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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鋏蠓俗稱小黑蚊，為滋擾性昆蟲，據科技部及環境保護署研

究，幼蟲孳生地多在住家周圍，並以綠藻及藍綠藻為食，依據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所定農藥管理法規定，農藥僅得用於防

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生物，因小黑蚊非屬農業害蟲目前無推薦

防治之農藥，爰小黑蚊危害生活環境部分，得使用環保署核准之環境

用藥進行防除，以減少族群，但其藥效期短，不易滅絕根除，且長期

使用有汙染環境生態之虞，故仍需搭配市民共同進行環境維護清除綠

藻及藍綠藻減少棲地及繁衍生殖，並透過自身防避作為，以降低其危

害。 

 

貳、小黑蚊防治工作分工之權責及歷程 

一、本市小黑蚊防治業務原為本府環保局負責辦理。 

二、因行政院於 102 年修正「小黑蚊防治推廣專案小組設置要點」並

成立「跨部會小黑蚊防治推廣專案小組」,小黑蚊防治工作由農委

會擔任「小黑蚊防治推廣專案小組」中央主政機關。 

三、本府於同(102)年 11 月 5 日召開「臺中市小黑蚊防治工作主政事

宜協調會」，並於 103 年 7 月 21 日以府授農作字第 1030136471

號函請本府各局處依「臺中市政府小黑蚊防推廣工作跨局處分工

事項」分別負責小黑蚊防治工作。 

四、本府 103 年訂定之「臺中市政府小黑蚊防推廣工作跨局處分工事

項」，分工表如下： 

 

小黑蚊防治推廣工作跨局處分工事項 

主(協)辦機關 權責分工及協調事項 

農業局 

一、督導休閒農場執行小黑蚊防治工作： 
1.休閒農場小黑蚊危害情形調查、通報及防治宣導之督導、協調及推

動。 
2.輔導休閒農場之防治推廣及農地防治。 
3.農業場域小黑蚊危害情形之調查、通報及防治宣導事項。 
二、一般農業耕地、合作社場、竹林地(公有林、保安林)、造林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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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地)、森林地、生態產業園區、苗圃、畜牧場、休閒農場、小

黑蚊危害之諮詢、教育宣導及防治工作。 
三、彙整本市小黑蚊防治成果。 

民政局 

一、督導公所對轄內各里加強小黑蚊防治宣導及協助調查各里境內小

黑蚊滋擾情形。 
二、協助發放小黑蚊防治宣導資料或摺頁。 
三、督導各里、戶政事務所及附屬機關權管區域，教育宣導與防治工

作。 

環境保護局 

一、督導及辦理各級環保機關針對轄管環境保護設施場所執行小黑蚊

防治及教育宣導工作： 
1.調查環保設施場所小黑蚊危害情形。 
2.針對轄管環境保護設施場所進行防治及宣導。. 
3.彙整各級環保機關提報防治及教育宣導資料。 
二、督導各區所轄環保設施辦理環境管理及推動防治工作： 
1.執行轄區環境管理，以達有效抑制孳生源目標。 
2.執行轄區環境管理及對民眾教育宣導等防治推廣工作。 
三、對本市民眾陳情之公共區域進行噴藥防治，以即時降低小黑蚊之

危害。 

教育局 
督導各級學校，教育宣導及辦理校區小黑防治工作： 
1.督導所屬學校進行小黑蚊危害情形調查及防治。 
2.督導執行衛生教育與做好個人保護之宣教工作。 

觀光旅遊局 

督導所屬觀光地區及風景區小黑蚊防治工作： 
1.調查觀光地區、風景區、休閒步道等區域小黑蚊危害情況。 
2.針對觀光地區、風景區、休閒步道等區域進行規劃與執行教育宣導

