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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登革熱預防策略探討與建議 
      

毛愛妹*、何詩雅 

 

摘要 

世界衛生組織將登革熱列為 2019年全球十大健康威脅之一。澳門地處亞熱帶，

為海洋性副熱帶氣候，適宜蚊蟲孳生。澳門也是著名旅遊勝地，易發生登革熱

流行。澳門在 2001年經歷過登革熱爆發流行後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備的登革熱預防

機制，由政府衛生部門協調其他相關部門共同防治，並動員社區全體居民參與，

加強社區的健康教育以及防蚊滅蚊措施。但由於澳門地域以及居住環境限制，

市民自身防護措施不足而更依賴於政府宏觀層面的防治成效，且澳門是資本主義

制度，由於私人土地保護機制，社區層面的防蚊滅蚊難以延伸至私人空地，防蚊

滅蚊存在死角。此外，澳門登革熱多年來以境外移入個案為主，也暴露港口檢疫

的不足。本文針對這些防治不足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議。 

 

關鍵字：登革熱、預防、滅蚊、澳門 

 

前言 

登革熱(dengue fever)，是一種由登革熱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常見於熱帶及

亞熱帶地區。依據病毒表面的抗原不同，登革熱病毒共有 5 種不同血清型，除了

早已知曉的四型 DENV-1、DENV-2、DENV-3、DENV-4 外，第五型為 2013 年

新發現的血清型[1,2]。登革熱病毒經由埃及斑蚊和白線斑蚊（中國大陸和港澳

地區稱作埃及伊蚊與白紋伊蚊）傳播給人類，大約會在感染後 3 到 14 天發作。

症狀包括發熱、頭痛、肌肉和關節痛，伴有典型性的麻疹樣皮疹，一般會於 2 至

7 天後痊癒。少部分重複感染的患者病情會進一步惡化，可能因血漿滲漏、積液、

呼吸窘迫、嚴重出血或器官損傷導致死亡。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登革熱在過去 50 年在全球個案數目增加了 30 倍，

估計每年感染人數達到 3.9 億人[3,4]，實際個案可能超過這個數字。導致登革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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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人數上升和流行地區增多的原因有境外旅遊、城市化、人口增長、擁擠、

公共衛生基礎設施薄弱等[3,5,6]。其中經由境外旅遊者將新的登革熱病毒株帶到

世界各國，是導致全球範圍內登革熱傳播流行的重要危險因素。在許多國家，

登革熱造成的衛生資源的消耗相當於結核病和其他傳染病的總和，遺憾的是，

這些國家和地區並未重視登革熱的防治工作。世界衛生組織提出防治登革熱

2015–2020 行動綱領，要求到 2020 年全球登革熱病死率和發病率在 2010 年基礎上

分別下降 50%和 25% [3]。最近，世界衛生組織發佈 2019 年全球十大健康威脅，

將登革熱列為其中一個威脅[7]。這主要是由於隨著全球氣候暖化，以往好發地區

流行時間延長，未發生過該傳染病的地區，如尼泊爾，也出現了登革熱病例。

鑒於登革熱無特效治療藥物，在澳門本地也尚無疫苗獲得使用許可，因此提高

預防意識，防止爆發流行就顯得非常重要。本文將回顧登革熱在澳門防治情況，

討論澳門地區的防治經驗及其存在的問題。 

 

登革熱在澳門的流行情況 

澳門人口為 667,400 人 [8]，土地面積約 31 平方公里，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

的地區。澳門地處亞熱帶，氣候炎熱潮濕，適合蚊蟲的孳生繁殖。在澳門傳播

登革熱的蚊子主要是雌性白線斑蚊，此病媒蚊偏好小面積清潔積水，澳門環境

及天氣均有利其生長，故在澳門廣泛存在。東南亞國家是登革熱好發地區，

而港澳地區是東南亞國家旅遊和勞務輸出熱門地區。香港資料顯示，境外移入

登革熱個案佔患者的絕大多數。如香港 2018 年有 163 例登革熱個案，其中境外

輸入性個案 134 例，佔總數的 82%；本土個案僅 29 例，佔 18%[9]。澳門登革

熱官方統計數據中雖未有境外移入與本土個案分類，但來自官方的新聞曾報導與

香港類似的情況。如 2016 年 9 月本地新聞報導澳門當年已有 9 例登革熱，均為

東南亞輸入個案[10]，而 2016 年全年共確診 11 例個案（圖一）。隨著港珠澳大橋

在 2018 年 10 月 24 日開通，來自外地遊客逐月上升，大橋在帶動澳門旅遊方面的

成效開始顯現，在為澳門經濟注入活力的同時，也帶來境外移入傳染病隱患。 

從圖一中看出，除了 2001 年澳門曾有過登革熱爆發流行以外，每年均為散發

流行。2012 年後發病人數有增加趨勢，但每年病例數仍低於 20，未出現過登革熱

重症，顯示澳門登革熱預防工作是有成效的。 

 

