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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人衛生的意義及範圍 

有健康的身體，才是一切幸福的基礎，才能創造美麗的未來。個人的

衛生如能做好，身體才會保持健康，精神煥發、愉快，工作就易順利，同

時也可影響周圍的親朋好友，也會影響別人對你的觀感。 

一、個人衛生的意義｜ 

個人衛生是指以個人為對象，研究如何改善生活及四周環境，主要目的

是在保護個人免受疾病的侵擾，以促進個人之健康，再求取身心健康，盡可

能的使個人處在舒適愉快的心境，以促進全民的身心健康及幸福為目的。 

二、個人衛生的範圍｜ 

為了能改善健康狀況，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應注意下列幾個事項：  

(一) 正當的休閒娛樂 

要有快樂的心情及滿足感，自我肯定，喜好的活動。而且是利用餘暇

的時間、自願性、有樂趣、有建設性的活動。休閒活動的安排應符合個人

的性向，考慮個人的體能狀況，配合個人的財力負荷、節約不浪費、周詳

計畫、注意安全問題。勇於嘗試學習。  

休閒活動的種類 

1. 知識性休閒活動：如朗讀、實驗、研究、寫作。  

2. 娛樂性休閒活動：如釣魚、攝影、棋藝、旅行等。  

3. 服務性休閒活動：如環境清潔、探訪孤獨老人、參加社會公益活動等。 

4. 體育性休閒活動：如登山、划船、田徑、體操、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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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藝術性休閒活動：如插花、舞蹈、繪畫、音樂、雕刻、烹飪等。  

(二) 適當的運動 

適當的運動也就是適度及適時選擇自己的體能負荷的程度來實行，切

忌在飯後立即做運動。 

理想的健康運動 

1. 能增加心肺耐力的有氧運動。  

2. 能增加肌力的無氧運動。  

3. 增加柔軟度的伸展。  

如何做經濟有效、有益的運動 

有效之運動是每週至少三次，每次有 30 分鐘的運動，運動前要先熱

身，包括身體各重要關節的伸展運動及原地跑步 2 分鐘，要選擇符合個人

的性向，配合體能限度，量力而行，講求安全。  

維護基本健康的五項簡單運動 

1. 提取重物 5秒鐘。  

2. 每天站足 2小時。  

3. 將身體各關節扭轉，接近到最大極限。  

4. 跳繩活動能增加至每分鐘 120 次至少持續 3 分鐘時間。  

5. 在體能活動上，建議每天消耗能在300卡路里，例如整理兩間臥室的房子等。 

運動時應注意事項 

1. 盡量去達成所訂的適當運動目標。 

2. 不要在炎熱潮濕情況下運動，如中午時間。  

3. 運動時應多補充水分，尤其在熱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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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適當又安全的場所，如學校操場、籃球場等。  

5. 如果運動後 1 小時以上還感覺疲勞，就表示運動太激烈了，應做調整。 

6. 可將每次運動後的時間、距離及運動時的心跳數、運動負荷之感受、

主觀感覺等做成記錄，可做為增加運動量的參考依據。  

7. 運動時如出現呼吸困難、胸部緊迫、頭暈目眩等症狀時，為運動危險

象徵，應立即停止，並告知周圍親友協助觀察，以防萬一，持續不適

時則應立即就醫。  

運動時應做的準備 

1. 心理方面  

(1) 耐心：不要好高騖遠、急於得到成果，要循序漸進。  

(2) 決心：要持續運動，勿半途而廢。 

(3) 平常心：運動時不要與別人做比較。  

(4) 喜悅心：保持心情愉快，享受健康的運動。  

2. 生理方面  

(1) 穿著適當的鞋子和服裝，以防運動傷害。  

(2) 運動前宜做暖身運動 5~10 分鐘，熱天時宜縮短，目的是增加體溫，

促進血流，減少肌肉關節傷害。  

(3) 選擇適合自己的有氧運動，每次的有氧運動，要使脈搏數到（220

－年齡）×（70%~90%）的範圍持續約 30 分，對於初次運動者應

採循序漸進，勿強求一定要達到 30 分鐘。  

(4) 應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平常要定期的健康檢查外，如：乳癌檢查、

子宮頸抹片、大小便及抽血檢查、胸部 X光檢查、腹部超音波、視

力檢查等，在生病時不宜參加任何激烈活動。 

(三) 維持適當的體重及均衡營養 

要保持身體健康及漂亮的外表，須均衡攝取營養，充足的水分，以保

消化系統功能良好、正常的排泄習慣。避免飲食不當而造成體重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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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的計算方法 
 

