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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登革熱是由病媒蚊傳播快速的急性傳染病，而登革熱病媒蚊有高

度的氣象敏感性。包括氣溫、濕度、雨量乃至於颱風事件等氣象因子與

病媒蚊分布及致病率的關係，在全球主要登革熱流行地區均已經有實證

的研究成果，但是人類活動作為風險形塑的影響途徑，如何與積水環境

條件、登革熱風險交互作用，是當前找出抵禦氣候變遷下登革熱衝擊的

調適策略關鍵。因此，整合自然環境與人為設施環境系統，了解各種因

子之間的非線性交互作用，是評估病媒蚊孳生源棲息的關鍵，並且需要

進一步釐清登革熱孳生源的本土環境特徵，從永續發展的視野，將都市

設施規劃與土地使用的概念，納入作為登革熱防疫的長期調適策略，以

期減緩氣候變遷對於蟲媒傳染病的致病風險。

關鍵詞：氣候變遷、傳染病、登革熱、地理資訊、風險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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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登革熱是急性的病媒蚊傳染病，具有快速傳播的特性，屬於第二

級法定通報傳染病。在台灣及離島地區，登革熱已有很長的流行歷史，

在1942-1943年的二次大戰期間，因家戶皆儲存消防用水，造成病媒蚊

的孳生源，因而爆發全島性大流行，當時全台約600萬人口中，估計約

500萬人感染罹病。1981-1982年間，因小琉球漁民由菲律賓將登革病

毒境外移入，造成約80%的小琉球居民因而感染罹病。1999年疾病管制

局正式成立，台灣建立現代化防疫體系，因此歷年的全國性感染病例

統計數據開始有系統性的建立，如圖1。自1998年起記錄的統計數據，

顯示登革熱每年週期性的在台灣南部流行，流行期間的嚴峻疫情趨勢，

亦經常出現在媒體報導。2014年在高雄市流行的罹病人數首次達萬人以

上，隔年在台南與高雄更發生前所未有的大流行，全國罹病總人數高達

43,784人，是登革熱在台灣歷史紀錄中年平均的22倍，使得各界對於登

革熱如何有效防治，以及氣候變遷是否造成更嚴重的影響高度關切，行

政院為此亦規劃在南部地區成立國家蚊媒傳染病防治研究所。因此，為

了有效發展傳染病防治策略，必須先理解疾病的傳播方式與危險因子，

才能找到可阻斷疫情傳播的關鍵環節。本文將概述近年來影響登革熱流

行的重要研究發現，包括：（1）氣候變遷為何是影響登革熱流行版圖

擴張的關鍵因素?（2）除了自然氣候條件相關，城市建設環境中有哪些

特徵影響登革熱傳播?（3）面對跨社會結構與自然環境的複雜特性，如

何發展合適的風險調適策略?

二、氣候變遷加劇登革熱的傳播威脅

 登革熱的主要病媒蚊是埃及斑蚊（Aedes aegypti）與白線斑蚊

（Aedes albopictus）。而台灣位於熱帶與亞熱帶邊界，夏季氣候型態多

屬高溫潮濕，南部地區最低月均溫亦高達20度，是適合登革熱主要病媒蚊

繁衍生存的環境。登革熱近年來受到國內外重視，不僅因為登革熱的重症

病例約有20%的機率死亡，也因為病媒蚊生態與致病能力對於環境條件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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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不論是長期的氣候暖化，還是週期性氣候波動異常（例如：聖嬰南

