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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登革熱流行情形與防治 

前  言 

登革熱（dengue 或 dengue fever）是由登革熱病毒所引起的一種傳染

病，又名斷骨熱（break bone fever），早年台灣民間則稱為斑痧或天狗熱。

登革熱最早於 1779 年在埃及開羅及印尼雅加達被發現，之後，每隔約 10-40

年流行一次。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登革熱在東南亞地區開始流行。1970 年代更由典

型登革熱轉變為出血性登革熱流行，成為東南亞國家最大的公共衛生問

題。登革熱也同時在太平洋及中南美洲許多早已絕跡超過 25 年之地區捲土

重來。到 1994 年，專家學者更將登革熱列為人類目前最重要之病毒性蟲媒

傳染病。而且登革熱流行地區也不斷地擴大，目前居住在登革熱感染地區

之民眾超過 20 億人，全球每年感染登革熱之病例約 1 千萬人，其中出血性

登革熱約 1-10 萬人。出血性登革熱之死亡率為 10-50%，為目前極為可怕

之傳染病。 

台灣地區登革熱流行情形 

台灣地區在光復前就有幾次登革熱的大流行，最近的一次發生在 1942

年，約有六分之五的人口（500 萬人）感染。之後，經過 40 年之沈寂，到

1981 年才在屏東縣琉球鄉爆發流行，近幾年之流行情形如下所列： 

1981 年 屏東縣琉球鄉爆發流行。屬第二型，侵襲率 80%。 

1987 年 高屏地區流行（1,123 例）。其中高雄市三民區最多（約 500 例），

確定病例共計 527 例。侵襲率 2.9%。分離病毒結果：第二型有 5

例，第一型有 298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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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年 擴大流行。報告病例共有 10,420 例。約一半發生在高雄市，確定

病例 4,389 例。病毒分離結果：第三型 1 例，第四型 3 例，第一

型 3,534 例。 

1989 年 報告病例 594 例，確定病例 35 例（其中本土病例 16 例，境外移

入病例 19 例）。病毒分離結果：第一型 5 例，第二型 2 例，第四

型 1 例。 

1990 年 報告病例 136 例，確定病例 10 例（皆為境外移入病例）。病毒分

離結果：第一型 1 例，第二型 1 例。 

1991 年 小規模型流行（高雄市三民區）。報告病例 804 例，確定病例 175

例（其中 26 例為境外移入病例）。病毒分離結果：第一型 16 例，

第三型 4 例 。 

1992 年 確定病例 23 例，（其中本土病例 4 例，境外移入病例 19 例，其

中一例為中和市學生）。病毒分離結果：第一型 2 例，第三型 2 例。 

1993 年 確定病例 13 例，均為境外移入病例。 

1994 年 確定病例共 244 例，（其中本土病例 222 例，境外移入 22 例）。

依縣市區分，高雄市確定病例 158 例，高雄縣 20 例，台南市 38

人，台南縣 3 人，屏東市 1 人，台中市 1 人，台東市 1 人。病毒

分離結果：第三型 26 例，第一型 7 例。 

1995 年 報告病例共 1,808 例，確定病例 369 例。本土病例 329 例：台北

縣 179 例，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雲林縣各 1 例，台中縣 3

例，高雄縣 3 例，屏東縣 69 例，台中市 8 例，台南市 6 例，高

雄市 51 例，台北市 6 例；境外移入病例 40 例。 

1996 年 報告病例共 1,081 例，確定病例 55 例。本土病例 20 例：台北市

10 例，桃園縣 3 例（感染地點台北市），高雄縣 1 例（感染地點

台北市），高雄市 6 例。 

1997 年 報告病例共 754 例，確定病例 76 例。本土病例 19 例：台南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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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台南縣 2 例（感染地台南市），高雄市 3 例，高雄縣 1 例（工

