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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 

又名斷骨熱、天狗熱 

由登革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這種病
毒會經由蚊子傳播給人類 

分為Ⅰ、Ⅱ、Ⅲ、Ⅳ四種型別 

如果患者感染到某一型的登革病毒，對此
型的病毒具有終身免疫，但是對於其他型
別的登革病毒僅具有短暫的免疫力（通常
約為2-9個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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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方式 

喜歡棲息於室內的人工容器，
或是人為所造成積水的地方，
吸血高峰在下午4-5點，次高
峰在上午9-10點 

喜歡棲息於室外，吸血高峰
為晨昏，約在當地日出前後1-

2小時和日落前2-3小時，且下
午高峰較上午高 

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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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孑孓。幼蟲有一定的抗
旱能力，在濕土上可存活13

天之久，所以殘留在水缸底
部的幼蟲不易被殺死，因此
應認真刷洗和反複沖洗容器。 

斑蚊從卵、幼蟲至蛹約需6-14天 
雌蚊約可存活15-30天 
雄蚊約7-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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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症狀 

   登革熱：突然發燒(≧38℃)並伴隨下列二(含)種以
上症狀 

頭痛 

後眼窩痛 

肌肉痛 

關節痛 

出診 

出血性徵候 

白血球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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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症狀 

    登革出血熱：同時具備下列四項 

發燒 

出血傾向 

血小板下降(10萬以下) 

血漿滲漏 

    登革休克症候群： 

具備登革熱及登革出血熱疾病症狀，且皮膚濕冷
、四肢冰冷、坐立不安及低血壓或脈搏微弱至幾
乎要測不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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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條件 

符合下列檢驗結果之任一項者，定義為檢驗結果陽性： 

臨床檢體（血液）分離並鑑定出登革病毒。 

臨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陽性。 

血清學抗原（指登革病毒的非結構蛋白non-structural 

protein 1，簡稱NS1）檢測陽性。 

急性期（或初次採檢）血清中，登革病毒特異性IgM

或IgG抗體為陽性者。 

成對血清（恢復期及急性期）中，登革病毒特異性
IgM或IgG抗體（二者任一）有陽轉或≧4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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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革熱病患分級與處置 
級別 診斷標準 處置方式 

A級  病患無登革熱警示徵象，且可配合以下兩項條件： 

– 可自行飲用大量液體 

– 至少可六小時內解尿一次  

 

居家追蹤及衛教  

 

B級  病患有以下狀況之一： 

– 具警示徵象 

– 孕婦、1歲以下嬰兒、60歲以上老人  

– 獨居或偏遠地區居民  

– 具潛在疾病（糖尿病、腎衰竭、肝硬化、高血壓、
缺血性心臟病、心臟衰竭、慢性肺病、蠶豆症、地中
海型貧血、肥胖等） 

 

 

 

安排住院 

C級  病患有以下狀況之一： 

– 嚴重血漿滲漏（休克、體液蓄積伴隨呼吸窘迫）  

– 嚴重出血  

– 嚴重器官損傷（肝、腎功能損傷、心肌病變、腦病
變、腦炎） 

 

 

 緊急治療或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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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規範 

疾病分類 

屬第二類傳染病 

 

通報期限 

應於24小時內通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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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 

目前沒有特效藥物可治療登革熱，一般採支持性療法
，通常在感染後兩週左右可自行痊癒。 

對於登革熱重症病患應安排住院，適時的介入措施，
提供完整嚴密及持續的照護，可將死亡率從20%以上
降到1%以下。 

登革熱目前尚無有效可施打之疫苗。 

 

 

 

登革熱疫苗其實從1970年代即已展開研究，但因為登革熱病毒共有四種型別，
所以在疫苗研發時，必須考量能夠同時符合對抗四種型別病毒的保護力。但
疫苗難免會有副作用，在登革熱疫苗的試驗中發現，單一型別疫苗的副作用
很輕微，但四種型別疫苗的副作用卻常發生且較嚴重；此外，只要疫苗缺乏
其中一型抗體，一旦被感染到缺乏的那種病毒時，反而更容易增加登革熱重
症的發生機率、疾病嚴重性（毒力）與流行的潛在危機等。  

登革熱疫苗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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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居家預防： 

家中應該裝設紗窗、紗門 

避免積水容器，家中的花瓶和盛水的容器必須每週清
洗一次，清洗時要記得刷洗內壁 

家中的陰暗處或是地下室應定期巡檢，可使用捕蚊燈 

放在戶外的廢棄輪胎、積水容器等物品馬上清除，沒
辦法處理的請清潔隊運走 

平日至市場或公園等戶外環境，宜著淡色長袖衣物，
並在皮膚裸露處塗抹衛生福利部核可的防蚊藥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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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 

 清除孳生源四大訣竅－澈底落實「巡、倒、清、
刷」： 

「巡」─經常巡檢，檢查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的
容器。 

「倒」─倒掉積水，不要的器物予以丟棄。 

「清」─減少容器，使用的器具也都應該澈底清
潔。 

「刷」─去除蟲卵，收拾或倒置勿再積水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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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小石頭或彩色的膠質物放入容器， 