方震盪現象，El Ni没o South Oscillation, ENSO），這些環境條件改變

都可能擴張感染疫情的地理範圍。從長期氣候條件來看，過去研究已經證

實：溫度的變化在蚊子的繁殖、分布以及生理機制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影

響蚊卵的孵化、成熟和登革熱病原體傳播等過程。當溫度降到某一個關鍵

門檻的時候，將會阻礙病媒蚊的生長，病媒蚊叮咬人體的行為也在溫度的

門檻以上才會頻繁發生，而較高溫的棲息地環境可以縮短病媒蚊孵化與致

病原複製所需的時間。此外， Kuhn et al. (2005)研究氣象與登革熱傳播

的關係時，發現疾病的感染對氣溫以外的氣象狀況也有很高的敏感度，尤

其是濕度、降雨量等氣象因素，與登革熱病例的發生有顯著的相關性。降

雨之後產生的積水地區，將更適合病媒蚊產卵以及幼蟲孵育的環境。基於

這些研究發現，氣象條件的應用可成為預測登革熱病例傳染的重要資訊或

指標。

另一方面，除了當地的氣象變數之外（例如：溫度和濕度），科

學家也從週期性氣候波動的研究，發現聖嬰現象南方震盪指數（South 

Oscillation Index, SOI）以及海面溫度（Sea Surface Temperature, 

SST）也可以用來預測登革熱疫情爆發。聖嬰南方震盪現象與反聖嬰現象引

圖1 台灣登革熱病例自1998年有正式官方統計數據以來，每年病例數都在數百
或數千名病例，2014與2015年連續爆發超過1萬名病例的大流行，其中大部分
病例集中在高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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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海平面溫度異常與區域性降水量的變化，這些地區性氣候異常被發現與

登革熱的傳播有關聯性。但是豪大雨對登革熱疫情的影響效果並不是只有

一種方式，整體來說究竟是造成更嚴重的疫情還是反而能夠抑制，也需要

更多的研究證實。因為短時間內的豪大雨造成原水濁度升高，將會對蚊子

的生長棲地造成破壞，但是降雨之後產生的積水地區，在適當的條件下，

可能是更適合病媒蚊產卵以及幼蟲孵育的環境，反而擴張棲息地的分布與

數目。

實際的田野環境，不像在實驗室可以透過反覆試驗，設計各種不同條

件來比較差異，而且每個地方的環境條件不同，同樣研究登革熱傳播也可

能觀察到不同的現象。在台灣地區的登革熱傳播的實證研究指出，氣候暖

化加速登革熱致病過程的機制，包括：（1）加速病媒斑蚊之生長發育，縮

短其生活史，進而增加其世代數，提升斑蚊之密度；（2）促使病媒增廣其

分布；（3）促進雌蚊血液之消化及卵粒之發育，縮短其生殖營養週期，進

而增加吸血的次數與頻率，其媒病潛能乃隨之提升；（4）縮短病原體在

病媒發育繁殖之外在潛伏期；（5）增進病原體在病媒體內活性。因此，

我們可以預期氣候暖化現象會改變病媒生態的時空分布。為了探討病媒蚊

密度與氣象關係的影響關係，有研究分析高雄縣市1998年到2002年的病媒

蚊幼蟲布氏指數（一種量測登革熱病媒蚊密度的指標）監測資料及氣象資

料，該研究以週為單位，探討前一週與當週氣象因子對於病媒蚊指數的相

關性，結果發現，超過一半的監測區域布氏指數大於2 級以上的週次，平

均溫度、最高溫度、最低溫度、水蒸氣壓、週降雨量及降雨次數均顯著高

於其他週次。但以月為單位分析，布氏指數與降雨量之間就沒有較一致的

趨勢。整體而言，若要預測研究地區布氏指數大於2級的比例，以當週及前

一週的平均溫度和濕度解釋力最佳。後來亦有其他研究亦印證相關的研究

成果。這些研究發現，溫度、濕度與雨量與布氏指數呈現正相關。相關研

究亦進一步發現，病媒蚊指數不是受單一因素影響，而是受到三者氣象因

素同時影響，僅單獨的高溫或降水現象，對於病媒蚊增加的效果有限。目

前大部分的實證研究在氣溫與病媒蚊生態之間的關係較為一致，認為氣溫

確實是影響病媒蚊密度增加的重要因素，然而在濕度與降水上，卻還有分

歧。譬如，有研究發現在台灣主要城市，雖然同樣在溫度、濕度與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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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顯著的效果影響病媒蚊密度，然而在濕度上，卻與病媒蚊密度呈現負

