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登革熱等病媒傳染病疫情防治組織與分工
                                                    1060426訂定
                                                                     1080328一修

                                                                   1080624二修

一、依據2017年2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修訂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指引辦
理。

二、為防範登革熱等病媒傳染病疫情由本府相關局處成立「宜蘭縣登革熱等病
媒傳染病防治小組」，因應疫情不同分為平時防治、散發疫情防治及群聚疫
情防治三個時期進行防治工作。

三、任務編組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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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平時防治期：

本縣未有境外移入或本土病例發生時，由本府各局處分別執行防治工作
項目，並定期(每年6、12月)回復執行成果(如附件一)至本府衛生局彙整。

編組組員 防治工作項目

衛生局

1.疫情監控。
2.流行病學調查。
3.病媒蚊調查工作。
4.衛生教育活動。
5.醫療院所對於具有疑似症狀及高風險地區旅
遊史病患之診斷警覺性宣導。

6.輔導監督各鄉鎮市衛生所執行計畫之相關事
宜。

環保局

1.積極推動環境清潔週活動，落實容器減量。
2.督導各鄉鎮市公所(清潔隊)，落實防疫準備
期例行性防治工作，並積極處理髒亂點(含
空地)之查察與舉發改善。

3.流行期間定期稽查各鄉鎮市孳生源重要列管
點，加強告發防範孳生病媒蚊。

民政處

1.督導各鄉鎮市公所(民政課、村里辦公室)、
寺廟、教堂與村里集會場所，執行登革熱防
治環境自我管理，全力執行「巡、倒、清、
刷」防病媒蚊孳生宣導

2.配合本府環保局「環境清潔週」活動，發動

社區村里鄰動員參與清理家園清除孳生源

大掃除。

農業處
督導農作地、農產品生產區域及後續加工處理

區域環境整頓及孳生源清除。

宜蘭縣海洋及漁業發展

所

督導轄管漁港範圍責任區域內環境衛生之維護

及孳生源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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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旅處

1.針對縣內髒亂市場定期複查列管。
2.協助提供本縣市重點列管場域之最新工商營

業登記資料（含輪胎販售業、資源回收場、花
店等），以俾相關單位進行重點場域環境稽
查。

3.與環保局共同管理本縣資源回收場、廢棄輪
胎堆置場、回收場及汽機車維修場，並輔導
事業主維護環境清潔。

4.督導執行本縣各風景區、社區綠地等環境衛
生，定期巡查防止病媒蚊孳生。

建設處

1.依據「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主政負責本縣公
寓大廈之管理。

2.辦理本縣工地內之環境衛生維護及病媒蚊孳
生源清除稽查等工作。

3.公寓大廈積水地下室查處及登革熱防治宣導
工作。

社會處

1.定期巡查本縣各鄉鎮市社區活動中心、立案
之托育機構之環境衛生，並定期提供宣導防
治登革熱。

2.透過評鑑、考核機制，將托育機構主動配合辦
理登革熱防治宣導，列入衛生保健評鑑、評
分項目，以提升本托育機構及社區環境衛
生。

3.輔導各民間團體全力配合環境與孳生源清
除。

勞工處

1.督導勞工健康管理、衛生教育及協助勞工疫

情防治。

2.宣導雇主對於配合防疫工作之勞工應核予公

假事宜。

交通處
轄內各交通樞紐轉運站之環境管理，督導業

者環境整頓及孳生源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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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處

1.督導本縣各級學校，積極維護校內環境，實
施校內容器減量並推動消防蓄水池、水塔及
體育館、游泳池之病媒蚊防治，校園食蚊魚
生態池復育飼養之生物防治工作。

2.督導轄內學校造冊列管校內積水地下室、陽
性水溝、沉沙池，並依生物防治法妥善處理
預防病媒蚊孳生，有效降低校園登革熱病
媒蚊密度。教育處稽查人員採定期或不定期
複查列管地點。

