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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登革熱防治組織與分工 



4 

高雄市政府登革熱防治-Plus 

里級登革熱防治小組 民間.社團.機構 

手機APP.GIS
登革熱地理資
訊定位系統 

「七分宣導，三分滅蚊」
由下而上由社區、里鄰及
全民動員動手做防治 

衛生.環保局
公部門稽查
宣導為主 

登革熱防治種子講師
教育培訓.舉辦夜間
里級防治說明會 

防治登革熱人人
有責.全民動員

消除髒亂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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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沒有不好的演講題目，只要講得好，會計學也可以引人入勝，怎麼訂題目﹖怎麼開頭﹖又怎麼結尾﹖ 

天下沒有枯燥的演講題目，只有講得不好才會讓人覺得乏味。植物學、數學、會計學對不懂的人來說，當然
提不起興趣，但假如你能從中找到自己覺得有興趣的題材，就很容易引起聽眾的好奇心。 

演講的題目一定要把主要內容和目的表達清楚，像「員工」、「污染」、和「合約」這種題目太大了，不太
適合，「不當的員工管理方法」、「空氣污染」、或「如何說服業主簽約」，雖然比較吸引人，但也不能確
切點出主題。 

舉例來說，「不當的員工管理方法」這個題目，並不能讓聽眾知道你要講的是工作分配不均、管理人員需要
加強訓練、還是支出太浪費了。假如我再問：「『不當的員工管理方法』究竟說的是什麼﹖」，那麼，你自
然會想到用這類的題目：「不當的員工管理每年浪費一千萬美金」、「山頂上的空氣也被污染了」、「掌握
時間、反應靈敏、表達清楚可以幫你說服業主簽約」。像這種簡單、直敘的句子就可以用來當演講題目，你
不妨寫下來，看看這些句子是不是完整–記得要含有動詞。 

當你對一個題材不甚瞭解的時候，還是可以找到一個「詞」，甚至一個「問句」來當作題目，但是要用一個
簡潔明瞭的「句子」來當題目就難了，非得要再找更多的資料不可。 

好戲別留在後頭 

等你已經清楚瞭解自己要表達的主題，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用最好的方法來灌輸給你的聽眾，不要含糊籠
統的說些陳腔濫調，在演講剛開始的時候，這點尤其重要。假如你不斷重複一樣的「警句」，就會發現一個
驚人的現象：每個人眼睛都張得大大的，可是全睡著了。也許你認為自己的演說方式與眾不同，而且富於急
智可以海闊天空隨意發揮，因而鬆懈下來，可能更容易讓你的演講變得枯燥無味。 

你給聽眾的第一印象是最重要的，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如果你開頭說得平淡無奇，等會兒就得想盡辦法
挽回頹勢。為什麼不丟開「好戲在後頭」的想法，可以省去這種辛苦。把講詞中的精華部份抽出來打頭陣，
後面再慢慢闡述，重要的觀念可以重複幾次，來加深聽眾的印象。假如你要用一個小故事，一句權威人士說
的話、或者新的資料作開場白也很好，但是，就像說笑話一樣，你得有把握這些話沒有被別人用得都濫了
（出奇制勝的先決條件是出其不意），才能有預期的效果。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別怯場。假如你一上台就承認自己很不習慣演講，或是站在台上很不自在，你會把聽
眾對演講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你自己身上了，事實上，聽眾應該對你滿懷信心，因為在那一刻，不管你願不願
意，你，是那個操縱全場的人。 

演講的技巧 

1985-03-01天下雜誌 46期 作者：編輯部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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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比說教好 

為了使你的演說生動，最好儘量減少抽象的部份，可以用一些故事和實例來代替抽象的原
則。多描繪一些人物和地方。把數字和百分比換個說法，例如，「二○％」改成「每五個
人當中就有一個人」。「偉大的思想家可以從簡單的事中看出深理」，這句話乍看起來還
不錯，沒有一個多餘的字，但是跟下面這個小故事比起來，後者顯然更生動有趣，又能完
全表達這種觀念：「一列北上和一列南下的火車並排停在月台上，當愛因斯坦聽到車輪轉
動的聲音時，以為自己的車子離站了，當他探出頭去看軌道才發現，自己坐的車子並沒有
動，原來如果不看軌道，他沒有辦法知道到底是那一列車在動，這個簡單的啟示引出了愛
因斯坦的相對論–因為他想到，宇宙或分子裡是看不到軌道的。」 