相關。

如果從時間序列的觀點來看，可以發現溫度變異大的時期登革熱病

例發生率較低的現象，這並不難解釋，因為溫度變異大往往涉及環境低

溫，不利於病媒蚊的產卵與發育。然而，相對溼度與登革熱病例發生率呈

現負相關，這樣的趨勢卻與病媒蚊生長條件相反，由於資料的相對濕度本

身就位於偏高的範圍，此相對濕度範圍內，反而是越低相對濕度，越有助

於病媒傳播相關的登革熱疫情，這樣的解釋，反映的是某些危險因素，不

一定是線性的影響登革熱傳播風險，換言之，並不是一個因子越強（或越

弱），登革熱疫情就會越嚴重，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以非線性方式來理解。

某些狀況下，這種複雜的關係不只是在於因子的強弱範圍，也與地區性的

條件有關，有地區比較的研究發現，台北與高雄兩地在危險因素的地域差

異，溫度部分的研究成果與其他研究結論一致，但在相對濕度與降水上，

卻發現台北相對濕度與降水對於疫情發生有正向的效果，而在高雄卻有負

向的效果。儘管台北與高雄為同為台灣的大都市，但是台北位於亞熱帶氣

候區，高雄位於熱帶氣候區，兩者在自然環境條件就有先天上的不同，再

加上兩者的人文發展亦各有其脈絡，使得相同的氣象因子，產出不同的疫

情影響，更再次說明了氣象因素不是影響登革熱疫情發展的唯一因子，後

續尚有其他因素才能進一步解釋氣象因子與疫情之間的關聯。

由於台灣每年都有許多登革熱境外移入病例，為了探究境外移入病

例對於本土疫情所扮演的影響角色，有研究分析1998年至2007年間，境外

移入病例與氣象因子影響下，對於台灣登革熱疫情的影響，發現境外移入

病例、高溫與低相對溼度，都能很好的預測台灣登革熱疫情的發生，大

約有2-14週的延遲效果。這樣的研究更進一步從純粹的氣象因子與疫情的

關聯探討，轉向解釋造成疫情發生的機轉。在運用氣象條件作為疫情發生

的預測因子時，過去普遍僅就時間的延遲效果加以探討，但其涉及的空間

關係，卻未加以考量。近年來，有相關研究亦進一步探討，氣象因子對於

疫情發生的時空間相依關係，呼應氣象因子對於疫情發生的影響外，更從

空間分析的角度，建構疫情流行的模式，提供政府單位疫情預測的參考。

結合台灣本土的氣候變化研究與登革熱研究，若台灣地區的暖化趨勢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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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未來不論是登革熱病媒蚊的密度，或是登革熱的疫情，將有可能持續

擴大影響的範疇。該研究亦指出若未來溫度上升0.9℃，則屏東地區出現登

革熱病例的機率將增加43.81%，若上升2.7℃，則出現登革熱病例的機率將

增加131.43%。高雄地區則分別為增加21.56%與64.69%，台北地區增幅較

小，分別增加為1.78%與5.34%。由此可見，氣溫的暖化，將對南部登革熱

疫情產生更劇烈的影響。

綜言之，氣候變遷對於登革熱的衝擊評估，已有明確的證據指出，

登革熱病媒蚊有高度的氣象敏感性（IPCC，2014）。氣象因子，包括：氣

溫、濕度、雨量乃至於颱風事件與病媒蚊分布及致病率的關係，在全球主

要登革熱流行地區均已經有實證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複雜的現實世界中，

人類活動作為風險形塑的影響途徑，如何與積水環境條件、登革熱風險交

互作用，是當前找出抵禦氣候變遷下登革熱衝擊的調適策略關鍵。相較於

以殺蟲劑撲滅成蚊，辨別登革熱孳生源的本土環境特徵並藉由都市規劃與

土地使用策略加以改善，是治本的防治策略。 

三、登革熱的危險環境因子與防治策略

儘管2015年12月，登革熱疫苗在國際上首先獲得墨西哥、菲律賓、

巴西等政府的上市許可，仍有許多登革熱疫苗試驗仍在進行，尤其疫苗產

生的抗原量與其保護效力的關係仍低於預期 (Flipse and Smit 2015)，

因此如何減少病媒蚊密度仍是當前降低登革熱風險的關鍵途徑。過去研究

應用衛星影像與雷達等遙感探測工具，探討影響病媒蚊密度的各種環境因

子，包括：大氣環境、地表環境、與人為建成環境因子。相較於傳統人力

調查，可以即時反映氣象資訊、土地覆蓋、建物結構在大範圍、微觀尺度

的分布，並且透過衛星重返，取得長時間的環境變遷資料。在氣象因子方

面，傳統氣象監測只能在定點量測，再透過推估方法得到連續空間的估計

數據，當監測站點分布不均，或者站點分布不夠密集，都可能使得推估的

品質不夠精確，而遙測影像反映連續空間上的地表能量反射狀態，透過不

同電磁波光譜帶的計算，轉換成衍伸的指標，可以辨認地表環境的參數，

包括溫度、雨量、水域分布、植被綠度，這些轉化的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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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為跨年度與跨地區環境監測數據的資料來源。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NASA）建置的地球監測系統（Earth Observing System，簡稱EOS）