及防治工作。 
3.結合觀光地區告示及文宣，宣導遊客做好個人防護。 

衛生局 

一、辦理防治教育宣導與醫療工作： 
1.結合現有病媒蚊防治宣教計畫，教育民眾瞭解小黑蚊生態習性與個

人保護。 
2.醫療照護及用藥諮詢。 
3.督導轄內醫療院所小黑蚊危害防治及宣導工作。 
二、協助辦理社區小黑蚊宣導防治。 

建設局 
辦理公園、綠地、園道及分隔島小黑蚊危害情況調查與園區環境管理

之規劃與防治。 

水利局 
辦理轄管市管河川邊坡、排水系統、水利用地等區域小黑蚊危害情形

調查、防治工作與教育宣導。 

交通局 
辦理轄管公有停車場等區域小黑蚊危害情形調查、防治工作與教育宣

導。 

文化局 
辦理轄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藝術文化中心、表演場地等

所轄區域小黑蚊危害情形調查、防治工作與教育宣導。 

經濟發展局 
轄管各市場及商圈小黑蚊防治工作： 
1.調查公有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區、批發市場、商圈等區域小黑蚊危

害情況。 



3 

2.針對公有零售市場、攤販集中區、批發市場、商圈等區域協助規劃

與督導防治工作。 

各區公所 

一、協助本市各局處小黑蚊防治工作。 
二、辦理轄管建物、土地週邊環境之小黑蚊危害情形調查、管理、防

治及教育宣導工作。 

三、執行各社區村里小黑蚊危害棲地之調查及防治工作。 
其他各局、處、

會、所 
辦理轄管建物、土地週邊環境之小黑蚊危害情形調查、管理、防治及

教育宣導工作。 

 

五、農委會 107 年 2 月 21 日以農防字第 1071488137 號函通知各部會

及地方政府，102 年成立之「跨部會小黑蚊防治推廣專案小

組」，業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小黑蚊防治推廣專案小組設置要

點」已無必要，故予停止適用；中央已無主政機關，後續小黑蚊

防治業務視發生地之轄管機關，自行編列預算辦理防治工作。 

 

參、本市小黑蚊防治策略 

本府104年訂定「臺中市小黑蚊(台灣鋏蠓)防治計畫」詳載明小黑

蚊危害情形、計畫目標、防治策略、業務分工等，以為遵循。 

小黑蚊防治工作必須從「環境」及「人群聚集」著手，採用個人防

護及環境管理方式，將個人防護、環境管理等各種技術與方法，依不同

區域環境特性，設計有效的防治策略與做法，同時進行社區民眾與政府

機關教育宣導，才是未來防治工作應重視的方向。 

一、個人防護 

（一）衣著保護 

     最簡單有效的防護方法就是穿著長袖、長褲及鞋襪，兼顧舒適

又能防止小黑蚊叮咬的效果並避免在有小黑蚊的地方逗留。避

免被叮沒有吸到血，雌蟲就不能獲得產卵所需的養分，積極意

義在阻斷小黑蚊的繁殖是真正治本的方法。 

（二）教育宣導 

      小黑蚊是蠓科吸血昆蟲，並非一般的蚊子，成蟲活動高峰時段

為上午 10 時至下午 3時，避免於此時於遮陰之樹下、涼亭、

騎樓等逗留為防避之關鍵，關於小黑蚊之習性有許多民眾不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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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知道如何防治小黑蚊，因此有必要推動全面性的小黑蚊