3.教育師生防疫知能，培養學生環境自我管理
之觀念，達成校園與社區零孳生源，強化
民社區意識。

4.配合衛生教育宣導執行校園推廣社區容器減
量工作。

5.建立各級學校確實配合本府各項登革熱防治
工作（含衛生教育宣導、校內病媒蚊密度調
查、疫情調查等）之相關人員，訂定獎勵機
制。

6.督導宜蘭縣立體育場、宜蘭及羅東等運動公
園之環境查察與孳生源清除。

地政處 督導管理縣有耕地環境整頓及孳生源清除。

財政稅務局
督導各管理縣有土地單位環境整頓與孳生源清
除。

警察局

1.督導所轄分局、派出所駐地環境整頓及孳生
源消除。

2.依據傳染病防治法配合執行各項登革熱防治
工作，保障防疫工作人員之安全、強力排除
不當干擾，以確保遂行各項必要之防治工
作。

3.依據道路交通安全管理處罰條例，配合執行
鄉鎮市公所執行環境大掃蕩之占用道路之
排除等防治工作。

消防局 督導消防分隊駐地環境整頓及孳生源清除。

文化局 督導轄管場館環境整頓及孳生源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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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協助登革熱衛生宣導工作。

計畫處

透過本府登革熱防治協調會議定期追蹤各機關
應辦事項，督促業務單位依限陳報辦理情
形，必要時需將列管情形提報該機關重要會
議。

主計處
因應本府執行各項登革熱防治工作之所需，協
助各相關局處經費籌措。

水利資源處
督導管理權責範圍及因業務需要之工程建設等
環境維護與孳生源清除。

(二) 散發疫情防治期：

當轄內鄉鎮市發生單一境外移入或本土確診病例通報時，由本府衛生
局透過「宜蘭縣登革熱/屈公病/茲卡病毒感染症確診個案疫情通報表」(如
附件二)通知，防治小組即刻進行各項防治工作以免散發疫情之擴大。各
功能小組編組與分工如下：

1.疫情監視與檢驗醫療組：
(1)針對疑似病例，由本府衛生局召集病例所在之衛生所，進行疑似病

例疫情調查，及病例住家、病毒血症期活動地點半徑 50公尺範圍之家
戶病媒蚊孳生源調查與孳生源清除。

(2)對於確診病例，由本府衛生局通知當地鄉鎮市公所、衛生所，並召開
鄉鎮市公所(含村里長)、衛生所疫情防治工作協調會議，訂定相關防
治作為(確診病例潛伏期、病毒血症期活動地點周圍半徑 100公尺範圍
之家戶病媒蚊孳生源調查及孳生源清除與防治衛生教育及社區民眾健
康監視)，以及環境噴藥(含通知)、辦理社區民眾宣導衛教時間、場次
等事宜。

(3)另加強該轄區內醫療診所之訪查，調查、追蹤與病例具有地緣關係之
疑似個案，也提醒醫師提高對於登革熱等疑似症狀之就診病患之診斷
警覺性及進行通報。

2.孳生源清除組：
(1)由本府環保局負責，針對病例潛伏期、病毒血症期活動地點半徑 100

公尺範圍，召集鄉鎮市公所清潔隊，進行環境孳生源檢查與清除。
(2)另本府民政處、地政處、工旅處、農業處、建設處、教育處、社會處、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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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處、財稅局、水資處、警察局、消防局、漁管所等單位，同時進行該
轄區內權管區域或單位之孳生源查察與督導全面病媒蚊孳生源清除
工作。

(3)另請民政處協助提供空戶、未遇或不配合住戶等房屋所有人戶籍資
料，以利通知配合改善。

(4)請地政處協助提供空地所有人通訊資料，以利通知配合改善。

稽查重點：
(1)空屋、空地、積水地下室、廢棄冷卻水塔、資源回收場、輪胎回收場、
阻塞水溝等大型孳生源列管點。

(2)針對學校、市場、公園、工地、花店、銀行、教會、寺廟、養護機構、
公共聚會場所等容易導致群聚感染的場所加強定期巡查。

(3)查獲孳生病媒蚊依相關法規責成所有人、管理人及使用人等儘速
改善，惟為確保陽性孳生源不再持續孳生，凡查獲孳生源者，
應立即投藥或清除之。

3.噴藥消毒組：
(1) 由本府衛生局召集衛生所負責登革熱病例住家室內(超過2小時活動

地點)實施噴藥工作，必要時擴及其周圍半徑50公尺範圍之住家室內
一併實施噴藥工作。

(2) 另由本府環保局，召集鄉鎮市公所清潔隊，進行病例住家戶外(超過
2小時活動地點)環境噴藥滅蚊工作。

(3) 民政處協助協調村里長通知家戶配合防治措施。
(4) 警察局協助疫區公共安全與秩序。

4.教育宣導組：
(1) 由本府衛生局負責，提供相關宣導資料，由本府秘書處、環保局、民

政處、社會處、教育處等有關單位共同督導病例發生地點及其周圍權
管區域加強登革熱等衛生宣導工作。

(2) 另請教育處、社會處督導病例發生地點及其周圍之各級學校(機構)，
展開全校性(機構)衛教宣導，並宣導師生(機構)自我健康管理，如
發現疑似症狀，應通報轄區衛生所，早期發現個案，避免群聚疫情
發生。