體重(kg) 
BMI＝  

身高(m)×身高(m)
 

 身體質量指數(BMI) (kg/m2) 腰圍(cm) 

體重過輕  BMI < 18.5 

健康體位  18.5 ≤ BMI < 24 
 

體位異常  

過重：24 ≤ BMI<27 
輕度肥胖：27 ≤ BMI < 30 
中度肥胖：30 ≤ BMI < 35 
重度肥胖：BMI ≥ 35 

男性：≥ 90 公分  
女性：≥ 80 公分  

如何控制體重過重 

1. 適當運動：如跳繩、游泳、快走、騎車上班、騎自行車、清理環境、

整理庭院。 

2. 飲食控制：限制熱量飲食，目的使肥胖者能把體重穩定下降。每日熱

量應低於需要量 800~1000 卡為宜，並攝取適量礦物質、維生素、優質

的蛋白質。 

肥胖對健康的威脅有哪些？ 

1. 心理方面：缺乏自信心，易造成沮喪。  

2. 生理方面：易得糖尿病，心臟、膽囊疾病，高血壓，另外因體重過重

會造成關節負荷太重而使關節變形、關節炎等，另一因易動脈硬化而

引起中風或心臟病發作，並加重生產及手術的危險性。  

行為改變 

主要是清除不良的飲食習慣，適當的方法如下：  

1. 不可用食物來獎勵自己。  

2. 放鬆法：借由放鬆而達到情緒的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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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刺激控制法：在看電視時，避免吃零食及宵夜的習慣。  

4. 自我監督法：記錄每週的體重、食物攝取的種類和熱量以及進食感覺，

以便自我檢討，做為改善的依據。 

(四) 充足睡眠 

每天至少睡足 7 小時，足夠睡眠可使身體在白天活動中很快恢復體

力，並補充精力。  

(五) 健康管理 

定期的健康檢查，可瞭解身體的健康狀況，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依健

康檢查目的不同可分為一般健康檢查及特殊健康檢查等，現將常見的檢查

項目及其他特殊健康檢查項目及意義，整理如表 1-1 及 1-2：  

表 1-1 常見健康檢查項目及意義 

類別  項目  意義或疾病類型  

一般檢查  1. 身體、體重、身體質量指數
2. 血壓、脈搏、胸圍  
3. 體脂肪率  
4. 腰圍、臀圍、腰臀比  
5. 下肢水腫  

1. 瞭解身體基本功能是否健康 
2. 理想體重的測量、體脂肪分
析、判斷肥胖度  

聽力檢查  聽力檢查  聽力、聽阻及中耳反射檢查  

耳鼻喉科檢查 鼻咽內試鏡、耳鼻喉科理學檢

查及 EB病毒標記檢查 
鼻中隔彎曲、鼻甲肥厚、鼻咽癌、

咽喉紅腫發炎、頸部腫瘤  

口腔檢查  牙齒、牙周組織  齲齒、牙齦炎、缺牙、阻生牙、

牙病、咬合不正等  

視力眼壓檢查 視力、斜視、色盲、散光眼壓 視力、斜視、色盲、散光眼壓  

心臟功能檢查

心電圖檢查 
靜態心電圖檢查  心律不整、心肌缺氧、心房或心

室肥大、心肌梗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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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常見健康檢查項目及意義（續）  

類別  項目  意義或疾病類型  

血中脂肪檢查 1. 三酸甘油酯、總膽固醇 
2. 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3. 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  
4. CHOL/HDL-C 比值等  

1. 瞭解體內脂肪代謝是否正常  
2. 瞭解是否有動脈硬化症、高血
脂症  

3. 瞭解血液循環功能是否正常  

血液常規檢查

(CBC)、白血球
分類計數 (DC)

