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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中的蟲害管理綜合計畫 (IPM) 策略可以協助您在所屬的食品
服務場所 (FSE) 防治老鼠與其他害蟲。

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nyc.gov/health 並搜尋「operating a 
restaurant」（經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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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防治老鼠與其他害蟲
老鼠與其他害蟲是紐約市的常見問題。食品服務場所 (Food Service 
Establishment, FSE) 特別容易受到老鼠與其他害蟲的入侵，這是因為這些
場所可為它們持續提供食物、藏身之所與溫暖。 

勿讓您的 FSE 成為吸引老鼠與其他害蟲的家園。FSE 可以使用稱為蟲害管
理綜合計畫 (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 IPM) 的方法來防治老鼠與其
他害蟲問題。IPM 可協助您監控老鼠與其他害蟲可能藏身
的地方，採取措施預防並使用有針對性的處理方法來予以
控制。 

本指南中的技巧與最佳實務將協助您應
用 IPM 策略，以維護無害蟲的環境。

監控與預防
例行的監控與持續的預防是食品服務業者發現與消除老鼠與其他害蟲的第
一道防線。擬定良好的害蟲監控計畫有助於 FSE 工作人員在任何老鼠或害
蟲問題產生之前掌控情況。同時也可促進 FSE 與簽約害蟲管理專業人員之
間的良好溝通。具備監控裝置及其位置與每日檢查清單的書面說明，將有
助於工作人員找到問題區域，並報告吸引老鼠與其他害蟲的條件。

食品服務場所是否可以使用黏板？

可以 - 但僅做為 IPM 計畫的一部份。FSE 可以使用黏板
或捕鼠站做為監控工具，以此判定是否有鼠患。在黏到
一隻或多隻老鼠之後，儘速移除這些誘捕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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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記得： 如果發現有老鼠活動的跡象，務必聯絡您的
蟲害管理專業人員。為了防止老鼠入侵，請確保門完
全齊平，且窗戶與紗窗緊密貼合。清理掉可以做為老
鼠藏身之所的雜物，例如木材、舊盒子、未使用的設
備與電器等。 

發現老鼠活動的跡象

老鼠是 FSE 所面臨的最常見問題之一。在尋找老鼠活動的跡象時，先徹底檢
查 FSE，找到大於四分之一英吋的開口，包括水電管線的孔。如果您看到以下
任何一項，請立即告知害蟲管理公司，因為這些可能就是存在鼠患的跡象：

•  老鼠糞便或尿液

•  摩擦或污痕（護壁板與開口處有深色、油膩的 
污斑。）

•  走道（老鼠沿著牆壁與護壁板走過並留下污漬的
路線。）

•  地洞（老鼠生活的洞穴，通常是泥地或水泥地中 
1-4 英吋寬的洞） 

•  齧痕 

•  FSE 牆壁上有洞

•  FSE 前方的人行道上有洞 老鼠糞便 
平均長度 1/4 英吋

挪威鼠糞便 
平均長度 3/4 英吋

these are actual size
@3/4” for rat,  @1/4” for mouse 

these are actual size
@3/4” for rat,  @1/4” for mouse 

齧痕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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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對這些問題的任意一個答案為「否」， 
請採取行動以修復問題區域。