病例解除機制：以確定病例之發病日期(第0天)起算，31天內無新增確定
　　　　　　　病例，疫情則告解除。

(三) 群聚疫情防治期：

群聚疫情之定義：

1、同村里內 2例確定病例，其居住地/活動地點彼此不超過 150公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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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熱病例發病日間隔小於或等於14天，屈公病病例發病日間隔小於
或等於12天。 

2、當同村里已有2例確定病例群聚，而第 3例確定病例加入時之要件： 

（1）居住地/活動地點與該群聚其中 1例確定病例的居住地/活動地點不
超過 150公尺；且 

（2）登革熱病例發病日間隔與該群聚其中 1例確定病例小於或等於14
天，屈公病病例發病日間隔與該群聚其中 1例確定病例小於或等於
12天。

當發生以上群聚疫情時，立即成立「宜蘭縣登革熱等病媒傳染病疫情防治
指揮中心」，由縣長擔任總指揮官、副縣長(秘書長)擔任副指揮官，衛生
局局長為執行秘書，環保局局長為副執行秘書，本府其餘各局處長為成
員，召開縣府登革熱防治工作協調會議，啟動防治工作及協調指揮作業，
使登革熱等病媒傳染病疫情能有效控制。

群聚疫情發生時，各功能小組編組與分工如下：

1.疫情監視與檢驗醫療組：
 (1)由本府衛生局負責召集病例所轄衛生所，進行確診病例疫情調查，

並召集本府民政處、病例所轄鄉鎮市公所，進行病例潛伏期、病毒
血症期活動地點周圍之家戶病媒蚊孳生源調查及孳生源清除與防治
衛生教育及社區民眾健康監視。

 (2)另加強該轄區內醫療診所之訪查，調查、追蹤與病例具有地緣關係
之疑似個案，也提醒醫師提高對於登革熱等疑似症狀之就診病患之
診斷警覺性及進行通報。 

2.孳生源清除組：
(1)由本府環保局負責，針對各病例連結之區域為中心，對周圍至少

100公尺及各病例間所有尚未實施查核之住家或房屋，召集鄉鎮市
公所清潔隊動員足夠人力，強制實施戶內外資生源清除與查核，並
於2天內完成。

(2)另本府民政處、地政處、建設處、農業處、工旅處、秘書處、財稅局、
水資處、社會處、教育處、警察局、消防局等單位，同時進行病例發
生地點內權管區域或單位之孳生源查察與督導全面病媒蚊孳生源清
除工作。

(3)請民政處協助調查空戶、未遇或不配合住戶等房屋所有人戶籍資料，
以利通知配合改善。及本府與軍方協調連絡窗口，掌握應變處理工
作。

(4)請地政處協助空地所有人通訊資料，以利通知配合改善。

※、稽查重點：
(1)空屋、空地、積水地下室、廢棄冷卻水塔、資源回收場、輪胎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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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阻塞水溝等大型孳生源列管點。
(2)針對學校、市場、公園、工地、花店、銀行、教會、寺廟、養護機構、