紅血球、白血球、平均紅血球

血紅素量、平均血球容積、血

球容量、平均紅血球血紅素濃

度、血小板等 

瞭解是否有貧血及其種類、白血

病（血癌）、血液凝固機能異常、

敗血症、細菌性感染、免疫性疾

病  

肝膽功能檢查 1. 總膽紅素 (T-Bil) 
2. 直接膽紅素 (D-Bil) 
3. 總蛋白 (TP) 
4. 球蛋白 (GLB) 
5. 白蛋白 (ALP) 
6. 血清麩草酸 
7. 血清麩丙酮酸  
8. γ-麩胺醯轉肽酶(γ-GT, GGT)
9. 乳酸脫氫酶(LDH)、SGOT、

SGPT 

肝炎、膽道阻塞、肝硬化、溶血

性貧血等  

肝炎篩檢／ 
B型肝炎檢查  

B 型肝炎表面原、B 型肝炎表
面抗體、B 型肝炎核心抗體、
C 型肝炎抗體檢查  

急慢性肝炎、B 型肝炎病毒感
染、C 型肝炎感染、肝膽功能異
常、肝腫瘤及膽道阻塞、肝硬化  

尿液常規篩檢 外觀、尿糖、尿素白、尿膽素

原、膽紅素、酮體、白血球、

潛血、比重、酸檢值、亞硝酸

鹽、尿沈渣檢查等  

腎臟及泌尿道方面的疾病、泌尿

道感染、糖尿病、急慢性腎炎、

泌尿道結石、腎病變症狀群等  

糞便檢查、大
腸直腸癌篩檢

免疫法糞便潛血反應、大便常
規檢查、手指經肛門檢查  

腸胃道出血 

胸部 X光檢查 胸部 X光檢查  肺炎、支氣管擴張、助膜積水、
肺結核、心臟肥大、肺癌  

腹部 X光檢查 腹部 X光檢查  檢查輸尿管、膀胱、腎臟有無腫
瘤，泌尿道結石，泌尿道腫瘤，
腸胃道阻塞，骨刺形成，脊椎側
彎等  

資料來源：林伯每等(2008)‧健康與護理 III‧台北市：幼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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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及意義 

類別  項目  意義或疾病類型  

血中電解質檢查  鈣、磷、鐵 電解質及身體代謝功能是

否平衡，鈣含量及骨質疏

鬆、貧血、造血機能等 

尿酸檢查  尿酸  腎臟代謝性功能障礙、痛

風、腎炎、尿毒症  

腎功能檢查 痛風、尿素氮 (BUN)、肌
酸酐 (Cr) 

急慢性腎炎、痛風、腎臟

障礙、腎臟代謝性功能障

礙、腎衰竭、尿毒症 

糖尿病檢查 糖尿病篩檢（糖化血色
素 ）、 空 腹 血 糖 (AC
sugar)、飯後 2 小時血糖

血糖耐受度、糖尿病、急
性胰臟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因子  類風濕性關節炎  
甲狀腺功能篩檢  甲狀腺刺激素、四碘甲狀

腺素  
甲狀腺機能低下、甲狀腺
機能亢進、甲狀腺腫瘤 

腫瘤標記檢查  甲型胎兒蛋白、癌胚抗原  

骨質密度篩檢  骨質密度篩檢  骨折及骨質疏鬆程度  

肺功能檢查 肺活量、1 秒鐘用力吐氣
量、最大中段流速量  

慢性支氣管炎、肺部通氣

能力、慢性阻塞肺部疾

病、肺氣腫、氣喘  

上腸胃道 X光檢查、攝影
或胃鏡、直腸鏡檢查  

上腸胃道 X光檢查、攝影
或胃鏡、直腸鏡檢查  

食道、胃、十二指腸的潰

瘍、發炎、腫瘤等  

乳房檢查  乳房 X光、乳房超音波、乳
房理學檢查、乳房攝影檢查

乳房腫瘤、乳癌篩檢  

乳癌 CA-153 腫瘤標記  乳癌篩檢  乳癌  

卵巢癌 CA-125腫瘤標記 女性卵巢癌篩檢  女性卵巢癌 

腹部超音波檢查  肝臟、肝內膽管、肝門靜

脈、總膽管、膽囊、胰臟、

脾臟  

肝、膽、脾、胰、腎等器官

組織腫瘤、囊腫、脂肪變

性、硬化、結石或其他病變 

攝護腺癌 PSA 腫瘤標記
篩檢  

男性攝護腺癌篩檢  男性攝護腺癌  

精液分析  精蟲數量、活動力等  瞭解精蟲數量，活動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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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特殊健康檢查項目及意義（續）  