 

 

 

 

 

 

 
 

圖一、2000–2018 年澳門地區登革熱個案數趨勢（資料來源於澳門衛生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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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預防登革熱現行措施 

2001 年澳門首次爆發登革熱，雖未有重症個案，但無疑是一次較大型的疾病

流行，亦是澳門十多年來最嚴重的一次傳染病爆發流行。為控制疫情爆發，當年

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即「預防登革熱工作小組」，以統籌登革熱防治工作，

落實綜合的防治措施，包括：消除孳生源；宣傳教育、社區動員、行為改變；

病例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蚊媒監測和研究；化學控制；立法控制；

疫情溝通。澳門自 2001 年後登革熱一直零星散發，因此政府工作重點是健康教育

以及防蚊滅蚊。 

澳門登革熱預防健康教育針對全體居民，「預防登革熱工作小組」每年都推出

一些宣傳預防登革熱的活動，加深巿民的認知及正確執行各項預防措施。政府提

出的口號是「每週清除積水，杜絕蚊蟲孳生，由家居做起—預防登革熱人人有責！」

澳門民政總署每年在蚊患指數較高的 4 月至 11 月，在一些公眾地方如公園、休憩

區、小販區、街市、垃圾收集區等地方進行化學滅蚊，以減少蚊子滋生。亦會應

衛生局的要求，派員清理大廈天井、通道、空置土地內的積水容器，以杜絕蚊患

孳生源。政府相關機構和一些民間團體也舉辦一些戶外宣傳活動，如透過主題表

演、攤位遊戲及工作坊等，讓巿民認識登革熱的風險因素、症狀和預防方法，以

及設立「清除積水日有獎匯應通」鼓勵巿民定期清理家居的積水容器。巿民只要

於活動指定的清除積水日，按活動章程要求清除家中積水，便可透過電話登記

參加抽奬活動。還有網上有獎問答遊戲、預防登革熱主題社區巡迴展覽等，加深

市民對清除積水重要性認識，減低蚊蟲孳生機會。針對不同人群聚居地點，政府

制訂了相應的指導建議，如「預防登革熱—給大廈管理業界的指引」、「預防

登革熱—給學校的指引」、「預防登革熱—工作間、家居、個人指引」、「預防登

革熱—給旅遊業、酒店業及博彩業界的指引」等等，針對不同居住環境的特點，

提出針對性清除積水防蚊滅蚊措施。  

澳門經濟發展快速，大量外地雇員及旅客來澳。為此，澳門民政總署與外籍

人士社團合作，組織會員參與社區清潔活動，向澳門不同族群人士宣傳城市清潔

與環境衛生的重要性，讓他們共同維護環境清潔衛生，減少蚊蟲孳生繁殖。澳門

也在法律層面規管外地雇員，如患有傳染病，可以及時得到診斷和治療。衛生局

公共衛生化驗所向所有醫療機構懷疑感染登革熱的個案，提供登革熱免費檢測。

政府也制訂了不同語言版本的登革熱預防手冊，除了中文及英文版本外，還有

「清除積水—越南文」、「外遊慎防登革熱—越南文」、「清除積水—印尼文」、

「外遊慎防登革熱—印尼文」等。  澳門 2017 年曾有傳言有醫生漏診登革熱個案，

事後發現醫生並未漏診，但衛生局仍以此爲契機告誡第一線醫生，重視登革熱

篩查。因港澳地區登革熱多為境外移入個案，澳門市民從流行地區回澳後或有自

流行地區來澳的外籍移工，就診時如出現感冒症狀，須考慮並排除登革熱。 

除了衛生宣導教育外，澳門政府還定期檢測病媒蚊孳生指標，以監測病媒蚊

繁殖情況。澳門針對病媒蚊孳生情況的調查種類有「家居蚊蟲孳生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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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船蚊蟲孳生源調查」以及「誘蚊產卵器調查」（表一）[12]。家居蚊蟲孳生源