防治推廣教育。 

（三）隔絕氣味 

      建議擦拭香水例如明星花露水，以隔絕人氣味，減少小黑蚊叮

咬，發揮防止叮咬效果。 

（四）叮咬防治 

      小黑蚊叮咬的患部可用冷水沖洗或冰敷消腫，舒緩痛癢的感

覺，也有人推薦塗抹食用白醋，具有很好的止癢效果。 

二、環境管理 

小黑蚊幼蟲主要以藍綠藻、綠藻等藻類為食物，藻類的滋長

需要潮濕的環境及適當的光線，環境中有藻類滋長的具體指標「青

苔」。因此，避免青苔的滋生或是清除青苔，可阻斷小黑蚊幼蟲生

長的食物來源，減少小黑蚊滋生棲息地及危害；清除重點在人類活

動且適合藻類生長之環境，如山邊的社區、學校、風景區等。有關

防治方法如下： 

（一）以鐵鏟、鋼刷刮除磚、石、坡坎、水泥表面之青苔，或以圓

鍬、鋤頭翻動具有青苔之土表。可採用清水刷除青苔、高壓

水柱清洗施用除藻劑、殺菌劑消除藻類、應用透明漆或其他

防水塗料上漆、彩繪牆面、邊坡等處，可保有較長的防治功

效。 

（二）採用植被覆蓋環境管理方式，如日照充足的區域選用蔓花生

與蟛蜞菊等向陽性草種；遮蔭處則可選種玉龍等耐陰性草

種。 

（三）將盆栽易生青苔處覆蓋景觀砂、碎石等資材。 

（四）周圍水溝與藻類滋生環境實施除藻。 

（五）裸露土表利用植栽、碎石、細砂、木塊等進行披覆，或定期

翻動土表。 

（六）改善裸露排水口，將水流直接引入水溝。 

（七）牆面以高壓水柱清洗或刮除後，施以漂白水或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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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裝織有殺蟲劑的防蟲紗網。 

三、化學防治 

    在小黑蚊危害的高密度區，可使用合格的環境衛生用藥進行緊

急化學防治撲殺，快速降低蟲口密度，並配合個人防護及清除幼蟲

棲地防治做法，方可有效處理小黑蚊問題。 

 

肆、本府小黑蚊防治工作辦理情形： 

一、農業局 

(一) 農委會 107 年 2 月 21 日以農防字第 1071488137 號函通知

各部會及地方政府，102 年成立之「跨部會小黑蚊防治推廣

專案小組」，業已完成階段性任務，「小黑蚊防治推廣專

案小組設置要點」已無必要，故予停止適用；中央已無主

政機關，小黑蚊防治業務視發生地之轄管機關，自行編列

預算辦理防治工作，爰農業局自 108 年起即未編列非屬農

業害蟲-小黑蚊之防治預算。 

(二) 為避免農民於田間工作時受小黑蚊騷擾，農業局持續於農

業便利通計畫-診斷諮詢服務及安全農業栽培講習會(研習

班)併同辦理農林場域之小黑蚊防治宣導工作，向農民進行

教育宣導，加強農民於農業生產區域防治小黑蚊之觀念。 

(三) 本市農業生產區之慣行農法係以化學藥劑(農藥)防治病蟲

害，部分藥劑除可殺滅農業害蟲外，亦已兼具殺滅小黑蚊

成蟲及幼蟲之功效，已大幅減少小黑蚊對農民進行田間作

業之危害。 

(四) 農業局規劃於本年 7 月中旬辦理山區果樹栽培區域之果實

蠅防治藥劑無人機噴撒示範，並評估所噴灑藥劑併同殺除

小黑蚊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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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保護局 

(一) 依據市府「小黑蚊防治推廣工作跨局處分工事項」，環保

局分工事項摘要說明如下： 

1.督導辦理轄管環境保護設施場所執行小黑蚊防治及教育宣

導工作。 

2.如遇有緊急或民眾陳情案件，協助執行戶外公共道路區域

噴藥消毒，以即時降低小黑蚊密度,減少對民眾之滋擾。 

(二) 針對建設局曾接獲民眾反映有小黑蚊滋擾問題的公園(如西

屯區惠來公園,朝貴公園等)，環保局已與建設局密切合

作，由建設局執行公園內部環境管理等相關防治措施，環

保局於 111 年 6 月 17 日派員同步加強公園外側水溝等戶外

公共道路區域噴藥消毒工作，共同努力降低小黑蚊密度及

民眾受滋擾情形。 

(三) 惟基於使用化學藥劑防治小黑蚊，僅能消滅成蟲且藥效期

短，不易滅除根絕，且會有污染環境生態之虞，仍應以

「環境管理」為優先防治策略，後續配合農業局統籌規劃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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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局 

