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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諮詢及檢驗－ 1 

貳、篩檢及檢驗 

一、篩檢諮詢內容 

（一）個人保密篩檢 

由於愛滋病毒感染的易感染族群不認為自己處於高風險，於發生

感染後擔心歧視、隱私被侵犯和工作權被剝奪、藥物費用與副作用等

等情況，都是造成不願意早期主動接受篩檢而導致延遲就醫的可能影

響因素。 

根據研究指出，感染者經診斷感染愛滋病毒後，會減少 68%不

安全性行為的發生，並透過規律的治療，可降低感染者體內的病毒

量，在公共衛生上，可減少感染者將病毒傳染給他人的機會，有效降

低愛滋病毒傳播。 

鼓勵未感染或已感染而未自知其感染現況的易感染性族群，接受

篩檢諮詢服務，以達早期發現及治療，延長壽命維護生活品質，並避

免繼續從事危險行為而傳染他人，故推動篩檢與早期確認愛滋病毒感

染者，為有效控制愛滋病毒感染疫情之有效作法。 

 

個人篩檢前後諮詢表 

1、簡介 

自我介紹並描述諮詢人員的角色。 

討論愛滋病毒篩檢的好處： 

 了解愛滋病毒感染狀況後進而改變行為。 

 對於檢驗結果為陽性者，可及早聯結醫療服務體系，並降低危險行為。 

徵詢口頭或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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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諮詢及檢驗步驟： 

 探討接受愛滋病毒篩檢的原因。 

 對感染愛滋病毒進行風險評估及討論可能造成感染的原因。 

 討論檢驗後可能的結果。 

 執行愛滋病毒檢驗。 

 告知檢驗結果及對於檢驗結果的解釋。 

 預估談話時間。 

2、探討接受愛滋病毒篩檢的原因 

3、對愛滋病毒風險評估及討論可能造成感染的原因 

評估不安全行為的情形： 

 保險套或毒品使用的情形。 

 最後一次高風險行為的情形及時間。 

評估過去病史及愛滋病毒檢驗陽性的可能性指標，如性傳染病或結核病等。 

總結：討論減少風險情形及提供支持和轉介。 

處理及討論： 

 確認可能潛在的問題。 

 注意篩檢者的現狀。 

4、準備檢驗和討論結果可能性 

討論得知檢驗結果所需時間及方法： 

 抽血檢驗約需 2-3 天/快速篩檢約 15-30 分鐘可知檢驗結果。 

 得知檢驗結果的方法依各篩檢機構流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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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檢驗結果對篩檢者的影響。 

 檢驗結果可能為陰性或陽性。 

 決定對家人或朋友坦誠或保密檢驗結果。 

討論陰性或陽性結果的認知及處理： 

 各級衛生機關及醫事人員對於個案的檢驗結果及個人隱私，均需妥善
保護，並負保密責任。 

 檢驗結果陰性表示未感染病毒或處於空窗期。 

 具名篩檢者，確認陽性結果則依法需執行通報，並輔導轉介愛滋病指
定醫院，協助後續照護及治療。 

 匿名篩檢者，確認陽性結果則協助轉介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就醫。 

給予對於檢驗結果建立心理準備：可能在幾年以前就已經感染，應注意現在

和未來。 

5、執行愛滋病毒檢驗 

6、告知檢驗結果：陰性或陽性 

 告知檢驗結果是陰性或陽性。 

 提供簡單的結果解釋：檢驗陰性結果表示未感染愛滋病毒或處於空窗

期，若持續有危險行為，應每 3-6 個月接受檢驗。初步篩檢陽性結果

表示可能已感染愛滋病毒，需再進行確認檢驗。 

 詢問對檢驗結果的理解及評估反應。 

7、檢驗結果為陽性：面對疾病和相互支持 

 鼓勵受檢者表達感受和想法，鼓勵以正面的態度處理。 

 鼓勵受檢者尋找支持、協助疾病適應。 

8、檢驗結果為陽性：正向積極生活、愛滋病毒照顧與治療 

討論正向積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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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後續醫療及社區資源相關資料（請參考網址：www.cdc.gov.tw）。 

 愛滋相關諮詢電話、愛滋民間團體資訊等單張。 

 藥癮者：介紹清潔針具計畫、替代治療服務內容和地點等資訊。 

提供疾病日常照顧的方式： 

 其他疾病的預防與治療，如結核病、性傳染疾病。 

 伺機性感染的預防。 

確定是否需要立即轉介愛滋病指定醫院接受治療。 

評估對抗病毒藥物治療的理解並給予相關衛教： 

 目前台灣提供愛滋病患者高效能抗病毒藥物治療（俗稱雞尾酒療

法），規律治療後均能有效延長生命 10-20 年以上，且大幅提升生活

品質，只要遵循醫囑，不必太過憂心。 

解釋和澄清抗病毒治療的基本原則： 

 提高生活品質和延長壽命。 

 提供免疫力降低可能出現的症狀。 

 要保持低病毒量和提高免疫力。 

 要求嚴格遵守醫師指示服藥。 

解決對於抗病毒藥物的擔心，加強抗病毒藥物不能治癒的觀念。 

解釋及評估接觸者可能現存的疾病，並鼓勵過去或現在的接觸者接受愛滋病

毒檢驗。 

9-1、檢驗結果為陰性：降低感染風險 

討論篩檢結果為陰性可能處於空窗期，不能完全排除感染，建議由醫護人員

依風險程度評估，再次強調 3-6 個月再篩檢一次，期間請避免捐血或發生危

險性行為。 

http://www.cdc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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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與過去或現在的伴侶相關的風險： 