類別  項目  意義或疾病類型  

性病篩檢  快速反應素測定、梅毒螺

旋體血球凝集試驗、愛滋

病篩檢  

梅毒、愛滋病  

德國麻疹  血液 IgG 抗體  檢測是否有抗體  

婦科檢查  婦科超音波檢查、婦科內
診、子宮頸螢光棒檢查、
子宮頸抹片檢查  

檢查子宮、輸卵管、卵巢
等有無腫瘤或其他病變 

資料來源：林伯每等(2008)‧健康與護理 III‧台北市：幼獅。  

第二節 

個人衛生維護之要處 

為了維護健康，為了防治一切的病源，個人的衛生必須由日常生活中

做起。我們都知道手是萬能，什麼事都是用手來做，所以造成手部是最容

易隱藏細菌的地方，也最容易接觸傳染源。為了自己的健康及避免傳染給

別人，除了修剪指甲外，也要做好有效的洗手。關於什麼時候洗手、洗手

方法及個人衛生原則等，敘述如下。  

一、洗手｜ 

(一) 什麼時候應該洗手 

1. 大小便後。 

2. 吃東西前。 

3. 製作食物前。  

4. 抱嬰幼兒前。  

5. 工作後。  

6. 洗滌飲食餐器前。  

7. 修剪指甲後。  

8. 打掃清潔後。  

9. 探訪病人前後。  

10. 洗、燙髮工作前後。  

11. 下班回到家時應即刻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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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效的洗手方法 

1. 用水盆洗：約有 26~36%的細菌仍在手上。  

2. 用沖洗方法洗手，約有 12~20%細菌會留在手上。  

3. 先沖洗，再用洗手乳或肥皂洗，然後再沖洗，所有的細菌都會洗淨。 

(三) 洗手的五時機（居家照顧病人時） 

1. 接觸病人前：當靠近病人時，在碰觸病人之前請先清潔雙手。  

2. 執行清潔／無菌操作技術前：在執行清潔、無菌操作技術前一刻，先

清潔雙手。 

3. 碰觸病人體液風險後：在有可能碰觸病人體液後，應清潔雙手，如有

戴手套，應立刻去除手套清潔雙手。  

4. 接觸過病人及其周圍環境後，離開前先清潔雙手。  

5. 接觸病人周遭環境後：在接觸過病人周圍環境的物品或傢俱後，即使

未曾碰觸到病人，仍需在離開前先清潔雙手。 

(四) 正確洗手方法 

1. 濕：在水龍頭下把手淋濕，包含手腕、手掌和手指都要充分淋濕。  

2. 搓：雙手擦上肥皂、搓洗雙手之手心、手背、手指、指尖、指甲及手

腕最少要洗 20 秒。口訣有「內外夾弓大立腕」（圖 1-1）。  

3. 沖：用清水將雙手徹底沖洗乾淨。 

4. 捧：因為洗手前開水龍頭時，手實際上已污染了水龍頭，所以須再捧

水將水龍頭洗乾淨，或用擦手紙包著水龍頭關閉水龍頭。 

5. 擦：以擦手紙將雙手擦乾（也可烘乾）。  

(五) 洗手的注意事項 

1. 指甲須剪短：因指甲、指尖、指甲縫及指關節等，易被沾染致病菌。 



 個人衛生與保健 1 

 
11 

2. 使用溫水：38~42℃的溫水比冷水較有清潔效果。  

3. 摘除手部飾品：如手上戴戒指，會使局部形成一個藏污納垢之處，難

以完全洗淨。  

4. 要使用肥皂：效果比單獨用水洗好得多。若使用洗手乳，有些小朋友

易過敏，且因水分較多，易滋生細菌。  

 

內： 雙手掌心互相搓揉

5 次  

 

外： 右（左）手掌搓揉左

（右）手背 5 次  

 

夾：指縫間搓揉 5 次  

 

 

弓： 旋轉洗淨雙手指背  

 

 

大： 虎口輪狀搓揉左右

各 5 次  

 

立： 雙手指尖左右互

搓 5 次  

 

腕：搓揉手腕左右各 5 次  
  

圖 1-1 洗手正確搓揉口訣「內外夾弓大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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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時間 30 秒：全部的洗手時間至少約需 30 秒，才能達到有效清潔。 