作地點高雄市）。境外移入病例 57 例。 

1998 年 報告病例共 1,430 例，確定病例 348 例。本土病例 238 例，主要

流行地區為台南市、高雄市及高雄縣。境外移入病例 110 例。 

台灣地區登革熱流行特性與未來趨勢 

1981 年，台灣地區登革熱流行只限於屏東縣琉球鄉，1987 年則由高

雄縣林園鄉擴大至屏東市、高雄市等地，流行地區逐漸擴大。1994 年主要

流行區更擴大為高雄縣、高雄市、台南市。1995 年更突破以往認為南部地

區才會流行的觀念，不僅流行地區北移到台北縣中和市及台中市，而且流

行的幅度也不小。更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每年造成流行的病毒種類均以單獨

一型為主，1994 年則同時出現第一、三型的流行。1995 年則同時出現四種

不同血清型的病毒流行，顯示登革熱在台灣地區流行的嚴重性正日益增

加，最近更有報導指出，一旦登革熱病毒進入某地區並造成流行後，病毒

就有可能長期存在於該地區，未來就有再造成流行的可能。由國外許多流

行的例子，都顯示相同的趨勢，到最後的結果就是登革熱病例突然大量增

加，高達數十萬人，而其中就有許多是出血性登革熱病人。台灣地區現正

處於此一轉型的關鍵時期，要依防治效果來決定未來登革熱流行幅度之大

小，因此值得全民重視與配合。 

登革熱之監測 

（一）病毒學監測：登革熱病人在發病前 1 天至發病後 5 天內，血液中存

有登革熱病毒，如果此時採血，就能由血液中分離出病毒，並可鑑

別出病毒之型別，做為登革熱感染源及流行形態推測之依據。此外

也可捕捉病媒蚊來進行病毒分離，用來確定病媒之種類，但由於病

媒蚊密度極為龐大，若疾病未流行前則甚難捕捉到帶病毒之病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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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需在疾病流行時較有可能從病媒蚊身上分離到病毒。 

（二）流行病學監測：對於疑似病例必需立即報告，由報告結果之統計數

據，推測疾病流行之可能。 

（三）臨床的監測：醫師根據對登革熱症狀之認知，利用診療過程尋找登

革熱病例，並及早通知衛生單位，以達到預防流行之目的。 

（四）血清學監測：病人發病 5 天後，血液中病毒便消失，並開始產生抗

體，藉由血液中登革熱病毒抗體之檢驗結果，便知有多少人感染登

革熱，並由發病日期與居住地之地緣關係，推論疾病傳播情形。 

（五）昆蟲學監測：隨時進行登革熱病媒蚊密度之調查，當病媒蚊密度超

過警戒標準時，就要發動居民配合有關單位進行孳生源清除，使病

媒蚊密度降至危險標準之下，才不至造成流行。 

登革熱病媒蚊 

根據 De Foliart 1986 的報告指出，迄今，全世界已被証明可為登革熱

之病媒蚊共有 6 種，另有 7 種因有流行病學證據而被視為可疑之病媒蚊。

不過主要的病媒蚊還是埃及斑蚊，但偶爾有些流行發生在只有白線斑蚊孳

生的地區，因此白線斑蚊被認為是次要之病媒蚊。台灣地區的流行大多發

生有埃及斑蚊孳生的地區，所以也一直認為埃及斑蚊在登革熱流行所扮演

的角色重要性大於白線斑蚊。但 1995 年台北縣中和市的登革熱大流行時，

發現當地僅有白線斑蚊，並由當地孳生之白線斑蚊體內分離出登革熱第一

型病毒，確認了台灣地區之白線斑蚊也是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 

目前台灣地區已知蚊類共有 130 種，會傳播登革熱者只有埃及斑蚊與

白線斑蚊，因此防治登革熱首先要認識這二種蚊蟲之形態、生態、分布、

習性等，才不致產生錯誤之防治。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均屬雙翅目

（Diptera），蚊科（Culicidae），家蚊亞科（Culicinae），斑蚊屬（Aedes），

室蚊亞屬（Stegomyia）之昆蟲。二種斑蚊均為黑色，身上具有白斑，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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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 5 個白環。二種之差異是白線斑蚊前胸背板有一條銀白色斑紋，埃及

