氣 、 冷 卻 水 塔 、 
蓄 水 池 (塔)、屋簷水槽等 

有□ 無□ 是□ 否□ 

(二)使用中容器或物品(填「 無」之項目請接著於後方欄位打「否」) 

12.屋簷旁排水管、帆布、遮雨棚 有□ 無□ 清除積水 是□ 否□ 

13.大型儲水桶 有□ 無□ 是否加蓋或圍蓋細紗網或 
倒置。 

是□ 否□ 

14.狗舍、寵物、家禽等之飲水槽 有□ 無□ 是否每週換水並刷洗乾淨 是□ 否□ 
15.自來水表或瓦斯表 有□ 無□  

是否清除積水或倒置或保 
持乾燥 

 

是□ 

 

否□ 
16.門外信箱 有□ 無□ 
17.雨鞋、雨衣 有□ 無□ 
18.冷氣機滴水或接水桶等 有□ 無□ 
19.假山造型水池或地面凹陷處 有□ 無□ 

20.生態池、造景池 有□ 無□ 是否養魚或有避免孑孓孳 
生措施 

是□ 否□ 

21.排水溝渠及其陰井、水槽(溝) 
若回答「 有」請續答第 22 題 

有□ 無□ 
是否保持水體流通或有避 
免 孑 孓 孳 生 措 施 ( 例 
如 投 放殺幼蟲劑) 

是□ 否□ 

22.排水溝是否流動順暢 是□ 否□ 水溝最近一次開蓋清淤養 
護日期? 

 

23.天然積水容器（竹節頂端、竹筒、樹幹 
上的樹洞、香蕉等大型樹葉） 

有□ 無□ 是否以土或細砂填滿或有 
避免孑孓孳生措施 

是□ 否□ 

24.建築材料存放、紐澤西護欄、凹型鋼架 有□ 無□ 是否清除積水或倒置或保 
持乾燥 

是□ 否□ 

25.其他(任何容器或雜物) 
若回答「 有」請續答 
容器或雜物項目   

 
有□ 

 
無□ 

 
是否已清理或回收 

 
是□ 

 
否□ 



權責單位每週一辦理自我檢查 

二、學校建築物內是否有下列容器？(填「無」之項目請接著於後方欄位打「 否」) 

(巡查地點包括教室、教職員辦公室、研究或工作室、廁所、資源回收站與庫房等建築物之地下室、 室

內、 騎樓或走廊、頂樓等區域) 
1.花盤、 花瓶、 水生植物容器 有□ 無□ 是否每週換水並洗刷乾淨 是□ 否□ 

2.澆花水桶、 打掃用具、花盆、盆栽底盤 有□ 無□ 是否洗刷或倒置 是□ 否□ 

3.貯水容器(水缸、 水泥槽、水桶、陶
甕、 洗手臺等) 

有□ 無□ 是否每週換水並洗刷乾淨 
或加蓋密封 

是□ 否□ 

4.冰箱底盤、 烘碗機底盤、  開飲機底
盤、 泡茶用水盤 

有□ 無□ 是否每週換水並洗刷乾淨 是□ 否□ 

5.頂樓儲水塔(池)、冷氣水塔、排水槽溝、雜 

物、地面凹陷處 
有□ 無□ 是否每週換水並洗刷乾淨 是□ 否□ 

6.積水地下室 有□ 無□ 是否清除積水或有避免孑 
孓孳生措施 

是□ 否□ 

7.地下室集水井、消防栓水槽 有□ 無□ 是否加蓋或蓋細紗網或有 
避免孑孓孳生措施 

是□ 否□ 

8.其他 
若回答「 有」請續
答 容器項目 

有□ 無□ 是否換水或清理完畢 是□ 否□ 

三、其他建議事項: 

註： 
1.消滅登革熱， 請立即動手清除孳生源 

2.以上自我檢查表是採臺北市立大學黃基森教授所設計的版本做修改 

 

 
 

登革熱病媒蚊檢查聯絡人：   
 

 

 

單位主管簽章:   



 

附件 2 

 外來單位蒞校針對校內衛生、環境勘查之因應流程 
 

 

回收勘查結果 

此事件與教職員工

生身心健康有關，

由衛保組出面洽商 

是否屬於

校園事件? 

與來訪單位人員接洽、聯

繫，取得良好關係與溝通管

道，並通報上級督導單位 

衛生單位或 

來校環保單位 

如必要 呈報主管與相關單位 

否 是 

新聞中心 

進入校園事件通報

系統 

通報軍訓室 

駐警或是任何單位 

 

討論因應措施，

並進行改善方案 

所謂校園事件，包括下列事項： 

1.自然災害：如颱風、地震、

水災等非人員因素且無法完全

預防之事件。 

2.意外事故：如交通事故、山

難、火災、急性疫病傳染、集

體食物中毒、建築物倒塌等，

無法預知且對人員造成嚴重傷

害者。 

3.犯罪事件：包括本校人員為

嫌疑犯及受害人之狀況。 

4.自傷事件：包括嚴重情緒困

擾、自殘、自殺等行為。 

 

若屬校園事件

必須通報主秘 

此事件與環境清潔

及整理改進有關，

由總務處出面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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