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登革熱防治計畫(寒假期間) 

壹、 依據： 

一、105 年 1 月 4 日台教國署學字第 1040158153 號函辦理。 

二、本校學務處工作計畫。 

貳、目標： 

ㄧ、加強校園環境衛生管理，消除環境髒亂，全面檢查並徹底清除積水容器，杜絕病媒

蚊孳生源。 

二、加強登革熱防制教育，實施「登革熱病媒蚊自我檢查表」，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參、辦理單位：學務處 

肆、執行重點： 

一、 利用寒假返校日、志工服務活動等機會，加強實施登革熱防制宣導與教育。 

二、 確實整頓校園環境衛生，清除積水容器，消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其重點工作

如下： 

(一)清除教室內外或校園中積水容器。 

(二)裝飾容器(花瓶、花盆、水盤等)：每週清洗、換水一次。 

(三)儲水容器(水桶、水缸、水槽等)：每週清洗、換水一次或不用時倒置。 

(四)廢棄容器(廢輪胎、空瓶、空罐、空寶特瓶、空保麗龍等)：清除乾淨。 

(五)積水地下室：抽水排乾，避免病媒蚊的孳生。 

(六)天然容器(竹筒、樹洞、石穴等)：用泥土、沙子填滿。 

(七)室內外、屋頂等容易積水地方，應徹底清除，並保持乾燥。 

  (八)室內外勿堆積雜物，以免蚊子藏匿。 

三、 依「清除登革熱病媒蚊自我檢查表」（如附表一），寒、暑假每週 1 次由學務處同

仁負責進行校園檢查清除工作。 

四、 利用家庭聯絡簿，讓學生進行居家自我檢查，由學務處不定期抽查。 

五、 指導學生避免被蚊子叮咬，居家門戶可設紗窗、紗門或使用驅蟲劑；外出時可穿

著長袖衣褲或噴防蚊液。 

六、 如發現學生或教職員工有發燒、頭痛、肌肉痛、關節痛、皮膚出疹等疑似登革熱

症狀者，應轉介至醫療院所並通報衛生單位。 

七、 配合衛生、環境保護機關做好登革熱防疫及監控措施，必要時配合噴藥消毒。 

八、 配合衛生、環境保護機關做好登革熱防疫及監控措施，必要時配合噴藥消毒。 

九、 成立校園登革熱防治小組，其防治工作執行要點、組織及職掌表（如附表二）。 

十、 規劃校園登革熱檢查責任區分配表，採責任區域分配制（如附表三）。 

 

 



伍、督導考核： 

一、將「清除登革登病媒蚊自我檢查表」（如附表一）自存，以利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督

導視察。 

二、學務處不定期抽查各環境登革熱孳生源清除情形，並追蹤複查。 

三、學務處不定期抽查學生居家檢核情形(聯絡簿)。 

四、登革熱防治小組工作分配職於附表二。 

五、域督導區工作分配表於附表三。 

 

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地點：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號 

一．您的住家屋外或周圍環境是否有下列容器： 

1.空瓶、空罐  有□ 無□ 

這些是否已清除 (若
未清除請馬上動手清
除)。 

是□ 否□ 
2.陶甕、水缸  有□ 無□ 是□ 否□ 
3.杯子、碟子、盤子、碗  有□ 無□ 是□ 否□ 
4.鍋、壺  有□ 無□ 是□ 否□ 
5.保麗龍製品或塑膠製品、免洗餐具  有□ 無□ 是□ 否□ 
6.桶子(木桶、鐵桶、塑膠桶等 )  有□ 無□ 是□ 否□ 
7.椰子殼  有□ 無□ 是□ 否□ 

8.廢輪胎、廢安全帽  有□ 無□ 
請移除或以土填滿並
種小花等植物。 

是□ 否□ 

9.屋簷旁排水管、帆布、遮雨棚  有□ 無□ 
裡面是否阻塞積水？
（若有請立即疏通） 

是□ 否□ 

10.廢棄冰箱、洗衣機、馬桶或水族箱  有□ 無□ 是否有開口？內部是
否有積水？是否倒置
或密封保持乾燥？ 

是□ 否□ 

11.不使用或未加蓋的水塔（蓄水塔）  有□ 無□ 是□ 否□ 
12.未使用中的冷氣、冷卻水塔、冷飲櫃  有□ 無□ 是□ 否□ 

13.大型儲水桶有無加蓋或蓋細紗網  有□ 無□ 
儲水容器請記得加蓋
或蓋細紗網，不用時
倒置。 

是□ 否□ 

14.寵物水盤、雞、鴨、家禽、鳥籠或鴿
舍內飲水槽、馬槽水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並
刷洗乾淨？ 