6. 沖洗乾淨：在整個沖洗過程中，雙手須保持比較向下的姿勢，以避免

水逆流回未洗的手肘部位。  

7. 使用擦手紙：最好不要使用毛巾，因毛巾易潛藏細菌，易再將已洗淨

的雙手沾上細菌。擦手紙使用後，也可用來關閉水龍頭或開門，避免

剛洗淨的雙手又碰觸公共物表面而沾染細菌或病毒。  

二、個人衛生的原則｜ 

為了維護個人健康，除了平常要注意手部的清潔外，應遵守下列幾個

原則。  

1. 經常保持雙手的清潔，手指甲、腳趾甲要經常修剪，並保持適當的長度。 

2. 不使用公共碗筷，以免傳染病。  

3. 頭髮要梳理整齊，定期清洗及修剪。  

4. 要注意視力保健，不要使用公共毛巾及臉盆。 

5. 養成每天沐浴及更換內衣褲的習慣。  

6. 晨起、睡前、飯後及吃甜食後應刷牙、漱口，以保持口腔衛生。  

7. 不亂丟紙屑及果皮等廢棄物。  

8. 咳嗽及打噴嚏時，要用手帕掩住口鼻。  

9. 不要隨地吐痰，吐痰時應吐在衛生紙上，並包好丟入垃圾桶。  

10. 穿著整齊合身、樸素、大方並適合場合的衣服。  

11. 不酗酒、不吸菸、不嚼檳榔。  

12. 盡量避免與傳染病患者接觸。  

13. 要充足睡眠、多休息，避免過勞。 

14. 要養成定時定量及營養均衡的飲食習慣。  

15. 房屋要注意空氣流通、適當的光線。  

16. 避免單一動作重複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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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坐立姿勢要正確，培養正當的嗜好，並從事適度的戶外休閒娛樂和旅

遊活動。  

18. 鞋襪大小要合足，襪子應每日換洗。  

19. 要接受預防注射。  

20. 培養良好的人際關係，並積極參與社區活動。 

21. 發揮博愛的精神，關懷弱勢團體，共創祥和的社會。  

第三節 

環境衛生的意義及要求 

環境衛生是用來改善影響健康的環境因素，是保障人們健康的一種科

學。概括來說，環境衛生是一種呈現於清潔家庭、田園、鄰居、廠商及社

會的生活方式。  

一、環境衛生的定義｜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對環境衛生的定

義，環境衛生是控制人類的活動環境中，對人體健康及生存可能有害的所

有因素。所謂環境是指所有存在於人類身體活動周圍的環境。也是公共衛

生的一環，積極方面是指適應環境的各種變遷，創造更有益的健康環境。

消極方面是控制人類生活環境內影響人體健康的各種因素。  

二、環境衛生的範圍｜ 

環境衛生的範圍包括居住環境、飲水衛生、病媒管制、空氣污染及一

般營業場所衛生，都應注意，現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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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房屋周圍衛生 

一間舒適的房屋在心理層面上的基本要求是須具有個人的私密性，不

僅提供家庭生活機能，同時還具有普通性社會生活機能，房屋在建材的選

用要十分的注意，要選用適當的建材及適當的方法架構，建材的選用也要

注意防火災及延燒、瓦斯中毒、建築物的架構、防止漏電，須有充分的逃

難設備。在居住時也要注意是否有任何障礙或落下物，可能會造成車禍意

外。此外安全的水質及安全的給水設備，以防水污染的產生。廁所設備要

良好以減少疾病傳染的危險。房屋衛生方面要考慮以下幾項基本條件：  

1. 屋頂材料上選用以不漏水、耐水材料、防噪音、不易傳熱冷氣者為佳。 

2. 要位於地下水位低、乾燥、面要朝南才能有良好光線及自然換氣。  

3. 室內應禁止吸煙，每個人每小時所需的新鮮外氧量為 15~35 m3（立方

公尺），室內如有人抽煙時，新鮮外空氣就應放大到 2~5 倍。  

4. 房屋內的濕度，要在 60~70%較適宜，防噪音及有冷暖氣設備，防鼠措

施、廁所、給水系統等，也應一一齊全。  

5. 隨時整理四周環境，定期疏通周圍的水溝以防蚊蟲孳生。庭院可種植

樹木和花草來綠化環境，可減低空氣污染，紓解緊張的情緒。  

6. 家禽和家畜的飼養處要與居室須有一段距離並於舍內，浴水及飼料勿

供給過多，要經常清洗以防蟲鼠孳生。  

7. 水塔及蓄水池應至少每半年清洗一次。  

(二) 室內的環境衛生 

客廳方面 

空氣流通，光線充足。物品擺設要整齊、定位，裝飾要簡單樸素，以

方便清理。不要使用雞毛撢子以避免灰塵飛揚，有害健康。花瓶、萬年青

等容器要每週清洗換水，飲水機每週清洗 1 次，設置紗門、紗窗並時常清

洗、地毯要常用吸塵器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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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室方面 