一般人比較能接受比喻的說法，而可能因為我們覺得籠統的說法比較不容易被人挑毛病，
所以常常把它從講稿裡刷掉，可是如果沒有這些比喻，再好的研究、組織、和邏輯，也不
能保證你的演講成功。砌一堵牆所花的時間比在牆上油漆多三倍，而我估計，準備一次演
講所費的時間，比實際上去講多了一百倍，換句話說，每講五分鐘，就要準備九小時。 

見好就收 

還有一點，假如你希望你的聽眾在演講結束離去時，還會對你給他們的觀念議論紛紛，那
就不要一次給得太多。新觀念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所以要精簡。 

最後，要怎麼收尾﹖別像那些吃完晚飯的客人，站在別人門口說了一個鐘頭的「再見」還
捨不得走，既然該結束了，最好的辦法是見好就收，別人對你演講的最好評語就是「太短
了！」所以，快結束吧！（鄭惟和取材自亞洲華爾街日報） 

演講的技巧 

1985-03-01天下雜誌 46期 作者：編輯部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http://www.cw.com.tw/magazine/magazine.action?id=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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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0-30原則 

這是Guy Kawasaki（灣區著名的風險投資家，同時也是位充滿激情、睿智和幽默的演講家）提出的一個幻燈片製作
和演講原則，即一個Powerpoint不能超過10張幻燈片，演講總長不能超過20分鐘，而且幻燈片的字體要大於30號。
他說，不管你的想法是否能夠顛覆世界，你必須要在有限的時間裡，用較少的幻燈片和精煉的語言將其精華傳達給
聽眾。 

（2）有趣的演講 

演講要講求寓教於樂。我不是指做演講時要像猴子一樣又蹦又跳，但是同文章或雜誌相比，人們期望在演講中感受
到你的激情，而不是枯燥無味的背誦。 

（3）放慢速度 

緊張或沒經驗的演講者更容易在演講時像打機關槍一樣說個不停。試著放慢你的語速，並且通過增加一些停頓來達
到強調的效果。 

（4）眼神交流 

與所有聽眾進行眼神交流。銷售人員都知道，你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盯在做決定的人身上，因為秘書和助理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響老闆做決定（注：總是將注意集中在一人，會讓對方感到不舒服）。 

（5）用15個詞做總結 

你能把你的想法用15個詞總結出來嗎？如果不能，那就再總結。演講對信息的傳遞並非理想中的那麼強有力，所以
在演講中不斷重複這15個詞的總結可以達到強調和加深記憶的效果。 

（6）20-20原則 

另外一條幻燈片製作原則。這條原則指的是，演講中你要有20張幻燈片，並且每張幻燈片只演講20秒。其目的就是
逼使你做到簡練，避免聽眾聽得不耐煩。 

（7）不要讀幻燈片 

很多人都認為自己可以脫稿演講，可事實上卻常常回頭看屏幕。讀幻燈片，只會不斷打斷你的演講思路，這也間接
地告訴聽眾你根本就不理解自己要講的內容，從而對你的演講失去信心和興趣。 

（8）演講就像講故事 

如果你的演講比較長，那最好加入一些小故事、雙關語和奇聞軼事等來串聯整個演講，同時也幫助闡述觀點。優秀
的演講者都知道怎樣將小故事和要闡述觀點聯繫起來，從而達到吸引觀眾的目的。 

（9）提高音量 

演講最忌諱聽眾無法聽到演講者在講什麼。雖然現在都有麥克風和擴音器了，但是你仍然要確保使所有聽眾都能聽
到你。提高音量不是說要你喊，正確的做法就是挺直身體，從肺部而不是從喉嚨裡發出更為清晰的聲音。 

18個PPT演講的技巧，讓你的提案能力提高N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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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要事先計劃手勢 

演講中的任何手勢都應該是你要傳達的信息的延伸，它是幫助你傳遞信息中的情感來。事先計劃手勢會看起
來很不自然，刻意為之時還會和其他自然的肢體語言不搭配。如果你不知道該做什麼手勢，那把手隨意地放
到身體兩側就好了（不要用手指著聽眾！）。 

（11）“這是個不錯的問題” 

通過使用“這真是個不錯的問題”、“我很高興你提出這個問題”等語句來為自己爭取時間以組織回答的時
間。聽眾一般不會察覺這樣客套的話，而且你要避免“恩”、“啊”等等口頭語。 