(一) 補助學校辦理校園消毒防治 

教育局業於 111 年 3 月 11 日核定本市東峰國中等 270

校(含分校)辦理「111 年度本市學校校園小黑蚊消毒防治」

經費共計新臺幣 297 萬 5,000 元整，進行小黑蚊消毒防治；

同時考量每年春雨過後至 9 月為小黑蚊的高峰期，請各校

依小黑蚊生態習性，進行二階段消毒，建議施作期程如

下：第一階段 111 年 4 月至 6 月，第二階段 7 月至 9 月開學

前(學校亦可依校內行事曆及小黑蚊情況自行安排相關期

程)。 

(二) 請學校加強棲地管理與教育宣導 

考量化學消毒防治成效有限，教育局亦於每學年度全

市學校衛生組長工作講習會議中向學校宣導，請學校加強

校園棲地管理，定期清除藍綠藻、綠藻(青苔)或阻斷藍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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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綠藻(青苔)滋生，並請學校加強宣導校內師生從個人保

護、環境管理及化學防治等方面落實小黑蚊綜合防治措

施。 

四、觀光旅遊局 

觀旅局轄管之自行車道、登山步道、觀光遊憩區及風景區，

皆有針對環境及設施進行不定期消毒，預防小黑蚊等蚊蟲孳生。

每月亦定期派員清理水溝、加強修剪雜草及綠籬，藉此清除小黑

蚊棲息地，以提升遊客舒適的旅遊環境。 

 

五、建設局 

(一)公園環境維護及小黑蚊防治作為 

有關小黑蚊(台灣鋏蠓)盛行公園內，為消滅公園內小黑蚊災

情，本局針對小黑蚊防治作為及作法如下： 

1.環境管理： 

(1)針對全市公園積水、積土及鋪面易生青苔處通知維護廠商

及公所每日加強清洗，以剷除刷洗或高壓水柱清理，以減

少小黑蚊幼蟲食物來源。 

(2)有關公園維護及成效，大量減少幼蟲食物來源及棲地，可

從源頭降低小黑蚊繁殖，達到消滅小黑蚊。 

 

2.個人防護： 

個人保護是阻斷小黑蚊繁殖的治本之道，有效方法為穿著長

褲、長袖衣物及鞋襪，減少身體裸露的部位，亦可使用防蚊液噴

灑或塗抹於易受小黑蚊叮咬的部位。於公園內容易出現蚊蟲熱

點，增加告示牌，提醒民眾加強注意。 

 

3.化學防治： 

請維護廠商於夏季時選用安全性高、低毒性且合格的環境用

藥，並定期噴灑，降低小黑蚊成蟲數量及密度，消毒頻率視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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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數量滾動式檢討，噴灑時於拉設警戒線告知民眾，防止民眾接

觸及寵物誤食，化學防治再搭配環境管理及個人防護，可有效降

低小黑蚊叮咬。化學防治頻率上，針對小黑蚊熱點公園，每季一

次進行化學防治，並視小黑蚊族群數量滾動式檢討，並視天候狀

況拉長或縮短噴藥頻率。 

 

(二)公園環境維護及小黑蚊防治成果 

1.環境管理： 

 本局針對民眾反映之小黑蚊熱點，將多處人行道磚上的積

土、建築物角落青苔及一般鋪面青苔進行刷洗，減少幼蟲食物來

源及棲地，經洽詢公園使用民眾，小黑蚊有減少趨勢，未來本局

將持續進行青苔或積土減量。 

 

 

惠來公園(刷洗人行道積土) 

   
改善前 改善中 改善後 

 