是□ 否□ 

15.積水地下室  有□ 無□ 積水是否已清除？ 是□ 否□ 
16.地下室內的集水井  有□ 無□ 是否有孑孓孳生？ 是□ 否□ 
17.自來水表或瓦斯表  有□ 無□ 

內部是否漏水或積
水？是否倒置保持乾
燥？ 

是□ 否□ 
18.門外信箱  有□ 無□ 是□ 否□ 
19.燒金紙的桶子  有□ 無□ 是□ 否□ 
20.雨鞋、雨衣  有□ 無□ 是□ 否□ 
21.天然積水容器（竹籬笆竹節頂端、竹

筒、樹幹上的樹洞、大型樹葉）  
有□ 無□ 

是否以土填滿並種小
花等植物？ 

是□ 否□ 

22.旗座水泥樁上及其他可積水之水管  有□ 無□ 
把水倒掉，若暫不使
用則封住開口。 

是□ 否□ 

23.假山造型水池（凹槽處）、冷氣機滴
水  

有□ 無□ 是否有孑孓孳生？ 是□ 否□ 

24.水溝是否積水有孑孓孳生  有□ 無□ 
裡面是否阻塞？（若
有阻塞請立即疏通） 

是□ 否□ 

25.其他(任何容器或雜物)  有□ 無□    

二．您的住宅內是否有下列容器？   

26.花盤、花瓶、插水生植物容器（如：
萬年青、黃金葛等）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
並洗刷乾淨？ 

是□ 否□ 

27.澆花灑水桶、花盆盆栽底盤  有□ 無□ 
是否洗刷乾淨？不用
時是否倒置？ 

是□ 否□ 

28.貯水容器 (水缸、水泥槽、水桶、陶甕
等或盛裝寵物飲水容器)  

有□ 無□ 
一週換水一次，並洗
刷乾淨？貯水容器是
否有加蓋密封？ 

是□ 否□ 

29.冰箱底盤、烘碗機底盤、開飲機底盤、
泡茶用水盤  

有□ 無□ 
是否一週換水一次，
並洗刷乾淨？ 

是□ 否□ 

30.其他  有□ 無□    
總            計      

註 1：本表在學校、社區實施宣導或追蹤執行情形時使用(內容可依實施種類之實際情況調整)。  

2：發現大型髒亂點 /孳生源請以電話通知當地環保局 /衛生局。  



附表二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登革熱防治小組 
一、 依據：105 年 1 月 4 日台教國署學字第 1040158153 號函辦理。 

二、 目的：加強巡查校園及辦公處所，主動清除登革熱病媒蚊的孳生源，防範疫情擴大，

杜絕登革熱。 

三、 工作分組及執掌 

任務編組 職稱 姓名 職責內容 備註 

召集人 校長 周敦懿校長 綜理校園登革熱防治工作事宜。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施孟儀主任 1. 擬定校園登革熱防治計畫。 

2. 指揮調度各項人物力投入校園登革熱防治。 

3. 掌控本市各項登革熱疫情。 

4. 定期召開防治小組會議 

 

教育宣導組 教務主任 江桂槐主任 1. 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活動。 

2. 推動教育宣導，提升師生防治登革熱知能。 

 

環境維護組 總務主任 林建志主任 1. 積極維護及改善校園環境。 

2. 實施容器減量。 

3. 規劃校園消毒工作。 

4. 花木定時修剪。 

5.列管積水地下室、水溝、沉沙池等。 

6. 加強督導各項工程、設備清潔維護管理。 

 

孳生源清除組 體衛組長 丁燕秋組長 1. 規劃校園清掃區域、負責督導老師及責任班級。 

2. 執行孳生源清除計畫。 

3. 執行校園登革熱「巡、倒、清」檢查（如附件）

並追蹤考核。 

4. 巡視校園易積水處，並責成負責班級清除。 

5. 組訓登革熱防治檢查小組。 

6. 提供檢查結果予相關單位改善及追蹤。 

7. 通報校園登革熱疫情。 

 

實習清潔組 群科主任 楊東衡主任 1. 規劃實習場所清掃區域、負責督導老師及責任

班級。並寫於實習日誌 

2. 執行實習場所登革熱「巡、倒、清」檢查（如

附件）並追蹤考核。 

3. 巡視實習場所易積水處，並交由負責班級清除。 

 

醫護組 護理師 林曉瑛 1. 協助疫調。 

2. 疑似案例處理。 

3. 協助登革熱防治衛生教育宣導。 

 

 