（12）吸氣而不是呼氣 

當你感覺要說“呃”、“啊”等語氣詞時（過多語氣詞只會讓演講變得糟糕），可以停頓一下或者深吸一口
氣。雖然停頓會顯得有些尷尬，但是聽眾會很少注意到的。 

（13）提早到會場（盡可能的早） 

不要等到聽眾都坐好了，你才慢吞吞地調試好投影儀和幻燈片。提早到達演講地點，熟悉一下場景，檢查電
腦和投影設備，確保不會出現異常的境況。而且這有助於消除緊張感。 

（14）熟能生巧 

參加一些提高和鍛煉演講和交談技巧的組織。這些鍛煉會使你上台演講時顯得更有能力和自信。 

（15）避免道歉 

只有做錯事情時才需要道歉。不要為自己的能力不足、緊張和準備不充分道歉，這只會使聽眾覺得你沒自信。
再者，多數情況下，聽眾並不會注意到你的緊張和小錯誤。 

（16）當你錯誤時一定要道歉 

雖然要避免道歉，當你在傳達信息時包涵了錯誤的觀點時，或者有其他明顯錯誤的地方，一定要道歉。保持
自信是當然的，但是過度自信就會出問題了。 

（17）以聽眾的角度出發 

要從聽眾的立場來撰寫演講稿和思考問題。哪些內容對於聽眾比較難理解；哪些內容會使聽眾感到繁瑣？總
是要記得，對聽眾來說，這裡面表達的內容有什麼意義。 

（18）樂在其中 

將你的激情注入到演講中去，樂在其中！ 

文章出處：瘋狂簡報 

18個PPT演講的技巧，讓你的提案能力提高N倍 

http://madbrief.com/archives/11342


9 

演    講 

演 
 

場地、布景 

道具、影像 

穿著、儀態 

肢體、動作 

走動、眼神 

自然、互動 

其他 

 

講 
 

對象 

年齡 

程度 

時間 

內容 

照片 

故事 

舉例 

其他 

 

基本功 
 

瞭解課程 

講 

講 

講 

講 

熟能生巧 

多聽演講 

學習成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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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技  巧 

人在江湖 
 

要用兄弟聽得懂的 

接地氣的言語 

場合＆立場 

饋靠 

趨勢 

眉角 

不爽 

爽啦 

其他 

 

講 
 

見  
   

人.官 
 

言- 說 -兌 
 

人.官 
 

言- 話 -舌 

 

見     也要 

聽得懂      話 

 

人在社區 
 

要用社區聽得懂的 

語言要接地氣 

立場＆場合 

態度 

文化 

忌諱 

其他 

多聽多講 

學習成長 

 



       左營區永清里復興新村頹廢空屋 

經查空屋數約62間  



高風險場域-左營區永清里復興新村-現場稽查 

 目前復興新村空屋群之頹廢破損空屋共計約62處 

 海功路42巷76弄26號後方山坡地綠色圍籬空地內有一水桶積水孳生孑孓並

捕獲大量斑蚊，現場清除並將水桶倒置，已由衛生局開立舉發單。 

 海功路42巷90弄12號門口堆置一破損床墊，請權管單位儘速移除。 

 海功路42巷90弄10號之1庭院處堆放許多積水容器，其中放置燈管的水桶、

冰箱底盤已孳生孑孓，現場已立即清除倒置並由衛生局開立舉發單。 



依據府定登革熱4年防治計畫執行，建請各相關權管機關預作準備，屆時配合辦理！
上揭場域查獲應注意而未注意之陽性孳生源將一律開單告發，調查結果將行文本
府權管局處及相關單位督導改善 ！ 

高雄市重要列管場所病媒蚊密度調查暨衛教宣導-預定行程 

預定調查時間 查核列管場域 擴大衛教對象 

1月份 
配合國家清潔週加強稽查 

(含市場.花店.攤集場) 

各單位種子師資認證培訓 

民政局-里登革熱小組 

社會局-青商會等公益團體 

環保局-資源回收業者及清
潔隊員 

2月份 市場、果菜市場、元宵會場 

3月份 學校 

4月份（上旬） 積水地下室 
工務局-建商及工地主任 

勞檢處-工地主任 

4月份（下旬） 建築工地(會同勞檢處聯合稽查) 觀光局-旅遊及導遊業者 

5月份（上旬） 資源回收場. 廢棄輪胎回收場 經發局-市場攤商.花店業者 

5月份（下旬） 花店. 港埠 教育局-校長及教職員工 

6月份（上旬） 髒亂空屋.  廢棄冷卻水塔 勞工局-外籍勞工 

民政局-入籍配偶 

海洋局-港埠船工 

6月份（下旬） 學校.  長期照護機構 

3-12月份 水溝(常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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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預防-宣導環境自我管理 
高雄市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重點場域自我檢查表 