調查和漁船蚊蟲孳生源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的 10 多年，某些指數值雖有起伏，

但總體之家居積水容器蚊蟲孳生指標呈緩慢下降趨勢（圖二），而漁船積水容器病

媒蚊孳生指標呈緩慢上升趨勢（圖三）。儘管後者上升意味著，通過漁船將別處病

媒蚊帶回澳門的風險增加，但結合其他指標分析判斷，此風險仍屬可控範圍之內。 

誘蚊產卵器調查是監測白線斑蚊的戶外孳生活動情況。澳門 2002–2018 年

數據顯示，因為不同月份氣溫不同，病媒蚊的孳生環境不同，不同月份監測結果

差異較大。最低是 0，出現於數個年份的 1 月；最高值是 75.2，出現於 2013 年

6 月。但不少年份的 6 至 9 月份均有接近或高於 70 的數值。因 2002–2018 年間

不同年份數值差異並不大，本文將不列出每一年的具體數值，取而代之的是過去

17 年間的均值（圖四）。 

 

 

 

 

 

 

 

 

 

 

 

 

 

 

 

 

 

 

 

 

 

 

 

 

 

 

表一、澳門政府追蹤病媒蚊繁衍方法 

調查種類 目的 方法 近年趨勢 

家居蚊蟲孳生源調查 1 判斷登革熱
流行風險 

2 清除登革熱
病媒蚊幼蟲 

1. 在全澳居住單位中作隨機抽樣， 

調查家居積水容器登革熱病媒蚊 

幼蟲孳生情況。發現容器有孑孓 

孳生則採樣後予以淸除 

2. 每年的 6 月（第 1 次）及  

9 月（第 2 次）進行 

下降 

（圖二） 

漁船蚊蟲孳生源調查 檢測漁船把不
同地區的蚊種
以及其所傳播
疾病帶入本澳 

1. 查看漁船上容器積水和登革熱病 

媒蚊幼蟲孳生情況。 

2. 每年的休漁期進行 

上升 

（圖三） 

誘蚊產卵器調查 監測登革熱病
媒蚊戶外孳生
活動 

1. 誘蚊產卵器是一個約 200ml 的黑色 

闊口膠杯，內盛約三分之二的去氯 

自來水及一木片，放置在室外陰暗 

處約離地 1.2 米高處。 

2. 分佈於全澳，每距離 100 米置一個，
全年固定。  

每年 6–9

月份處於
峰值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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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2002–2017 年澳門登革熱病媒蚊家居孳生源調查結果（資料來源於澳門衛生局[12]）  

註：布氏指數：登革熱病媒蚊幼蟲孳生陽性容器數／調查戶數×100；房屋指數：有登革熱

病媒蚊幼蟲孳生戶數（陽性戶數）／調查戶數×100；容器指數：有登革熱病媒蚊幼蟲

孳生容器／調查容器數×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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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預防登革熱的缺失 

一、防蚊滅蚊有死角 

傳播登革熱病毒的白線斑蚊喜歡在淺水中繁殖，若澳門的空置土地、廢棄

房屋不減反增，持續缺乏管理，就會很容易造成疫情爆發。澳門空置土地中有

43.3%是私有土地，這些土地中大多數存在環境問題，包括雜物、雜草、停車

和垃圾[13]。現時政府並無針對私有土地的問題作出任何相關政策，更以私有

土地不屬於行政部門的管轄範圍為由，拒絕處理私有土地的衛生問題。澳門可

借鑒臺灣某些地方政府之政策，向公私有空地以及空屋的擁有人、管理人

或使用人未盡維護管理的責任，如雜草叢生，或超過規定之高度未修剪，

通知限期改善未改善者徵收罰款[14,15]。有澳門社團人士提出增加處罰以推動

土地所有人履行應有的責任，也建議政府向土地所有人開徵或增加私人持

有閒置土地的稅項，推動所有人加快利用土地，縮短閒置時間。 

2018 年香港登革熱申報個案數為 163 例[9]，但 8 月香港曾發生 16 例登革

熱案例，引起市民恐慌。當時媒體敦促港府檢討滅蚊工作組織方法，因為港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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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06–2018 年澳門登革熱病媒蚊漁船孳生源調查結果（資料來源於澳門衛生局[12]） 