老鼠防治檢查清單
使用此老鼠防治檢查清單，以找到問題區域並避免鼠患。 

外部 是 否

地面是否有適當排水且沒有過量的滲漏、碎片、垃圾、毀損的棧板、設

備或吸引老鼠或可為牠們提供藏身之地的其他材料？

前院、側院與後院是否沒有地洞和/或老鼠糞便？

所有的門是否安裝有橡膠包覆的鋼纖帚刷或高度密實的刷子， 

且無破損？

水電管線（A/C 冷媒、天然氣管線與軟管）的孔是否以高品質密封劑

密封？

內部 是 否

水槽下方的所有水管線路是否以鎖眼蓋完全密封？

門與牆壁接合的區域是否沒有老鼠糞便？

室內的門是否狀況良好且沒有大於八英吋的孔洞或隙縫？

乾燥的儲存區域或地窖 是 否

該區域是否沒有以下情況所造成的過度潮濕： 

• 屋頂漏水  • 排水管漏水 

• 管線或閥門漏水     • 凝結水滴 

• 窗戶破裂             • 天窗破裂或受損

食品是否儲存於防鼠的容器內部，且放置於乾淨且結構良好的貨架或

置物架上？

儲存區域是否沒有老鼠活動的跡象？

食品是否儲存於距離地板 6 英吋的地方，且未緊鄰於開放的窗戶、暖

氣、通風口、樓梯間與馬達下方？

垃圾區域（內部與外部） 是 否

垃圾箱是否完好？（沒有破洞或縫隙）

您是否有足夠帶密封蓋的垃圾箱，以儲存所有的垃圾而不會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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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害蟲！ 
食物、雜物、油漬與臭味會吸引老鼠與其他害蟲。每天檢查廚房、儲存室
與垃圾區域，以確保這些地方保持乾淨。

食品服務場所內部 

•  保持廚房與儲存區域沒有食物殘渣、灰塵與汙垢。清潔櫥櫃、冰箱、展
示櫃與儲存區域四周。

•  遵守「垃圾管理最佳實務」（第 5 頁）以及衛生與回收規定。 

• 使用帶密封蓋的垃圾箱。

• 丟棄：

  食物與食物包裝，並裝入內襯 1.9 公釐厚的結實塑膠袋的垃圾桶 

 過期或毀損的食物盒與罐裝食品  

  未使用的紙袋、厚紙箱與瓶子

食品服務場所外部

•  定期以肥皂和水或 10% 的漂白水溶液清洗 FSE 四周所有的垃圾區域 
（包括垃圾箱、廚餘機與垃圾桶）以及人行道與路邊。 

•  清除 FSE 四周的任何積水。 

小提示： 儲存材料時與牆壁齊平會隱藏蟲患。將儲存的
材料移開牆壁，以提供一條清楚的視線，這是有效防治
害蟲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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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粉

米

糖

餓死害蟲！ 
老鼠和其他害蟲需要食物和水才能生存。
要餓死害蟲，您應該：

•  將蔬菜和米、燕麥與麵粉等穀物存放在
帶密封蓋的防老鼠與害蟲的容器內。 

•  盡速清理並將任何溢出的食物丟棄到 
1.9 公釐厚的結實塑膠袋內，並在頂端
綁緊，盡可能防止滲漏。 

•  遵守「垃圾管理最佳實務」，確保老鼠無法接觸到食物殘渣。 

垃圾管理最佳實務 

•  垃圾箱內襯 1.9 公釐厚的結實塑膠袋。將使用 10% 漂白水溶液  
（一杯漂白水對兩加侖水）浸泡過的抹布放在袋子裡。在放入垃圾之前，
將一條抹布放在垃圾袋底部，並在頂端再放一條，然後再綁緊垃圾袋。

•  法律規定：確保您有足夠的垃圾桶，可以在兩次收垃圾之間放置至少三
天的垃圾。務必使用帶密封蓋的硬塑膠桶或金屬桶。

•  盡可能在接近收垃圾的時間，將垃圾桶與垃圾袋拿到路邊。與您的貨
運司機安排特定的收垃圾時間，減少室外害蟲接觸到垃圾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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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垃圾管理的常見問題

1.  誰負責 FSE 的垃圾收取？

 回答： 依據法律規定，FSE 必須雇用私人貨運司機，以收取他們的
垃圾。 

2.  FSE 可以在什麼時間將垃圾放在外面以等候收取？

 回答： FSE 可以在結束營業前一小時將垃圾放在外面。如果垃圾收
取時間是白天，可以在實際收取時間的前兩個小時內放在外
面。應隨時保持垃圾箱與垃圾區域乾淨。

3. 誰負責清理溢出到人行道上的垃圾？

 回答： FSE 的私人貨運司機要負責清理任何溢出到人行道的垃圾。
如果貨運司機未清理這些溢出的垃圾，FSE 應負責清理人行
道。

4.  FSE 是否可以在假日或週末將垃圾留在外面？

 回答：不可以，一定不能在假日或週末將垃圾留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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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絕害蟲！ 