 

建請本府權管局處速將本「OO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交付管理單位， 

並要求每週至少巡查一次；另請權管局處將本表列為巡查必檢要項，以 落實自我管理機制。 
 

寺廟及教會 港埠及船隻 

公園 安養中心及養護機構 廢輪胎及資源回收場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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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13新新聞報 

決戰境外防疫前線防堵計畫-擴大旅遊業＆媒體宣導 
 



16 1020428新新聞報 

決戰境外防疫前線防堵計畫-擴大旅遊業＆媒體宣導 
 



髒亂環境整頓-誓師大會 

本府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於4月7日假大東文化藝術中心共同舉辦世
界健康日-蟲媒防治-高雄市38行政區同步動員髒亂環境整頓誓師大會，
劉副市長親赴鳳山區主場地率領志工及市民朋友誓師，並至鎮東里進行
髒亂空屋環境整頓工作。  

世界健康日 
高雄市38行政區公私協力同步動員髒亂環境整頓誓師大會」 



重點工作-創意衛教宣導 
寓教於樂－蘋果劇團歌舞劇「小獅王尋寶趣」 

苓雅區級指揮中心於102年6月2日舉辦登革熱防治衛教宣導-蘋果劇團歌
舞劇「小獅王尋寶趣」，活動獲得媒體爭相報導，亦深獲市民好評。 

教育兼具公益－活動募集到發票捐贈社區公益團體 
於5月28日召開記者會邀請苓雅區市民朋友憑5月份發票5張，免費兌換入

場券；募集發票捐贈社區公益團體。總計約500位大小朋友參加。  

1020603新新聞報 1020603台灣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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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重點工作-區防治監督 

督導各區查報列管場域處理 

督導各區公所執行環境大掃蕩 

動員志工 

督導各區級指揮中心運作 







 報告人：陳朝東 所長 

高雄市三民區衛生所 

106年高風險登革熱防治計畫 ~監測人員教育訓練 
 

登革熱（＆茲卡）疫情因應與防治實務分享 



報  告  大  綱 

 

◎ 104-106年南台灣登革熱疫情分析 
 

◎ 登革熱（＆茲卡）防治策略 
 

◎ 登革熱（＆茲卡）防疫實務 
 

◎ 登革熱（＆茲卡） 病媒蚊生態分析 
 

◎ 登革熱（＆茲卡）防治~重大孳生源 
 

◎ 孳生源清除＆孳生源管理 
 



高雄市近10年（96~106）登革熱嚴重本土疫情統計圖表 

103年14999例 

104年19723例 

100年1168例 



高雄市104年登革熱本土病例（周） 統計分析趨勢圖表 

單點個案半徑20-50M室內＆200-400M戶外同步孳檢緊急噴藥 

群聚個案100M或邊界個案外展20M室內＆400M戶外同步孳檢緊急噴藥 

快速噴藥 

九宮格 

15M 

單點50M群聚100M 

室內強制孳生源檢查 

家中無孳生源無蚊 

室內不噴藥 

恢復 

區塊 

噴藥 

礙於量能 

6天執行 

緊急噴藥 

0901 1013 1104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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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5年度鳳山區登革熱病例分佈趨勢圖