公共聚會場所等容易導致群聚感染的場所加強定期巡查。
(3)查獲孳生病媒蚊依相關法規責成所有人、管理人及使用人等儘速

改善，惟為確保陽性孳生源不再持續孳生，凡查獲孳生源者，
應立即清除之。

3.噴藥消毒組：
(1) 由本府衛生局召集衛生所負責登革熱病例住家室內(超過2小時活

動地點)實施噴藥工作，必要時擴及其周圍半徑50公尺範圍之住家
室內一併實施噴藥工作。

(2) 另由本府環保局，召集鄉鎮市公所清潔隊，進行病例住家戶外
(超過 2小時活動地點)環境噴藥滅蚊工作。

(3) 民政處協助協調村里長通知家戶配合防治措施。
(4) 警察局協助疫區公共安全與秩序。

4.教育宣導組：
(1) 由本府衛生局負責，提供相關宣導資料，由本府秘書處、環保局、

民政處、社會處、教育處等有關單位共同督導，除病例發生地點及
其周圍權管區域加強登革熱等衛生宣導工作，應擴大全縣權管區
域的宣導。

(2) 請教育處、社會處除督導病例發生地點及其周圍之各級學校(機
構)，展開全校性(機構)衛教宣導及師生(機構)自我健康管理外，
應加強宣導全縣各級學校(機構)，如發現疑似症狀，應通報轄區
衛生所，早期發現個案，避免群聚疫情發生。

5.追蹤考核組：由副縣長主持，本府衛生局召集，民政處、環保局、秘
書處、教育處、計畫處等有關單位共同組成登革熱防治
追蹤考核小組，透過本府登革熱防治協調會議定期追蹤
各機關應辦事項，督促業務單位依限陳報辦理情形，必
要時需將列管情形提報該機關重要會議；本府登革熱防
治協調會報小組將依實際辦理狀況暨會議結論簽請縣長
核定獎懲。

6.資源組：因應本府執行各項登革熱防治工作之所需，請財政處、主計
處協助各相關局處籌措經費。

病例群聚解除機制 ：

登革熱：以最近1例確定病例之發病日期(第0天)起算，31天內無新增確
        定病例，則解除列管。 
屈公病：以最近1例確定病例之發病日期(第0天)起算，26天內無新增確
        定病例，則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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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規規定

(一)傳染病防治法第15、16、18、19、25、36、37、38、39、43、48條及違反前述各
條內容，經主管機關通知或公告未改善者，可依同法第64、65、67、70條
相關規定處以罰鍰。

(二)廢棄物清理法(僅摘錄執行登革熱/屈公病防治工作相關條文)第
9、11、27條，對於未依第11條清除一般廢棄物或第27條各款行為，可依
同法第50條處以罰鍰。

宜蘭縣登革熱等病媒傳染病散發、群聚疫情防治措施對照表

任務編組 編組組員 散發疫情防治措施 群聚疫情防治措施

疫情監視
與檢驗醫
療組

衛生局 1.針對疑似病例，由本府
衛生局召集病例所在之衛
生所，進行疑似病例疫情
調查，及病例住家、病毒血
症期活動地點半徑 50公尺
範圍之家戶病媒蚊孳生源
調查與孳生源清除。
2.對於確診病例，由本府
衛生局通知當地鄉鎮市公
所、衛生所，並召開鄉鎮市
公所(含村里長)、衛生所疫
情防治工作協調會議，訂
定相關防治作為(確診病例
潛伏期、病毒血症期活動地
點周圍半徑 100公尺範圍
之家戶病媒蚊孳生源調查
及孳生源清除與防治衛生
教育及社區民眾健康監
視)，以及環境噴藥(含通
知)、辦理社區民眾宣導衛
教時間、場次等事宜。

1.由本府衛生局負責召集
病例所轄衛生所，進行
疑似(或確診)病例疫情
調查、擴大疫情調查，並
召集本府民政處、病例所
轄鄉鎮市公所，進行病
例潛伏期、病毒血症期活
動地點周圍之家戶病媒
蚊孳生源調查及孳生源
清除與防治衛生教育及
社區民眾健康監視。

2.另加強該轄區內醫療診
所之訪查，調查、追蹤與
病例具有地緣關係之疑
似個案，也提醒醫師提
高對於登革熱等疑似症
狀之就診病患之診斷警
覺性及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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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加強該轄區內醫療診
所之訪查，調查、追蹤與病
例具有地緣關係之疑似個
案，也提醒醫師提高對於
登革熱等疑似症狀之就診
病患之診斷警覺性及進行
通報。

孳生源
清除組

環保局
衛生局
民政處
地政處

財政稅務局
工旅處
農業處
建設處
交通處
教育處
社會處
秘書處

水利資源處
文化局
警察局
消防局

海洋及漁業
發展所
(鄉鎮市
公所)