中，包含多項開放、高解析度資料的衛星與感測器，廣泛應用在氣候、環

境、社會特性的分析，其中Landsat衛星的熱波段 (thermal band)可以轉

換為地表溫度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用以分析高解析度的

都市熱島效應與熱變異對蟲媒傳染病的影響，如圖2。

 除了地表的環境因子監測，與登革熱相關的降雨因子亦可透過遙感

探測獲取降雨空間分布，大氣中的環境因子亦可透過降雨監測方面，微

波與雷達迴波可以推估即時的、高解析度的降雨強度。目前美國太空總

署NASA的TRMM衛星資料與中央氣象局的雷達迴波資料，能提供研究進一步

驗證其與測站資料間的關係，並應用於健康風險的評估研究。過去研究發

現登革熱病媒蚊在源水濁度較低的地區較適合產卵，而降雨擾動造成的水

質混濁，可能造成病媒蚊的棲息地的適宜度的負向效果；而降雨量多寡和

積水面積並沒有絕對的正向關係，許多研究指出，淹水潛勢也受到地勢高

低、不透水層的分布與排水系統的效能影響。因此了解降雨的強度下小尺

度的積水分布，將有助於掌握降雨和登革熱風險間的影響機制。

圖2 Landsat是多光譜衛星，紀錄了特定光譜的反射能量。透過衛星影像可呈
現各種光譜波段的反射率；這些光譜經過運算，可產生植生指數（NDVI），可
反映地表覆蓋的綠度；此外，Landsat亦包含熱感測器，可以偵測地表熱輻射
的高低。                                       (修改自Hamilton et 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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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是影響病媒蚊棲息生態的重要因素，有學者運用ALOS衛星