封住 FSE 內的所有破洞和縫隙，以隔絕老鼠與害蟲。在開放的窗戶與門
上使用紗網，並在門的底部加裝帚刷，避免老鼠從門與地板之間的隙縫進
入。請記住，小鼠可以從十美分硬幣大小的洞進出，而大鼠則可以穿過二
十五美分硬幣大小的洞。 

為了讓您的 FSE 更少受害蟲的青睞，請注意建築物維護與及時修復，這是 
IPM 的重要策略。請參閱第 10 頁的「按區域防蟲」，以瞭解在您的 FSE 
內與四周防範老鼠與其他害蟲的最佳實務。工作人員可以輕鬆進行這些便
宜的修復。



米

4

 1 新增鎖眼蓋

 2  修復滲漏的管線 

 3 定時清空垃圾以避免溢出

 4 保持地板乾淨

 5 蓋緊地面排水口

 6 將食物儲存在防蟲的容器內

 7 密封孔洞並使用插座蓋

 8 移除雜物

廚房的防蟲

8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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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區域防蟲
要檢查的區域 要尋找的問題 如何防蟲

內部

冰箱、冷凍櫃、

製冰機、保溫與

保冷機組、爐子

與其他設備

設備背面是否有

掉落的食物與滲

漏來源

門是否無法關緊

或密封

門墊是否有毀損

絕緣面板是否有

毀損

移除設備內外的所有雜物

來源。將設備內外清洗乾

淨。清除設備背面與底下

的食物殘渣、灰塵與汙

垢。更換毀損的門墊與

面板。

通風罩 邊緣四周是否有

縫隙

牆壁與天花板上是

否有空隙或溝槽 

以密封劑填補隙縫與 

孔洞。 

牆壁或地板接

縫、天花板線板 

（即裝飾性的護

墻板與冠頂裝

飾）及護壁板

接縫、邊緣與側邊

是否有隙縫

牆壁與地板之間的

護壁板與隙縫是

否鬆脫

在安裝護壁板或冠頂裝飾

之前，先密封牆壁與地板

之間的隙縫。在刷漆之前

先密封隙縫。對於超過四

分之一英吋的隙縫，可使

用泡沫棒，並在洗手間、

廚房或用餐區域的多孔表

面使用密封劑。

牢固地密封牆壁接縫處的

護壁板。對於超過四分之

一英吋的隙縫，可使用泡

沫棒，並在多孔表面使用

密封劑。

水電管線開口、

牆壁穿孔處

水管與瓦斯管線

穿孔處四周是否

有縫隙

以密封劑與銅網密封水管

與瓦斯管線四周。安裝兩

片式鎖眼蓋。

樓梯間底下的

空洞

是否有害蟲可能藏

匿的地方

避免堆積雜物並保持區域

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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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查的區域 要尋找的問題 如何防蟲

內部

門、通風系統及

懸吊天花板

通風紗網或公用設

施門的開口

天花板是否缺損、

髒污或沾滿灰塵 

在公用設施門四周安裝紗

網與橡膠包覆的鋼纖帚刷

或高度密實的刷子。必要

時，使用四分之一英吋的

焊接不銹鋼紗網與金屬條

或高度密實的門刷。更換

缺損的天花板。同時更換

髒污和/或沾滿灰塵的天

花板。 

櫥櫃與貨架內部

與四周 

水槽下方

牆壁接縫、櫥櫃之

間，以及水槽下方

是否裂縫或隙縫 

以密封劑填補所有的裂縫

或隙縫。對於超過四分之

一英吋的隙縫，可使用泡

沫棒。

吧檯區域 吧檯或檯面下方是

否有隙縫 

水槽與製冰機四周

是否有潮濕的區域 

以密封劑填補所有的隙

縫。檢查水槽與製冰機四

周的水管是否有滲漏，並

以防水的密封填補任何

隙縫。

踢板 滾入式冰箱踢板

下方是否有食物

與殘渣

移開並清潔踢板下方。 

水槽後擋板 水槽上邊緣與牆壁

接縫處是否有隙縫

以高品質密封劑填補，大

於四分之一英吋的隙縫可

加塞泡沫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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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查的區域 要尋找的問題 如何防蟲