1.由本府環保局負責，針
對病例潛伏期、病毒血症期
活動地點半徑 100公尺範
圍，召集鄉鎮市公所清潔
隊，進行環境孳生源檢查
與清除。
2.另本府民政處、地政處、
工旅處、農業處、建設處、
教育處、社會處、秘書處、
財稅局、水資處、警察局、
消防局、漁管所等單位，
同時進行該轄區內權管區
域或單位之孳生源查察與
督導全面病媒蚊孳生源清
除工作。
3.另請民政處協助提供空
戶、未遇或不配合住戶等
房屋所有人戶籍資料，以
利通知配合改善。
4.請地政處協助提供空地
所有人通訊資料，以利通
知配合改善。

1.由本府環保局負責，針
對各病例連結之區域為
中心，對周圍至少100公
尺及各病例監所有尚未
實施查核之住家或房
屋，召集鄉鎮市公所清
潔隊動員足夠人力，強
制實施戶內外資生源清
除與查核，並於2天內完
成。

2.另本府民政處、地政處、
建設處、農業處、工旅
處、秘書處、財稅局、水
資處、社會處、教育處、
警察局、消防局、漁管所
等單位，同時進行病例
發生地點內權管區域或
單位之孳生源查察與督
導全面病媒蚊孳生源清
除工作。

3.另請民政處協助提供空
戶、未遇或不配合住戶等
房屋所有人戶籍資料，
以利通知配合改善。

4.請地政處協助提供空地
所有人通訊資料，以利
通知配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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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藥
消毒組

環保局
衛生局
民政處
警察局
(鄉鎮市
公所)

1. 由本府衛生局召集衛生
所負責登革熱病例住家
室內(超過2小時活動地
點)實施噴藥工作，必
要時擴及其周圍半徑50
公尺範圍之住家室內一
併實施噴藥工作。

2. 另由本府環保局，召集
鄉鎮市公所清潔隊，進
行病例住家戶外(超過
2小時活動地點)環境
噴藥滅蚊工作。

3. 民政處協助協調村里長
通知家戶配合防治措
施。

4. 警察局協助疫區公共安
全與秩序。

1.由本府衛生局召集衛生
所負責登革熱病例住
家室內(超過 2小時活
動地點)實施噴藥工
作，必要時擴及其周
圍半徑 50公尺範圍之
住家室內一併實施噴
藥工作。

2.另由本府環保局，召集
鄉鎮市公所清潔隊，
進行病例住家戶外(超
過 2小時活動地點)環
境噴藥滅蚊工作。

3.民政處協助協調村里長
通知家戶配合防治措
施。

4.警察局協助疫區公共安
全與秩序。

教育
宣導組

教育處
秘書處
衛生局
環保局
民政處
勞工處
社會處

1.由本府衛生局負責，提
供相關宣導資料，由本
府秘書處、環保局、民政
處、社會處、教育處等有
關單位共同督導病例發
生地點及其周圍權管區
域加強登革熱等衛生宣
導工作。

2.另請教育處、社會處督
導病例發生地點及其周
圍之各級學校(機構)，
展開全校性(機構)衛教
宣導，並宣導師生(機
構)自我健康管理，如發
現疑似症狀，應通報轄
區衛生所，早期發現個
案，避免群聚疫情發
生。

1.由本府衛生局負責，提
供相關宣導資料，由本
府秘書處、環保局、民政
處、社會處、教育處等有
關單位共同督導，除病
例發生地點及其周圍權
管區域加強登革熱等衛
生宣導工作，應擴大全
縣全管區域的宣導。

2.請教育處、社會處除督
導病例發生地點及其周
圍之各級學校(機構)，
展開全校性(機構)衛教
宣導及師生(機構)自我
健康管理外，應加強宣
導全縣各級學校(機構)
如發現疑似症狀，應通
報轄區衛生所，早期發
現個案，避免群聚疫情
發生。

11



追蹤
考核組

計畫處
衛生局
環保局
民政處
教育處
秘書處

本府衛生局召集，民政
處、環保局、秘書處、教育
處、計畫處等有關單位共
同組成登革熱防治追蹤考
核小組，透過本府登革熱
防治協調會議定期追蹤各
機關應辦事項，督促業務
單位依限陳報辦理情形，
必要時需將列管情形提報
該機關重要會議；本府登
革熱防治協調會報小組將
依實際辦理狀況暨會議結
論簽請縣長核定獎懲。

資源組
主計處

財政稅務局

因應本府執行各項登革熱
防治工作之所需，協助各
相關局處籌措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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