鳳山全區

北鳳

南鳳

年月別 北鳳 南鳳 鳳山全區

103年01月 0 1 1

103年02月 0 0 0

103年03月 0 0 0

103年04月 0 0 0

103年05月 0 0 0

103年06月 0 10 10

103年07月 23 71 94

103年08月 25 129 154

103年09月 88 310 398

103年10月 223 467 690

103年11月 228 427 655

103年12月 69 104 173

103年累計 656 1519 2175

104年01月 3 2 5

104年02月 1 0 1

104年03月 0 1 1

104年04月 2 1 3

104年05月 0 0 0

104年06月 0 0 0

104年07月 0 0 0

104年08月 16 13 29

104年09月 51 61 112

104年10月 157 349 506

104年11月 313 1112 1425

104年12月 160 270 430

104年累計 703 1809 2512

105年01月 28 25 53

恢復 

區塊噴藥 

共執行5周 噴藥成效 

於噴藥後第1周開始呈現 

第2周會更明顯呈現效果 
 

噴藥後第1周 

噴藥殺死帶病毒斑蚊 

就無被病毒蚊叮咬1周後新增病人 
 

噴藥後第2周 

噴藥殺死帶病毒及沒帶病毒斑蚊 

無被病毒蚊叮咬1周後新增病人 

及原無病毒斑蚊吸病人後成新病毒蚊在叮人 

第1型病毒 第2型病毒 



104年22760例 

96年1804例 

台南市近10年（96~106）登革熱嚴重本土疫情統計圖表 



台南市104年登革熱本土病例（周 ）統計分析趨勢圖表 

噴藥無效 
委外室內20-50M噴藥 

孳清與 

噴藥並重 
化兵進駐 

室內區塊噴藥 

30w 

7m底
  

36w 

9m中
  

37w 3417例 

每周比前周
下降30-40％ 

當病毒入侵時 

先噴藥滅蚊 

快速切斷 

傳播鏈 

換取更多時間 

徹底清除 

孳生源 

防堵疫情 

擴散擴大 

委外室內20-50M噴藥 



年 份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合計 1 2 3

台南市 1 0 0 0 3 18 298 3946 12814 4818 781 81 22760 6 0 1

高雄市 70 10 7 5 19 31 29 438 2107 5134 8914 2959 19723 331 7 1

全  國 80 10 7 5 22 52 335 4461 15166 10158 9952 3171 43416 362 7 2

104 105

104 年 台 南 市 ＆ 高 雄 市 登 革 熱 本 土 病 例  統 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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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05年1月 2月 3月

病

例

數
（

仟

人
）

發病月份

104-105年度登革熱個案分佈趨勢圖

全國
台南市
高雄市

台南市＆高雄市104年登革熱本土病例統計分析趨勢圖表 

× × 

黃金交叉 
黃金交叉 

單點個案半徑20-50M室內＆200-400M戶外同步孳檢緊急噴藥 

群聚個案100M或邊界個案外展20M室內＆400M戶外同步孳檢緊急噴藥 
快速噴藥 

九宮格 

15M 

單點50M群聚100M 

室內強制孳生源檢查 

家中無孳生源無蚊 

室內不噴藥 

恢復 

區塊噴藥 

噴藥無效論 

20-50M 

室內噴藥 

化兵進駐 

室內區塊噴藥 

孳清與噴藥 

並重論 

第1型病毒 

第2型病毒 

第2型病毒 



二大目標 

️低病例數 低死亡率 

️健康城市 美麗家園 
 

八大作為 

️全民防疫 社區總動員 

️落實家戶自主清除孳生源 

    三級複式稽查 

️強制孳清與化學防治併重 

️充實專業防疫團隊與資源 

️啟動疫情指揮中心分區分 

    級機制 

️及時就醫 快速診斷即時通 

    報 

️建立病人分流制度，妥善 

    利用醫療資源 

️利用開放資料及大數據 建 

    構決策支援系統 

前進2016 台南市登革熱防治策略 



前進2016 高雄市登革熱防治策略 



為市民健康而抗疫，下雨向老天借天氣、向武廟借場地、噴藥請關老爺別生氣！- 稔田里緊急噴藥 

神明穿雨衣 

高雄市登革熱（＆茲卡）防治策略 

神明穿雨衣 



孳生源清除．．！   緊急噴藥．．！ 

孰先？孰後？何重？何輕？ 

有無疫情 

資源多寡 



熱煙霧式噴霧器 ~ Thermal  fog 

98年室內熱煙霧式噴灑 98年戶外熱煙霧式噴灑 98年室內外同步熱煙霧式噴灑 



罐裝一次按壓 ~ 壓力式噴霧器 

 

99年室內外一樣同步噴灑，九宮格室內採按壓氣霧式噴灑﹝群聚點、空屋、髒亂處所等除外﹞，公 
 

共空間及戶外仍採熱煙霧噴灑，且擴增為半徑100公尺以上，水溝熱煙霧噴灑後再做殘效水霧噴灑。 
 



噴藥 

孳生源清除 

產生
抗藥 

超級蚊蟲 

1.撲殺帶有病毒蚊蟲 

2.降低病媒蚊密度 

3.淘汰敏感蚊蟲 

積水容
器減少 

產卵於有
水的地方 

喜好
降低 

飛得更遠 

無水 

緊急噴藥的目的？ 



 落實孳生源清除 

•徹底落實「巡、倒、清、刷」 

「巡」~ 常巡檢居家室內、外可能    

    積水的容器。 

「倒」~ 將積水倒掉，將器物予以 

    分類或倒放。 

「清」~ 減少容器，留下的器具應 

    徹底清潔且無積水。 

「刷」~ 去除斑蚊蟲卵，收拾或倒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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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防治策略 