光線充足、空氣流通，寢具用畢要收拾整齊，床單、被套、衣物應勤

換洗、衣櫃內衣物應擺整齊。  

廚房方面 

1. 生、熟食砧板應分開使用，已有龜裂破損的餐具不宜盛裝食品。  

2. 廚餘桶要加蓋，並定期清理，不要在廚房四周飼養家畜，以防污染食

品。  

3. 廚具要擺設整齊，抽油煙機、爐具要勤於擦洗，抽油煙機設置不宜過

高，以確保抽油煙的效果。  

浴廁方面 

1. 瓦斯熱水器應裝置室外以防瓦斯中毒。  

2. 廁所採沖水式，馬桶旁應有設置加蓋垃圾桶。 

3. 空氣流通、光線充足；地板應採防滑、易清洗材質並保持乾燥。  

(三) 飲水衛生 

良好的水質是指水源清澈、無色無臭，以及不含妨礙健康的微生物，

水質沒有污染及結垢現象。目前因科技的進步，也須要求含有益健康的物

質，如加碘化鉀來預防甲狀腺病，加水的氟化，以防兒童蛀牙。  

水的特性 

在地球上純水是不存在的，可用人工方法來處理。水的化學成分是二

氫一氧(H2O)。水與個人健康及公共衛生都有著極密切的關係。以人體生

理方面而言，人體細胞水分約佔 65~70%左右，不僅是營養的輸送，體內

一切細胞組織的形成、體溫的調節及廢物的排泄、日常生活的飲食、烹飪、

清潔、洗滌等，更是離不開水，由此可知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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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水源的簡述 

1. 河水：取用相當方便，水量也充足，但因集流時會挾帶沿岸的污染及

大量雜質，一般都需靠淨化處理才能飲用。  

2. 伏流水：一般多是在水流淺的河床底下，或在附近的砂礫層裡，如經

過自然過濾，水質也會比較好，但如河水氾濫時，有時優質流水也會

變得混濁。 

飲水應注意衛生 

1. 飲用自來水，須經過消毒清潔，有效餘氯量應維持在 0.2~1.5 ppm（1

個 ppm代表百萬分之一）。  

2. 儲水槽的水塔頭一年清洗一次並蓋緊，而且須遠離污染源。  

(四) 病媒管制 

病媒是病原體傳播疾病的中間宿主，也是傳染人類疾病的媒介生物。

與人類健康有關的病媒有蚊、蟑螂、家蠅、跳蚤、蝨、老鼠等，如何防除

敘述如下： 

蟑螂的防治方法 

1. 環境防治法： 
(1) 排泄物應該加以處理。 

(2) 廚房、廁所、抽屜、食物櫥櫃、衣物、陰溝等要經常清潔。家具、

建築物要避免留有縫隙，以免蟑螂藏匿繁殖。 

(3) 垃圾裝入於封密的垃圾桶內，外溢的廢物就得清除。  

(4) 盡量減低引誘蟑螂的氣味，如魚肉腐臭及有機物的腐化等，木板的

雙層牆壁要加以拆除，同時也需清除建築物的隱藏所。  

2. 化學防治法： 
(1) 殘效撒布粉劑：使用大利松 2%及 chlordane 5%，只可以在裂痕及

縫隙內來使用，電線保險絲盒內等皆可，不可使用乳劑的地方，都

可使用粉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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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毒餌：可使用拜貢 1%及氯丹 0.125%，放在紙上或開口的小盒，避