水面不可超過石頭或膠質物表面。 

改變種植方式，一勞永逸清除孳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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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食蚊魚放入種水生植物的容器內。 

常見的食蚊魚包括孔雀魚、大肚魚、台灣鬥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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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盆底盤 

花盆底盤處理原則： 

在戶外以不使用為原則 

在戶內以不積水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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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水的容器 

常見貯水容器包括澆花、洗滌、飲用的水桶、陶甕、水泥槽等。 

  (1)不用時倒置。 

  (2)使用時，加蓋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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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特殊需要，無法密封，可養上述食蚊魚，並放置水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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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 

(請勿亂丟廢棄容器) 

 
   隨手丟棄的飲料罐、便當盒、塑膠及保利龍製品、鍋、廢

棄傢俱、洗衣機等電器用品，皆可成為登革熱病媒蚊的最
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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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輪胎 

廢輪胎常被再利用在公園、運動場等休閒場所， 

使用時，請打洞或以土填滿植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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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建築 

人為建築在美化的過程
如公園中的仿竹筒設計，
應避免積水，而庭院中
的假山假水要隨時維持
水的流通，不可廢棄，
變成死水。 

插竹竿用的底座，在
製造時，塑膠管留洞，
雨水可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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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器具 

舊式冰箱、飲水機及烘碗機有水盤，請每週倒水一次 



2015/9/18 后里區衛生所岩雪樺 28 

天然容器 

 

樹洞:種花不長蚊子又美觀 
竹筒：於竹節間鋸斷， 

           勿留空間積水養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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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貯水容器 

有蓋則予以加蓋，或用細網套於其上避免蚊子於內產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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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T 

美軍於1946年開始使用DEET (N,N-diethyl-

mtoluamide)，是目前最廣泛使用的忌避劑。 

國外防蚊產品含DEET的濃度為5%~100%。 

劑型包含：氣霧劑(aersol)、噴霧劑(pump spray)、
液劑、乳劑等。 

年齡2個月以上之孩童可選用含30％DEET濃度以
下的產品。 

年齡未達2個月之孩童則不建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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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DEET防蚊液介紹 
衛生署核準 環保署核准 

分類 指示用藥 一般環境衛生用藥 

許可證字號 衛署藥製 環署衛製、環署衛輸 

成分名 待乙妥 敵避 

濃度 10%~50% 5%~15% 

防治效能 驅逐蒼蠅、蚊、蚤、蝨、
水蛭、蚋、小飛蟲、蝨、
蚤、臭蟲、蟻等 

蚊子、小黑蚊忌避， 

使用方法 距離皮膚或衣服約10-15公
分處噴灑；同時噴灑於衣
服袖口及褲管處可增加效
果。 

居家或室內時，可噴灑於紗窗
或紗門上；露營時，可噴灑於
帳篷上。 

屬於「一般環境衛生用藥」，
故不能噴灑於皮膚上，只能噴
灑於四周環境或紗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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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濃度 保護時間 

DEET 30 %  6 小時 

DEET 15 %  5小時 

DEET 10 %  3 小時 

DEET 5 %  2小時 

香茅精油5-10%  0.3-0.5 小時 

lemon eucalyptus 10-30%  2-5 小時 

應選用含DEET且有衛生署許可證的防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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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所)疫情處理 

   疑似病例 

• 個案疫情調查 

• 環境調查 

－病毒血症期 

(發病前1天至後5天) 

－活動地周圍50公尺 



2015/9/18 后里區衛生所岩雪樺 34 

衛生局(所)疫情處理 
   確定病例 

• 擴大疫調 

• 本土性個案進行噴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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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104年9月17日) ‧登革熱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did=641&treeid=6FD88FC9B
F76E125&nowtreeid=6FD88FC9BF76E125 

• 林宜瑩(102年4月11日) ‧登革熱病媒蚊生態及習性介紹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cdc.gov.tw/downloadfile.aspx%3Ffi
d%3D8A8A0C03A512F911&rct=j&frm=1&q=&esrc=s&sa=U&ved=0CBMQFjA
AahUKEwifyaSiw_3HAhVkqqYKHYZSDWQ&usg=AFQjCNEgMaw05nTWFny
neZfFxQeGrQKs0Q 

• 陳宏志(97年3月15日) ‧登革熱簡介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www2.nutn.edu.tw/gac330/file/%25E8%2
587%25BA%25E5%258D%2597%25E5%25A4%25A7%25E5%25AD%25B8%25
E7%2599%25BB%25E9%259D%25A9%25E7%2586%25B1%25E7%25B0%25A
1%25E4%25BB%258B%25E8%2588%2587%25E9%2598%25B2%25E7%2596%
25AB.ppt&rct=j&frm=1&q=&esrc=s&sa=U&ved=0CBkQFjABahUKEwi71J3pwv
3HAhUhFqYKHSm-AGU&usg=AFQjCNHJzJWDJgrXR-YB1RvNi5VgWwxcsA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did=641&treeid=6FD88FC9BF76E125&nowtreeid=6FD88FC9BF76E125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ThemaNet.aspx?did=641&treeid=6FD88FC9BF76E125&nowtreeid=6FD88FC9BF76E125


2015/9/18 后里區衛生所岩雪樺 36 

 

 

                   謝謝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