內部

廁所 邊緣與側邊是否

有隙縫

以密封劑和銅毛密封隙

縫。

電源插座、燈具

開關、保險絲盒

與斷路器盒

外蓋是否缺損或破

裂，邊緣和側邊是

否有隙縫

更換缺損或破裂的外蓋。

密封邊緣和側邊。

儲存室與鍋爐間 牆壁穿孔四周與門

底下是否有隙縫

或裂縫

密封管線與電力設備四周

大於四分之一英吋的隙

縫，可使用泡沫棒、含環

氧樹酯或乳膠化合物的混

凝土密封劑，以及銅毛或

防鼠布。

垃圾放置區域 地板上是否有垃圾

垃圾桶是否破損、

有裂縫或沒有蓋子

將垃圾放入內襯 1.9 公釐

厚的結實塑膠袋與帶密封

蓋的垃圾桶內。盡可能讓

垃圾箱與地板和墻壁保持 

6 英吋的距離。在結束營

業前，清洗垃圾區域、人

行道及路邊。 

外部

入口通道 路面、人行道與混

凝土板是否有裂縫

以小榔頭與鑿子移除有裂

縫、剝落或鬆脫的混凝

土。對於小裂縫（八分

之一英吋以下），可使

用刮刀與含環氧樹酯或乳

膠化合物的混凝土密封劑

密封。對於較大的缺損處

與裂縫，使用膠泥混合物

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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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查的區域 要尋找的問題 如何防蟲

外部

外部入口大門 從外部門底下是否

可看到光線

門檻是否有毀損

門封條是否有隙縫

在公用設施門四周安裝紗

網與橡膠包覆的鋼纖門刷

或高度密實的刷子。在木

門底部安裝金屬踢板，以

避免老鼠嚙咬。

外部墻穿孔 水管、電力或電纜

線穿入建築物的任

何區域四周是否有

隙縫

使用泡沫棒與戶外密封劑

密封大於四分之一英吋的

所有隙縫。

外部通風口 通風口上安裝的紗

網是否有孔洞或

缺損

以鍍鋅網更換或修復破裂

或缺損的紗網。

景觀 植物是否過度茂密 修剪懸垂的樹枝與濃密的

灌木，讓它們與建築物保

持至少 10 英吋的距離。

在建築物四周建立一個 3 

英呎寬且沒有植物的區

域。此區域應以耐用材料

打造，例如鋪上豆礫石的

造景布。



14   食品服務場所的最佳防蟲實務

有針對性的處理

如果出現鼠患或蟲患，可能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處理。所有的 FSE 都必須
聘僱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許可的害蟲管理公司。紐約州衛生局 (New York City 
Health Department) 有工具可以協助您選擇害蟲管理專家：請造訪  
nyc.gov/health 並搜尋「operating a restaurant」（經營餐廳）。

您的害蟲管理專業人員可能會噴灑殺鼠劑來處理鼠患。對於室內鼠患，使
用誘餌塊是較佳的選擇。將誘餌塊放於防破壞的誘餌站。 

在防破壞誘餌站內準備與儲存食物的區域，放置捕捉器。每日檢查捕捉
器，直到鼠患得到控制為止。 

在鼠患得到控制之後，遵守害蟲防治公司的最佳實務與建議，以維持無害
蟲的環境。 





如需詳細資訊：

請造訪 nyc.gov/health 並搜尋「operating a restaurant」（經營餐廳）。 
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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