免家畜或兒童易到達之處。  

(3) 殘效噴撒乳劑：使用陶斯松 0.25~0.5%、chlordane 2~3%、大利松

0.5~10%、樂乃松 1%、拜貢 1%及馬拉松 3%等。在非食物操作區中，

則噴撒於門、窗戶四周、壁櫥內、水管四周、貯藏區，及建築物的

基板開孔。在食物操作區，就只限於裂痕縫隙之間，使用時要將食

物及食物所接觸的器具移走或加蓋，不可用空間噴撒。  

(4) 空間噴撒：使用 3~5%的除蟲菊，將所有的食物移走或加蓋，把電

燈及所有的火全部熄掉，人員不可以留在裡面，並拆開所有的壁櫥

及櫃檯，而且也需緊閉窗門。每 30 立方公尺則使用 15cc，最少需

5~6 小時以上，才可以把窗門全部打開，等充分通風之後，人員才

可以進入裡面工作。  

蚊子的防治方法 

1. 常見蚊子所傳染的疾病： 
(1) 瘧蚊：傳染瘧疾。  

(2) 三斑家蚊：傳染日本腦炎。  

(3) 熱帶家蚊：傳染血絲蟲病。  

(4) 白線斑蚊、埃及斑蚊：傳染登革熱。  

2. 防除方法： 
(1) 剷除庭院雜草。  

(2) 使用殺蟲劑，根除幼蟲及成蟲。  

(3) 清理水溝、洞穴、使水流通暢。  

(4) 窗門裝置紗窗紗門，以杜絕飛入。 

(5) 在室內牆壁、天花板漆成白色或淡色，易發現殺滅。  

(6) 在個人方面的保護，如戴手套、穿長袖衣服、睡覺時掛蚊帳。  

(7) 不要貯存無用的水，如瓶、罐、盆、桶、缸、槽等無用的積水，應

加以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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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蚤的防治方法 

跳蚤主要寄生於貓、狗、鼠身上，除了滅鼠之外，貓狗可用 3%來蘇

(Lysol)，或用殺蟲劑、除蟲菊洗刷。在地板裂縫中、地窯的灰塵內、毛毯

下都有幼蟲，在室外則多發生於樹蔭之下及稻草上，成蟲可跳高至少 8

吋，跳遠可到 13 吋。人蚤的壽命，沒有吸血的可活約 25 天，吸血者約

513 天。如氣候適宜，完全沒有寄主的血可吸時，可絕食約 19 天，會傳

染鼠疫、地方性斑疹傷寒等。其防治方法簡述如下：  

1. 收集塵芥等之乾物質及家內禽舍乾排泄物焚毀之。  

2. 滅除鼠類，以減少跳蚤寄主。  

3. 用 1%魚藤精，2%的除蟲菊，10.5%的馬拉松來除狗貓及家畜身上的跳蚤。 

4. 在室內置暗及跳蚤發育的地方，噴射 5% mathion 或 2%靈丹(Lindane)，

也可用 1%除蟲菊。  

家蠅的防治方法 

家蠅的發育是依環境因素而有所不同，在夏天的溫度大約經過 12~24

小時後，孵化成幼蟲，幼蟲在爬到一個較乾燥之處，或土裡再變成蛹，蛹

期約 3~5 天，溫度過低時可達數週之久。在夏天一般是需 8~20 天的時間

來成長，雌性羽化為成蟲後，在 4~20 天之內，即開始把卵產在腐爛物質

上的陰暗隙縫內，卵小而白，呈橢圓形，長約 1 mm，約每 75~150 粒匯聚

成一堆，平均雌蟲一生可產卵約 500 粒。等羽化後成蟲爬出外面，大約再

經過 15 小時之後即發育完成，每月可以繁殖 2~3 代。  

家蠅的防治方法簡述如下：  

1. 氣劑：使用 0.1~0.2%除蟲菊或亞列寧，如室內蠅類數目比較少的時候，

可做重點的噴射。  

2. 乾毒餌：可使用 0.5%二氯，撒布於戶外家蠅猖獗的地方，每一百平方

公尺大約使用 100 公克，或使用小盒子的容器來裝置也可以。  

3. 空間噴霧：可使用 3%馬拉松，1%大滅松，0.5~1%的樂乃松，3~5%的

除蟲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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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殘效噴撒乳劑：可使用 1%拜貢、1~2%馬拉松、1%樂乃松、1%大滅松，