斑蚊則有七弦琴狀白紋。 

病媒蚊之分布 

依據調查結果，埃及斑蚊分布在布袋以南之沿海鄉鎮為主，海拔高度 

300 公尺以下。白線斑蚊則分布於海拔 1000 公尺以下之所有鄉鎮，並以平

地鄉村、鄰近山區之鄉鎮密度最高。二種病媒蚊比較，埃及斑蚊在室內的

密度高於室外，白線斑蚊則相反。 

病媒蚊之生活史 

（一）卵  期：雌蚊通常在羽化後第 6-7 天（即在吸血後第 3-4 天），卵即

成熟，在 25-30℃下，胚胎發育可在 72 小時內完成。卵產

在潮濕物上經 48 小時後就能抗乾旱，可存活 2 個月以

上，自然界中同一孳生場所的同一批卵，當水淹時並不同

時孵化，而是分期分批孵化。 

（二）幼蟲期：在 25-30℃下約需 5-7 天。 

（三）蛹 期：在 25℃下需 1-5 天，在 27-32℃下雄蛹平均 1.9 天，雌蛹平

均 2.5 天。 

（四）成蚊期：實驗室內雌蚊能存活 1-3 個月，雄蚊能存活 0.5-2 個月。在

自然界中依溫度、食物等影響差距很大，一般雌蚊壽命約

一個月，雄蚊約半個月。 

二種病媒蚊完成一個生活週期約需 8-15 天。 

病媒蚊成蚊習性 

（一）埃及斑蚊是家棲性蚊種，嗜吸人血，與人關係密切，多棲息在室

內陰暗角落，喜在白天活動，有間斷吸血習性，即在吸血時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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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擾而飛離宿主，過後又重新尋找吸血對象，所以埃及斑蚊飽食

一餐可能會叮咬許多人，因此更容易造成登革熱流行。雌蚊在日

落前幾小時產卵，喜愛光線暗通風條件差的處所。雌蚊一小時能

飛 100 公尺，正常情況下成蚊一生的活動範圍多數在孳生場所附

近 100-200 公尺內。 

（二）白線斑蚊停在人皮膚上一找到適當的位置便很快叮咬，一般從口

器刺入皮膚到吸血至腹部開始膨大，約歷 20-30 秒，成蟲飽血後，

口器未拔出前常見有液滴 1-2 滴從肛門排出，一次就完成飽血，

較不受外界騷動影響。成蚊活動最盛期因環境而異，有的在日出

後 1-2 小時和日落前 2-3 小時之白天，也有的高峰期出現在中午

活動。成蚊 80%棲息在高度 2 公尺以下位置，以 1 公尺以下為最

多，室外以樹葉背面等陰涼處所為主。 

病媒蚊密度監測方法 

依據病媒蚊密度調查結果，可以瞭解各地區登革熱流行的危險性，據

以早期預防。但密度調查需要有專業訓練之人員才能得到良好之結果，目

前疾病管制局已陸續在各縣市衛生局、所訓練專業人員，希望達到每一鄉

鎮均能有獨立調查的工作人員，使調查結果更有代表性。目前台灣地區用

於判定危險狀況之指數有以下二種： 

 

1.布氏指數（Breteau index） 

每 100 戶有斑蚊幼蟲孳生之陽性容器數 

                陽性容器數 

布氏指數（BI）=     X 100 

                  調查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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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蟲指數（Adult index） 

每 100 戶採獲病媒蚊雌蟲數 

             雌成蟲數 

成蟲指數 =   

             調查戶數 

 

依據登革熱防治中心目前訂定之危險等級，病媒蚊幼蟲密度之布氏指

數超過 5 級（含 5 級，相當於指數高於 35），代表危險，不過 1994 年高雄

市左營區發生流行時，當時調查發現，部份里的密度是布氏指數 4 級，所

以台灣地區因環境差異，危險等級應再收集更多資料後研商適用等級。 

成蟲指數的危險指數為 0.2，就是說 100 戶住家中捉到 20 隻以上的病

媒蚊就代表危險。 

登革熱防治 

登革熱流行地區日漸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人口大量集中在都

市的結果。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叮咬活動時間多發生在白天，人們又無法

避免白天活動，所以只要有病媒蚊存在，任何人都有被叮咬的可能，假如

病媒蚊帶有登革熱病毒，則任何人都有感染登革熱之機會。所以避免感染

登革熱最好的方法，就是徹底消滅埃及斑蚊與白線斑蚊，要消滅這二種蚊

子，光靠噴殺蟲劑是絕對無法達成的，一定要先將這二種斑蚊之孳生源清

除才有可能，以往有些流行地區，防治開始時就噴灑大量殺蟲劑，非但無

法將疫情控制，也將環境污染了，最後還是要進行孳生源清除工作，才能

將疫情控制。除登革熱發生時要緊急清除孳生源，最好民眾平時就養成良

好之生活習慣，不任意堆置、丟棄人工容器，經常使用之積水人工容器，

至少一星期洗刷一次，公共場所發動社區居民定期清理，使病媒蚊確實無

法生存繁殖。病媒蚊之防治工作人人有責，假如有部份居民不參與清除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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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那他家中所養的病媒蚊就有可能成為傳播登革熱之病媒蚊，不僅會

叮咬傳染給鄰居，更會叮咬傳染給自己家人，所以必須人人對登革熱有正

確的認識，共同維護社區環境，協力清除所有病媒蚊孳生場所，才是避免

感染登革熱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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