進行大範圍的環境特徵分析，並與登革熱的個案分布進行套疊，發現登革

熱案例的居住地區在建築密度高且形狀不規則的地帶，較靠近馬路，且周

邊的高密度樹林較多。而裸地、中等密度樹林、低建築密度地區與不規則

水域，則沒有出現登革熱案例。這個研究也觀察到其他的影響因素，尤其

登革熱容易發生在陰影覆蓋地區，可能與密集住宅區的遮蔽效應有關。過

去研究解釋植被生長的地區相較於無植被的地區是更適合病媒蚊棲息的原

因，植物的庇蔭不僅可以減少地表水分的蒸散，維持良好的孳生源，在冠

層樹葉較密的環境能使冠層下的風速減弱，並且能使近地表氣候維持濕度

較高的狀態，因此綠覆率較高的地區是較適合病媒蚊幼蟲生長的棲息地。

上述的現象均顯示，人類對環境的建成，會與自然環境一起影響病媒蚊的

棲息地區，進而影響登革熱的傳播。而近幾年發展的超高解析度衛星（例

如：Quickbird, Worldview, GeoEye），可以萃取複雜的都市結構與地表

特徵，補建物密度、道路寬度與樓高的遮蔽效果，使得淹水不再只能仰賴

模擬，更可以透過衛星影像即時監測淹水分布。

然而在減少病媒蚊密度的策略中，噴藥等直接減少成蚊的防治手段

需要耗費大量人力，並且需要持續性的施作、投入大量資源。Erlanger 

et al. (2008)系統性的回顧登革熱防治案例研究，發現如果孳生源沒有

被發掘和清除，往往僅能治標而無法有效控制疫情。反之，找出哪些地表

的環境條件可以減少病媒蚊的棲地或孳生源，可以從需要優先介入地區進

行環境管理的措施，並針對特定的環境條件，調整長遠的都市計畫以期降

低病媒蚊的孳生範圍，是登革熱防疫治本的途徑。從環境治理觀點的防治

措施，呼應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在2014年完成的第五次評估報告

（IPCC 2014），以及聯合國氣候綱要公約UNFCCC締約國大會（COP21）的

訴求：「在氣候變遷的架構下，各國政府應發展本土適應風險的調適策

略」。在氣候變遷的國際大會上，調適與減碳被視為因應氣候變遷同樣重

要的治本措施，在於其藉由理解氣候變遷造成人類健康衝擊的本土性脆弱

因子，並透過調整人類社會系統的狀態，提升人類社會系統在長程因應氣

候變遷衝擊之時，抵禦健康影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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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應氣候變遷的的風險調適：
自然環境與社會系統的交互作用

發展因應登革熱疫情的風險調適，需釐清影響登革熱風險的自然環

境與社會系統的交互影響途徑，包含直接與間接的影響方式，並且變項的

量測值與登革熱風險的量測值有時間延遲效果，如圖3。主要的自然環境

與社會系統交互作用關係，過去的研究聚焦的議題，包括：氣象因子間的

相互影響，氣象因子與植被生長的關係，降雨型態、儲水行為、與地表水

體型態的關係，降雨強度、土地使用與水質的關係、建築型態以及遮蔽效

應與積水的關係等等。釐清這些關係，有助於政府運用政策去調控關鍵的

因子，例如透過建築法規針對不同型態的建築加強設計規範，以及在都市

計劃的擬定與檢討上，設計不同使用分區的標準。過去在擬定建築法規與

規範都市計畫人口與各類土地使用分區的比例限制時，政府單位會考量使

用強度的上限，這種都市承載力的思維雖已考量空氣污染、廢棄物等排放

量，但是仍缺乏管理傳染病風險設計。以下將為讀者介紹自然系統與社會

系統中，影響登革熱因子的主要因子。

在自然環境系統中，氣象因子對登革熱疫情的影響不一定是線性關

係，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基於不同的因子（溫度、降雨、濕度等），彼此

之間有內生的交互作用關係，而非單向的影響關係。有學者針對熱帶地區

26年來的年平均溫度與年平均濕度關係，發現年平均溫度與年平均濕度

有顯著的正相關，但是溫度變異較大的年份，濕度變異反而較小，溫度

與濕度的交互作用關係會進一步影響登革熱風險預測模型的參數設定。

Halstead (2008)指出病媒蚊生長與叮咬行為雖然有溫度與濕度的門檻，

溫度與濕度會影響病媒蚊的存活率，因此某地的病媒蚊數量與溫溼度存在

正相關，但是因為雄蚊無叮咬行為、水分無法透過飲血補給，環境是否有

水卻是影響成蚊是否於該區活動的決定性條件，因此溫度、濕度的的病媒

蚊數量效果與積水有無存在交互作用關係，倘若無積水，即便溫濕度環境

適宜，也可能不適合病媒蚊活動。然而，降雨雖然與形成積水有關，但是

乾旱季節可能影響下水道的水體處於靜止而非流動狀態，相較於流動狀態

的水源，病媒蚊傾向活動於靜止的水源周遭，因此降雨多寡也與連續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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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日數存在交互作用關係。此外在植被分部方面，由於植被覆蓋影響周圍

地區的溫度、風速、濕度、地表積水，可以形成適宜病媒蚊棲息的環境，

但有相關研究發現地表覆蓋條件綠度（NDVI）與登革熱風險的關係為非線

性，顯示有其他因素介入兩者之間。

在人類社會系統的登革熱風險因子，包括：人口特徵、人類行為

與建成環境，其中，人類行為包括政府由上而下主導介入的防治措施，

以及當地生活習慣由下而上的影響因素，建成環境包括土地使用、建築

設計和公共設施系統。Qi et al. (2015)在廣東地區探討人口社會特

徵，及其與登革熱風險的非線性關係，該研究發現中等GDP與低等GDP地

區的登革熱風險最高，此外，不同的發展型態會與其他登革熱風險因子

發生交互作用，導致城市地區與鄉村地區的重要風險因子有所差異，譬

如鄉村地區的重要風險因子為植被覆蓋率，但是在都市地區人口擁擠與

貧窮是比較重要的登革熱風險。在評估疫情介入的成效方面，有研究檢

圖3 登革熱風險的多重影響途徑，其流行的驅動力，包括：氣象條件；亦包括
人類活動的建成環境。

（該圖的圖示經CC授權，原作者為Demograph™, Edward Boatman, Rémy Médard, B. Agustín Amenábar 

Larraín from the Non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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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在1968至2007年間，開發中國家不同的登革熱介入行為，在實施前與