 

圖四、2002–2018 年月份別澳門誘蚊產卵器年均陽性率（資料來源於澳門衛生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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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將一部分滅蚊工作以「價低者得」原則外包給承辦商，致使承辦商在滅蚊

操作中「灌水」。例如採用廉價手提噴灑器、以普通泥沙加入蚊沙、聘請未受

訓練的清潔工代替曾受專業培訓的滅蚊人員等，雖能大幅減省開支，卻嚴

重降低服務品質。澳門政府也有將服務外包的現象，政府應檢討此種方法的

弊端，如果堅持外包方式，應聘請第三方檢驗承辦商的服務品質。 

二、港口登革熱防治仍然薄弱 

澳門城市規模小，但每年有八千萬旅客出境和入境，2018 年全年接近

九千萬[16]。從澳門登革熱情況來看，多數為境外移入個案，顯示登革熱港口

控制不容忽視。澳門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宣傳工作，如衛生局在機場、

碼頭和陸路港口播放登革熱宣傳片、張貼海報、放置宣傳單張，衛生局每月

一次更新全球各地區傳染病流行趨勢並發放短信給全澳醫務人員，市民申請

前往登革熱流行地區時會收到溫馨提醒，做好預防措施。以往針對登革熱的

港口監控主要依賴於市民或者旅客的主動聯絡，對於登革熱無警惕性的人士

未必會主動接觸邊境檢疫人員，這部分人中若有感染者可能漏檢。港珠澳

大橋開通後，澳門各海關均已加強港口監測，旅客經過港口經紅外線測溫儀

探測有發熱現象時，即被截留，經港口衛生站排查包括登革熱在內的主要

傳染病之後才能放行。迄今為止已有一例登革熱疑似個案被截留排查，但

港口防治效果仍需要時間驗證。 

三、居民自身及家居環境防護措施不足 

澳門土地小，人口密度大，住房擁擠，每人平均居住面積較小，加之

習慣問題，極少有居民家中安裝紗門紗窗，大多數家庭也沒有使用蚊帳

習慣。政府衛生機構須教育市民做好家居環境登革熱防護，如果住宿的地

方沒有隔蚊或空調設施，應使用殺蚊噴劑及睡在蚊帳內。外出旅遊時穿著

寬鬆、淺色的長袖上衣和長褲，避免使用有香味的化妝品或護膚品。去流行

地區時，最好攜帶便利式蚊帳，並在蚊帳上使用氯菊酯（殺蟲劑）。 

 

結論 

登革熱是常見傳染病，澳門地區由於氣候條件適宜病媒蚊孳生，加之作為

旅遊勝地，每年均有大批遊客，具備登革熱流行高風險。目前尚無預防登革熱的

疫苗在港澳地區獲得使用許可，因此登革熱防治仍依賴於控制傳染源和阻斷傳播

途徑，以達到保護易感人群目的。澳門政府多年來實施了以控制病媒蚊孳生為主

的綜合預防措施，使得澳門自 2001 年後未發生登革熱爆發流行，澳門地區以政府

號召全民參與的模式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也值得其他地區借鑒。但澳門對登革熱

防治並未做到盡善盡美，今後仍需要在消除滅蚊死角和加強港口檢疫方面做出

努力，尤其是港珠澳大橋開通之後澳門遊客大量增加，增加包括登革熱在內的

傳染病輸入風險，更提升了加強港口檢疫的迫切需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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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概要： 

目前仍處腸病毒流行期，全國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已過高峰且連續 2 週

下降；近 4週社區腸病毒型別以克沙奇 A10為多，惟近幾週全國腸病毒 71型個案

數仍多。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增加，且為近 10年同期最高；南高新增本土登革熱

群聚區。持續出現日本腦炎散發病例，個案住家及活動地附近多有高風險環境。

我國出現首例屈公病本土病例，今年境外移入病例數為歷年同期最高。 

鄰近各國腸病毒疫情處高峰期或已高於警戒值；東南亞及南亞登革熱及屈公

病疫情嚴峻；土耳其今年麻疹確診數逾千例，基於當地具感染風險且為國人經常

旅遊地區，我國於 7/17提升該國麻疹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一級注意(Watch)；沙烏

地阿拉伯將於 8/9-8/14 舉行朝覲(Hajj)，中東地區國家 MERS 疫情持續，提醒

朝覲者做好自身防護。 

 