104年本土疫情持續到105.02.22 

戶外.水溝噴藥防治工作持續到3月份 

霸王寒流0123-0126 
最高低溫:7.0°C-10.4°C 

105年自6~10月份起每隔2~3周 

颱風豪雨沖走水溝中所孳生的病媒蚊 

104年本土疫情持續 

105年自6~8月份持續高溫達35°C 

不利於病媒蚊吸血繁殖孳生 

近5年梅雨最短約10天 
雨量最少不到100毫米 

105年防疫團隊全面加強孳生源清除及 

水溝投藥.投鹽.倒漂白水.噴藥防治工作 

105年圓滿防治 
天時+地利+人和 
成就病媒蚊+病毒 
不良孳生傳播條件 

106年新的挑戰 

2 

3 

4 

5 

6 

7 

8 

整合式醫療照護 
院所NS1免費快篩 

外勞漁工NS1偵測 

104年共19723例.疫情持續至105.02.22人類感染 

登革熱後.會持續有6~10個月不同型別交叉保護力 

1 



整合式醫療照護 
院所NS1免費快篩 

決戰境外 
外勞漁工NS1偵測 
新住民入境偵測 

國人旅遊業入境偵測 
入境疑似個案住院隔離 

…………… 

105.106年防疫團隊全面加強孳生源清除 

及水溝投藥.投鹽.倒漂白水.噴藥防治工作 

106年圓滿防治 
天時+地利+人和成就病媒
蚊+病毒不良孳生傳播條件 

107年艱巨的挑戰 

106年圓滿控制 
病毒入侵第一波通報 

室內外同步噴藥＆孳清 
入侵點人口.成蚊密度較低 

入侵點里鄰社區防疫意識佳 

105年自6~9月份持續高溫達35°C 

不利於病媒蚊吸血繁殖孳生 

梅雨季節短 
颱風相較近年少 

總雨量相較去年更少 

106年3月份水溝執行 

全面性殘效水噴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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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106年本土首例登革熱楠梓區疫情關係圖    大昌里 



0729 孳檢c 

大昌里 

請  楠梓、左營區級指揮中心 
0729 前完成久昌、廣昌及左營明建里非強制地毯式孳生源清除 
0802 前完成上述里別環境大掃蕩與列管點複查，以及戶外熱煙與殘效性噴藥作業(400公尺以上)。 

建昌里 

廣昌里 

隆昌里 

廣昌公園 

區別 里別 性
別 

發病日 採檢日 檢驗通知日期 
檢驗結果 

疫情解除日 
NS1 PCR IgM IgG 

楠梓 大昌 男 0718 0725 0726 + 0814 

永
興
市
場 

久昌里 

莒光里 

和昌里 

盛昌里 

明建里 

復興里 

軍

校

路 

NS1+ 

海軍
學校 

 高雄市106年本土首例登革熱楠梓區疫情關係圖    大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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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免費登革熱快篩服務 
全市600餘家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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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高雄市政府衛生局所登革熱群聚感染緊急動員演練 代號:除班3號 

106.08.24 三民區執行以寶民里個案居住地400公尺家戶室內外地毯式孳生源檢查暨戶外
噴藥作業(應檢戶:745戶，完檢戶:416戶，完成率:56%；今日共發現27處陽性點;調查容器
數375；查獲陽性水溝已立即完成防治；布氏指數2級,成蟲指數0.02共捕獲5隻成蚊(4母1
公)；共開立18張陽性舉發單；擴大疫調訪視計1464人無疑似個案;訪視藥局及醫療院所共
計10間。 

藥局診所訪視 

三民區長行前宣導 屋沿溝噴藥作業 陽性地下室噴藥作業 

三民東清潔隊同步執行戶外水
噴作業 

發放衛教單張 

家戶孳檢作業 

家戶孳檢作業 查獲之孑孓 



新北市鶯歌區湖東里本土登革熱群聚疫情疫調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