實施後風險指標的改變情況。結果發現，改善環境條件相較於生物防治

與化學防治是相對成效更高的方式，但是不同地理區域的效果可能有所

差異，需要進一步探究影響因素。回顧人類活動與登革熱的關係，養殖

業的蓄水行為、農業灌溉與林業活動等生計活動均會影響病媒蚊分布，

都市蔓延現象也與登革熱擴散有關，但是都市密集發展對登革熱風險不

僅有正向的影響效果，由於病媒蚊傾向棲息於乾淨且濁度較低的水體，

倘若商業活動排水影響水質，可能藉由對病媒蚊生長的負向效果，間接

產生對登革熱風險的負向效果。在建成環境方面，過去研究指出屋頂造

成的遮蔽效應與積水效應與登革熱風險有關。此外，屋頂本身的形狀也

可能影響雨水滯留的時間長度不同，故有研究藉由屋頂型態為平屋頂或

斜屋頂的大小來估計登革熱風險，而亦有學者研究屋頂設計與雨水儲集

的關係，發現不僅是屋頂的斜度與儲水量有關，屋頂的粗糙程度也與雨

水儲集量有關。過去有許多研究發現登革熱案例好發於建物密度較高、

陰影覆蓋率較高、排水不良的地區，顯示都市結構紋理與排水性能，與

病媒蚊孳生源的分布有關。

綜言之，當人類無法在短期內透過有效的減碳措施，大幅改善氣

候變遷的趨勢前，改善都市土地利用的建成環境，是可行的調適與介入

的途徑之一。都市水體分布與植被覆蓋是影響登革熱孳生源適宜性、數

量與分布的關鍵，也是登革熱傳播風險管理與調適的重要目標，但是過

去研究卻發現植被生長指數與登革熱風險的非線性關係，顯示都市環境

的因果機制可能更為複雜，存在交互作用的關係。地表積水同時受到人

為建成環境與降雨型態影響，一方面氣候變遷對降雨型態的衝擊，改變

水文循環的特徵；另一方面，都市規劃中土地利用型態決定了地表不透

水層、公園綠地的植被、排水系統、以及農田的土壤分布等，也影響了

都市中局部區域的排水效能和淹水分布。由於地表的植被覆蓋與地表的

水分並不是兩種獨立的覆蓋類別，植物茂密處的土壤在下雨後可能比較

濕，甚至產生水漥；淺灘濕地也可能隨時間有不同的植被生長狀態，因

此地表上的水分與植被，兩者可以是不同程度共存關係，可推測降雨型

態、地表積水分布極有可能是與植被覆蓋交互作用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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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與建議