一、 腸病毒 

(一) 國內疫情 

1. 腸病毒就診人次：目前處流行期，第 30 週全國腸病毒門急診就診計

15,530 人次，較第 29 週下降 5.1%；疫情已過高峰且連續兩週下降。 

2. 腸病毒感染併發重症：新增 5 例，其中 4 例感染腸病毒 71 型(EV71)，

另 1 例感染克沙奇 A6 型；今年累計 24 例，以感染 EV71 型為多

（17 例）、其他分別感染 D68 型（2 例）、克沙奇 A6 型、克沙奇 A9

型、克沙奇 A10 型、克沙奇 B5 型及伊科病毒 11 型。 

3. 近 4 週社區腸病毒以克沙奇 A10 為多，惟近幾週全國 EV71 個案數

仍多；今年累計 203 例 EV71 型個案，高於 2016 至 2018 年同期，以

輕症及散發病例為主。 

 

圖一、2018–2019 年腸病毒門急診就診人次趨勢 

 國內外疫情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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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二、 登革熱 

(一) 國內疫情 

1. 本土病例 

(1) 新增 13 例，個案居住地為高雄市 8 例及臺南市 5 例；國內今年

累計 62 例，分別為高雄市 47 例（三民區 37 例、前鎮區 3 例、左

營區及鳳山區各 2 例，鼓山區、路竹區及旗津區各 1 例）、臺南

市 15 例（東區 5 例、中西區 4 例、南區 2 例，永康區、安南區、

左鎮區及新化區各 1 例）。 

(2) 高雄市三民區鼎西里為新增群聚區；三民區鼎強里、鼎金里及

安吉里群聚區已監測期滿，目前計有三民區鼎西里、本和里及

左營區菜公里 3 個群聚區持續監測中。另前鎮區、三民區及鳳山

區新里別出現病例；旗津區為有病例之新增行政區。 

(3) 臺南市東區崇德里及崇明里為新增群聚區；中西區（開山里）與

東區（大同里、東門里）原群聚區仍新增個案；另南區新里別出

現病例。 

2. 今年累計 263 例，為近 10 年同期最高，90%以上感染地為東南亞國家；

近一個月新增個案感染國家以柬埔寨、越南及菲律賓為多。 

 

 

 

 

 

 

圖二、2018–2019 年登革熱病例通報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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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三、 日本腦炎 

(一) 新增 5 例；今年截至 7/29 累計 17 例（含 2 例死亡），個案居住地為高雄

市 5 例（含 2 例死亡），嘉義市、屏東縣、臺中市、彰化縣及桃園市各 2

例、嘉義縣及新竹縣各 1 例，個案住家及活動地附近多有高風險環境。

2015 至 2018 年全國同期病例數分別為 28、16、22 及 34 例。 

(二) 目前為流行季節，每年 6 至 7 月為流行高峰；近年各縣市多曾出現散發

病例，以 40 歲以上成人為多。 

 

圖三、2015–2019 年日本腦炎病例趨勢 

 

四、 屈公病 

(一) 國內疫情：我國出現首例本土病例，個案居住於新北市。今年截至 7/29

累計 20 例，其中 19 例為境外移入，感染國家為緬甸 8 例、馬爾地夫

4 例、印尼及泰國各 2 例，菲律賓、馬來西亞及印度各 1 例；另有 1 例

本土病例。今年屈公病病例數為自 2007 年 10 月列入法定傳染病以來，

歷年同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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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疫情 

1. 泰國：近 1 個月疫情上升且處流行期，今年截至 7/21 累計 41 府報告約

5,200 例，高於去年同期之 79 例，病例分布以南部地區為多。 

2. 馬來西亞：持續發生病例，今年截至 6/22 累計 289 例，高於去年同期

之 70 例。 

3. 新加坡：近 2 個月持續發生病例，今年截至 7/20 累計 25 例，高於去年

同期之 5 例。 

4. 馬爾地夫：疫情下降惟仍持續發生病例，今年截至 7/23 累計報告 1,300

餘例，高於去年同期。 

5. 印度：今年截至 6/30 累計報告 14,400 餘例；去年全年總數報告 47,200

餘例，其中約 8,500 例確診。 

6. 巴西：今年疫情自 5 月中達高峰後下降，惟近 1 個月每週仍平均新增

報告逾 4,000 例，今年截至 7/13 累計報告逾 88,000 例，34 例死亡，病

例數佔美洲地區 98%，且高於該國去年全年總數。 

 