 

文心森林公園(刷洗建築物青苔) 

   
改善前 改善中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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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樂雕塑公園(刷洗鋪面青苔) 

   
改善前 改善中 改善後 

 

2.個人防護： 

本局於公園入口明顯處、涼亭及兒童遊戲場區張貼公告，提

醒民眾近期小黑蚊眾多，穿著長袖、長褲，以避免皮膚裸露遭蚊

蟲咬傷，也可避免曬傷。 

 

 
公園張貼告示牌(注意個人防護) 

 

 

3.化學防治: 

本局定期噴灑環境用藥，降低小黑蚊密度，並於預定噴灑環境

用藥區域，於明顯處張貼公告，提醒民眾及寵物避開消毒區域，以

避免民眾誤觸及寵物誤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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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張貼告示牌(注意噴灑環境用藥) 
 

 

世貿公園 

   
噴灑環境用藥 

 

 

夏綠地公園 

   
噴灑環境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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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利局 

水利局每年辦理轄內河川、野溪、區域排水及中小排水之清

疏工作，不定期清理河道中的雜草及淤積，一併破壞小黑蚊可能

之棲地，抑制小黑蚊孳生之機會，另外配合地方區里長通報，隨

時清理小黑蚊可能孳生之本局權管區域。 

 

 

 

 

 

 

 

 

 

 

 

 

 

 

 

七、交通局 

(一) 目前本市辦理委外停車場業務若有涉及植栽及喬木修剪皆有

於契約明定略以：「乙方應妥善維護撫育全場之植栽(含地

被、草坪、灌木、喬木等)，執行澆水、修剪、除草、病蟲

害防治等工作(停車場範圍皆禁止使用除草劑及吹葉機)，...

廠商應於每年 4、10 月以前進行喬木矮降修剪，需函送甲方

檢附修剪前中後照片及每年 12 月底辦理喬木診斷檢查及函

送檢查報告...」，廠商定期維護公有停車場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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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府交通局權管自營及免費停車場皆有排定期程，並督責公

有停車場清潔維護廠商加強停車場周遭植栽修剪及維護，以

落實環境維護及病蟲害防治作為。 

 

八、文化局 

(一) 辦理轄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遺址、藝術文化中心、

表演場地等所轄區域周邊環境衛生整潔維護，檢視有無堆

積雜物、有無雜草、有無積水現象等。 

(二) 遇有雨後場地積水情形，派員或由維護廠商清理積水情

形，並定期清理水溝、除草、修剪植栽及清除青苔，以降

低小黑蚊的危害。 

(三) 針對各場館小黑蚊危害情形適度進行環境消毒噴藥，防止

小黑蚊過度孳生。 

(四) 配合宣導辦理小黑蚊防治工作。 

 

九、衛生局 

(一) 醫療院所宣導： 

遇民眾遭小黑蚊叮咬，除給予醫療處置外，適時提供

用藥諮詢，以維護醫療品質。 

(二) 督導轄內醫療院所小黑蚊危害防治及宣導工作 

本局配合診所督考說明會及實地訪查加強宣導，另建

議醫院官網連結至小黑蚊相關宣導網站，供民眾參考。 

 

十、民政局 

(一) 請農業局提供小黑蚊防治最新宣導資料，提供各區公所下

半年度舉辦各會議及研習活動宣導。 

(二) 本年度各區公所里鄰長研習會 29 場次(7 月 4 日~8 月 18 日

間)期程表一份提供農業局，俾利該局派員宣導，預計效益

可達 1313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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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雖中央業於 107 年宣告「小黑蚊防治推廣專案小組設置要點」停

止適用，已無主政機關，然本府各局處後續仍各依權責於所轄管理區

域進行小黑蚊防治之相關工作，期能透過多元管道結合民眾，以個人

防護與環境管理為主，環境衛生用藥為輔，共同努力減少小黑蚊之危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