登革熱風險的形成機制，包含自然環境系統因子與人類社會系統

因子多種途徑的影響關係，這些影響因子的交互作用，往往是複雜且非

線性的關係。因此，跨自然環境與人為設施環境的因子之間如何交互作

用，是影響病媒蚊孳生源棲息的關鍵，需要進一步研究，找出改善病媒

蚊孳生環境的控制因素。再者，透過定量分析氣候變遷下都市結構與建

物特徵，如何影響人類系統中的植被與水文型態，並造成登革熱在不同

地區的傳播風險，可以作為政府政策擬定的後盾。譬如規範建築體的屋

頂以及立體面的排水設備，而這些規範因應不同的土地使用分區（例

如：商業區、住宅區等不同土地使用），會有不同的設計標準。雖然已

開發的都市地區不易進行大規模的建築重建，但是透過政策誘導既有建

體上的微觀修整，達到調適登革熱風險的目標，是相對有可行性的方

向。然而，複雜的非線性關係尤其需要嚴謹的研究設計與大量的資料驗

證，過去研究受限於樣區調查的人力成本，較難以大規模蒐集積水環境

調查資料，也缺少長時間的都市結構特徵資訊，這些問題構成氣候變遷

的健康風險調適研究的侷限。近年來，地理資訊技術的發展使環境監測

得以節省人力、提升環境評估效率，尤其在自然環境的特徵上（例如：

氣溫、雨量、植被等）受到廣泛應用，而雖然都市建築在過去被視為光

譜反射雜亂而難以萃取特徵的區域，但是在高解析度衛星影像與物件導

向的分析方法發展下，都市結構萃取是具有發展潛力的研究領域，可以

拓展社會系統如何影響登革熱疫情發展的知識，進而提供政府在都市規

劃上作為調適策略的科學依據。未來在人類建成環境方面，若能發展進

階的分析技術萃取都市環境參數，將有助於理解都市結構特徵、評估建

成環境與健康風險的關聯，並從永續科學的觀點，提出長遠健康都市規

劃與土地利用的策略與短期微環境改善施作的重點，作為減低登革熱風

險的調適策略。



氣候變遷下的登革熱擴散風險與調適策略

189

致謝

本文獲得科技部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計畫的經費支持(MOST 

103-2628-H-002-006-MY2; NHRI-105A1-PDCO-011611611)，謹此銘謝。

文中任何闡釋或結論並不代表科技部或國家衛生研究院之立場。作者並

感謝所有對於本文提供寶貴意見的先進。

參考文獻

1. Chen SC, Liao CM, Chio CP, Chou HH, You SH, Cheng YH. 2010. 

Lagged temperature effect with mosquito transmission potential explains 

dengue variability in southern taiwan: Insights from a statistical analysis.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408:4069-4075.

2. Erlanger T, Keiser J, Utzinger J. 2008. Effect of dengue vector control 

interventions on entomological paramete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Medical and Veterinary Entomology 

22:203-221.

3. Farreny R, Morales-Pinzón T, Guisasola A, Taya C, Rieradevall J, 

Gabarrell X. 2011. Roof selection for rainwater harvesting: Quantity and 

quality assessments in spain. Water Research 45:3245-3254.

4. Flipse J, Smit JM. 2015. The complexity of a dengue vaccine: A review of 

the human antibody response. PLoS Negl Trop Dis 9:e0003749.

5. Halstead SB. 2008. Dengue virus-mosquito interactions. Annu Rev 

Entomol 53:273-291.

6.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14. Climate 

Change 2014: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Part A: Global and 

Sectoral Aspects.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I to the Fif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Field CB, Barros 

VR, Dokken DJ, Mach KJ, Mastrandrea MD, Bilir TE, Chatterjee M, Ebi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

190

KL, Estrada YO, Genova RC, Girma B, Kissel ES, Levy AN, MacCracken 

S, Mastrandrea PR, White LL, eds). Cambridge, 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vailable: http://www.ipcc.ch/report/ar5/wg2 [accessed 27 December 

2014].

7. Kuhn K, Campbell-Lendrum D, Haines A, Cox J, Corvalán C, Anker M, 

et al. 2005. Using Climate to Predict Infectious Disease Epidemics. Geneva: 

WHO.

8. Qi X, Wang Y, Li Y, Meng Y, Chen Q, Ma J, et al. 2015. The effects of 

socio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the incidence of dengue feve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china, 2013. PLOS Negl Trop Dis 9:e0004159.

9. Rinawan FR, Tateishi R, Raksanagara AS, Agustian D, Alsaaideh 

B, Natalia YA, et al. 2015. Pitch and flat roof factors’ association with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dengue disease analysed using pan-sharpened 

worldview 2 imagery. ISP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4:2586-2603.

10. Sarfraz MS, Tripathi NK, Kitamoto A. 2014. Near real-time 

characterisation of urban environments: A holistic approach for monitoring 

dengue fever risk are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gital Earth 7:916-934.

11. Sun D-Z, Oort AH. 1995. Humidity-temperature relationships in the 

tropical troposphere. Journal of Climate 8:1974-1987.

12. Tseng WC, Chen CC, Chang CC, Chu YH. 2009. Estim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infectious diseases: A case study on 

dengue fever in taiwan. Climatic Change 92:123-140.

13. Wang CH, Chen HL. 1997. Effect of Warming Climate on the Epidemic 

of Dengue Fever in Taiwan.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6:455-465.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1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2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3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4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5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6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7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8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09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10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11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12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13
	氣候變遷下的國家發展藍圖-b 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