噴撒在門窗及其他家蠅停留聚集的地方，但不可在作物上使用。  

5. 濕毒餌：可使 0.5%氯松及 1~1.5%的馬拉松，加入糖水，在家蠅猖獗之

處做重點式的噴灑。  

蝨的防治方法 

蝨的種類有陰蝨、體蝨、頭蝨，蝨子以吸血維生，無論是稚蟲期或雌

雄都要吸血，每日至少吸血 1~2 次。可傳播多種傳染病，其中以流行性斑

疹傷寒最嚴重。現將其防治方法敘述如下：  

1. 避免與有頭蝨的人接觸，頭髮不宜留太長，並定期清洗。 

2. 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要經常洗澡、洗頭，不要用他人的梳洗用具、

枕巾、棉被，而且也要常換洗。  

3. 藥物防除：目前市面上有多種品牌的藥品，購買時注意須有衛福部許

可字號、合法字號，依照說明正確使用，並注意使用方法。  

鼠的防治方法 

我們現將常見的鼠害種類及特徵敘述如下：  

1. 種類及特徵 
(1) 社鼠：社鼠是屬於中型鼠類，身體細長、尾長超過頭軀長，耳大且

薄。背部呈現棕褐色的中央比較深，背毛中有白色刺毛，腹部則呈

淺黃白色的，體側比較淡而且呈暗棕黃色，尾部有兩種顏色，上褐

下白，尾尖為白色，社鼠又稱刺毛灰鼠。通常以果實及植物種子為

主要食物，夏季也吃一定量的昆蟲及幼蟲。  

(2) 黃胸鼠：黃胸鼠的腹是土黃色，背部呈現黃褐色，胸部常會有一塊

白斑，體重大約 250 克之間。在建築物內的活動只要在上層，可以

直上牆壁或在橫樑上及樹枝上跑動，通常多棲居房屋頂棚內及天花

板上。喜好雜食偏好素食類，如甘薯、花生、穀物及豆類等。  

(3) 黃毛鼠：體型屬中等，軀體細長，毛色近於褐家鼠，而背部呈現出

棕褐色，雜有黑色，腹部為灰白色，尾巴幾乎為一色。喜好食用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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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種子、甘藷、蔬菜等，也吃田螺、蝦子、青蛙及蟹等，在夏季則

吃比較多的幼蟲及昆蟲，在南方對水稻危害更嚴重。  

(4) 黑線姬鼠：體色呈棕褐色或灰褐色，在背中央有一條黑色縱紋，有

的個體黑線不明顯，腹毛則是灰白，頭軀長約 70~120 毫米。會破

壞農業生產而且傳播疾病，對衛生上及經濟上危害相當大。  

(5) 小家鼠：體色變化比較大，背部呈現褐灰色至暗褐色，而腹毛是白色

或灰黃色，頭軀長大約 70 毫米左右，屬於雜食性，棲居於倉庫、住

室、雜務堆、廚房、柴草堆、田埂、旱地上、室外草叢。隨著城市的

建設，建築結構的改變，小家鼠的數量逐漸增加中，危害比較大。 

(6) 褐家鼠：全身呈褐色或棕灰色，腹部是淡灰白色。一般褐家鼠的體

重最大可達 500~750 克，棲息於居民的屋內或附近的田野，多活動

及營巢在建築物的基部，在溝渠、廁所、畜圈、垃圾堆、地板下及

下水道。其洞穴多在食物豐富而且靠近水源的地方。是屬於雜食動

物，偏好於肉食，幾乎人的食物都可以吃，垃圾、糞便、肥皂等也

可以充飢。 

2. 防治方法 
(1) 化學防治法：最常使用的有安安、磷化鋅、毒鼠磷、滅鼠優、滅鼠

安等。  

(2) 生物防治法：利用鼠類的天敵動物、外激素、病原體微生物等控制

及消滅鼠類的數量。生物防治對環境並沒有任何影響，又可節省人

才、物力及水力，有益於維持生態平衡。  

(3) 生態防治法：生態防治措施相當之多，如控制用斷絕鼠糧，做好環

境衛生，並加強防鼠設施及結合農林建設改善環境等。  

(4) 物理防治法：使用器機械滅鼠，是應用最廣，歸納起來，有關壓、

扣、夾、淹、黏、套、驅、翻及電等，一般常使用的工具有鼠籠及

鼠夾，鼠夾有鐵絲夾、弓形夾、鐵板夾、木板夾等。  

(五) 垃圾的處理 

1. 破損的玻璃、瓶罐易傷害清潔隊員，須包紮妥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