五、 麻疹 

(一) 全球：WHO 於 7/15 更新全球疫情，今年截至 4–5 月全球 181 國累計報告

逾 26.7 萬例，高於去年同期（逾 16 萬例）。 

1. 確診數逾萬例國家有馬達加斯加（約 6.9 萬例）、烏克蘭（約 5.1 萬

例）、奈及利亞（約 2.4 萬例）、印度（約 2.2 萬例）及菲律賓（約 2.2

萬例）。 

2. 確診數逾千例，且近期疫情持續或上升之國家為安哥拉（2,864 例）、

法國（1,526 例）、孟加拉（1,491 例）、土耳其（1,468 例）、北馬其頓

共和國（1,314 例）、波赫（1,133 例）及義大利（1,107 例）。 

(二) 土耳其確診數逾千例，並為國人經常旅遊地區，基於當地具感染風險，

我國於 7/17 提升該國麻疹旅遊疫情建議至第一級注意(Watch)。 

 

六、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 (MERS-CoV) 

(一) 沙烏地阿拉伯：近一週新增 5 例，分布為中部利雅德省(Riyadh) 3 例、

西部納季蘭省(Najran)及中北部蓋希姆省(Qassim)各 1例，皆為原發病例，

其中 1 例曾接觸駱駝。 

(二) 全球：WHO 評估目前全球風險不變，自 2012 年迄今累計 2,449 例確診

病例，845 例死亡，27 國家／屬地出現疫情，逾 80%個案集中於沙烏地

阿拉伯。中東地區國家疫情持續，其他國家可能出現境外移入個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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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應保持對境外移入病例發生之警戒，並提醒醫護人員落實院內感染管

制措施。 

(三) 麥加朝覲(Hajj)將於今年 8/9–8/14 於沙烏地阿拉伯舉行，為全球規模最大

的宗教聚會之一，提醒赴該國朝覲者除應注意個人衛生安全及瞭解當地

注意事項外，並應避免接觸駱駝或生飲駱駝等動物奶。 

 

七、 旅遊疫情建議等級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新型 

A 型流感 

中
國
大
陸 

廣東省、安徽省、福建省、
北京市、廣西壯族自治
區、江蘇省、湖南省、雲
南省、內蒙古自治區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9/4/5 

 

中國大陸其他省市，不含港澳 

尼泊爾、阿曼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5/6 

登革熱 

東南亞地區 9 個國家： 

印尼、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菲律賓、寮國、越南、柬埔寨、
緬甸 

南亞地區 3 個國家：斯里蘭卡、
馬爾地夫、印度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6/18 

麻疹 

亞洲：中國大陸、菲律賓、越南、
泰國、印尼、緬甸、印度、 

哈薩克、以色列、土耳其 

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 

奈及利亞、幾內亞、馬達加斯加 

歐洲：義大利、羅馬尼亞、 

烏克蘭、英國、法國、喬治亞、
俄羅斯、波蘭、北馬其頓共和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7/17 

 

中東呼吸症
候群冠狀病
毒感染症 

(MERS-CoV) 

沙烏地阿拉伯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5/6/9 

中東地區通報病例國家：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約旦、 

卡達、伊朗、阿曼、科威特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9/30 

小兒麻痺症 巴基斯坦、阿富汗、奈及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5/11/30 

茲卡病毒 

感染症 

亞洲 6 國、美洲 21 國／屬地、 

大洋洲 3 國／屬地、非洲 2 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12/5 

亞洲 6 國、美洲 28 國／屬地、 

非洲 11 國、大洋洲 10 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7/8 

拉薩熱 奈及利亞、貝南共和國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8/2/13 

粗體字：建議等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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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格) 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 

疫情 國家／地區 等級 旅行建議 更新日期 

黃熱病 巴西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17 

霍亂 葉門、索馬利亞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8/15 

白喉 印尼、葉門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7/12/26 

伊波拉病毒
感染 

剛果民主共和國 
第二級 
警示(Alert) 

對當地採取 
加強防護 

2018/5/15 

德國麻疹 日本、中國大陸 
第一級 

注意(Watch)  

提醒遵守當地的 

一般預防措施 
2019/6/19 

粗體字：建議等級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