附表三 

登革熱防治計畫(寒假)(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之。) 

餐大附中寒假公共區域督導區工作分配表 

督導人 負責區域 

楊雅婷 

1. 4F西側男、女廁(包括前面走廊、欄杆) 

2. 3F西側男、女廁 (包括前面走廊、飲水機)。 

3. 3F美姿美儀教室、調飲教室.空教室(地板、窗戶、欄杆及走廊)。 

4. 多媒體(一、二、三)教室內。 

江桂槐 

1. 導師辦公室. 輔導室(原撞球室)內部清潔。 

2. 親師晤談室至導師室外(窗戶、走廊、木條椅)。 

3. 導師室前後草皮及中庭後草皮；含中庭後 2條柏油路。 

4. 1F客房教室及 E化教室. 員生社(走道、欄杆、女兒牆)。 

施孟儀 

1. 西邊外掃區(包括資源回收場、環教區、網球場、籃球場、室外停車場、室外停車場

草皮、1F女廁後景觀區草皮) 及此段路的柏油路。 

2. 籃球場旁往後門的柏油路。 

3. 松平街與學校間之矮樹叢之人為垃圾清理 

羅琳峰 

1. 西側 2F男女廁(含飲水機、走道) 

2. 西側 1F男女廁(含飲水機、走道、小樓梯) 

3. 2F電腦教室及 E化教室(走道、欄杆、女兒牆) 

4. E 化教室、電腦教室內。 

朱婉菱 

1. 中間地下室~4F的樓梯(含所有電梯前的迴廊) 

2. 西邊 1F~4F樓梯。 

3. 電梯內外金屬清潔。 

4. 地下室含斜坡（地板灰塵、垃圾及蜘蛛絲） 

林富均 

1. 校門口至中庭前面紅磚道，警衛室旁的草皮及柏油路。 

2. 通學步道(含腳踏車道)。 

3. 清潔松和路與通學步道間的矮木叢之人為垃圾清理 

郭明惠 

1. 中庭 (包括校徽牆及左右兩邊小樓梯及欄杆含樓梯下紅磚道)，中庭正前方樓梯(含坡

道)，中庭玻璃公佈欄、桌椅。 

2. 2F天橋(包括欄杆)。 

3. 撞球室教室內、親師晤談室內。 

丁燕秋 

1. 兩間行政辦公室內部清潔(含窗、洗手台、鐵櫃)。 

2. 行政辦公室前後草皮。 

3. 東側 1F女廁旁草皮與柏油路。 

4. 健康中心內、外(包括前面走廊、欄杆及木條椅)。 

5. 1F東側樓梯與飲水機中間的迴廊(掃具置放區)清潔 

6. 生態園區內。 

陳孟汝 

1. 1F東側男、女廁及廁前走廊(至鐵板處)及小樓梯(含飲水機)。 

2. 2F東側男、女廁及廁前走廊 (包括飲水機)。 

3. 1F鐵板片開始到餐服及理化教室的走廊、窗戶、女兒牆、身心障礙坡道及紅磚道。 

4. 行政辦公室後側香草種植區。 

陳培郡 

1. 教師休息室至圖書室前走廊。 

2. 校長室、會議室內部清潔(含回收、垃圾、百葉窗擦拭)。 

3. 圖書館玻璃清潔(走廊側)。 

4. 4F三間多媒體教室窗戶、走廊、女兒牆。 

林建志 1. 東邊外掃區(機踏車停車場、操場預定地此路段之柏油路、矮樹叢)。 



2. 操場預定地草皮。 

3. 理化教室內、理化教室後草皮。 

4. 38巷與學校間之矮樹叢之人為垃圾清理。 

5. 各樓層樓頂 

陳東衡 

1. 東側 3F男女廁(包括前面走廊、欄杆) 

2. 東側 1F~3F樓梯(含 1F樓梯前空地) 

3. 2F烘焙教室、中西餐教室、連通走道(走道、櫃子、女兒牆) 

4. 烘焙教室內、中西餐教室內 

楊珮菁 

1. 3F 調飲教室內。 

2. 美姿美儀教室內。 

3. 客房教室內 

4. 1F 實習教室內。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附屬餐旅高級中等學校登革熱防治小組 

104學年度期末會議簽到表 

任務編組 職稱 姓名 簽到 

召集人 校長 周敦懿校長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施孟儀主任  

教育宣導組 教務主任 江桂槐主任  

環境維護組 總務主任 林建志主任  

孳生源清除組 體衛組長 丁燕秋組長  

實習清潔組 群科主任 楊東衡主任  

醫護組 護理師 林曉瑛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