 提醒篩檢者，他的檢驗結果為陰性，並不表示接觸者的結果也是陰性。 

 再次鼓勵過去或現在的接觸者接受愛滋病毒檢驗。 

找出可能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並討論保持愛滋病毒抗體陰性的方法。 

鼓勵推廣朋友或其他伴侶接受檢驗。 

9-2、檢驗結果為陽性：降低感染風險 

討論對伴侶忠誠以及保護伴侶的重要性。 

提供降低感染風險的資料及抗病毒藥物使用情形。 

討論保險套的使用情形： 

 討論使用技巧及提供示範。 

 告知若無計畫懷孕，與伴侶發生性關係或與伴侶外的人發生性關係，

一定要使用保險套，並讓對方了解檢驗的重要性。 

10、檢驗結果為陽性：討論小孩、家庭計畫、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討論協助小孩接受愛滋病毒檢驗。 

討論生育及節育計畫。 

衛教母子垂直感染的相關資訊： 

 在分娩過程中提供抗病毒藥物給母親，可降低嬰兒感染愛滋病毒的風

險。 

 在嬰兒出生後提供預防性抗病毒藥物給嬰兒。 

 通過乳汁仍有可能傳播病毒。 

 嬰兒照顧預防措施降低感染風險。 

轉介愛滋病指定醫院協助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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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和防止母子垂直感染。 

11、討論是否公開檢驗結果：檢驗結果為陽性 

強調告知其他人愛滋病毒感染情形的好處。 

找出值得信任的朋友、親戚或神職人員，與他們分享檢驗結果： 

 確定誰可以提供支持。 

 討論告知結果後的保密及擔心。 

練習要怎麼向朋友、親戚或神職人員討論愛滋病毒感染狀況。 

尋求更多的支持團體與額外的幫助。 

回答其餘的問題，並提供支持。 

 

（二）伴侶篩檢 

根據調查指出 20-49 歲有伴侶的愛滋病毒感染者，其伴侶多半為

陰性。當不知伴侶的愛滋病毒狀況，容易使人在不自覺中暴露在愛滋

病毒感染的風險。而懷孕婦女較不會採取避孕措施，故懷孕的婦女更

具有兩倍的感染風險。 

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近期發布的指引，伴侶並非只指「夫妻」，應

為兩個人有持續的性關係，故不論男男間性行為者、注射藥癮者、異

性戀、已婚及未婚者都屬於「伴侶」。當兩個或以上的伴侶一起接受

諮詢、檢測及得知結果，可以互相對彼此告白自己的愛滋病毒檢驗結

果，且伴侶可以接受適當的支持及連結至後續由諮詢者、健康照護者

或社區工作人員所提供的照護服務。透過伴侶諮詢及檢驗（Couples 

HIV Counseling and Testing; CHCT），創造一個良好、安心的空間，

在過程中由專業人員協調與諮詢，實踐兩個伴侶互相分享各自的愛滋

病毒感染狀態，以保護另外一位伴侶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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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伴侶諮詢及檢驗時，藉由充分的諮詢可以避免傳播愛滋病

毒給有性關係的人，以及為了降低愛滋病毒感染的風險而增加服藥順

從性。另外可以相互討論安全的家庭計畫以及避孕措施，而增加婚姻

的凝聚力，預防母子垂直感染、降低親密伴侶間的暴力問題。 

伴侶諮詢及檢驗強調自主性及完全尊重個人意見。執行檢驗者

必須避免偏見及具有高度敏感度，能夠適當發現需求，轉介檢驗者到

合適的機構或單位。若個案不想做伴侶諮詢及檢驗時，他們仍可以

做個人的愛滋病諮詢及檢驗。為了預防傳染及早期治療，檢驗後必須

轉介到適當的照護服務機構，讓個案知道藥物服用的好處以及副作

用，並作適當的藥物使用諮詢，以增加服藥順從性。 

 

伴侶檢驗前後諮詢表 

1、簡介 

自我介紹並描述諮詢人員的角色。 

討論伴侶諮詢及檢驗的好處： 

 了解愛滋病毒感染狀況後進而改變行為。 

 對於檢驗結果為陽性者可及早聯結醫療服務體系，並降低危險行為。 

描述接受伴侶諮詢及檢驗服務的條件： 

 必需是自願性的。 

 諮詢過程需共同討論感染風險的問題。 

 願意一起知道結果。 

 承諾對結果保密。 

角色的期望和責任： 

 雙方平等的參與諮詢及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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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互相傾聽並回應對方。 

 尊重地對待彼此。 

 公開、誠實的討論。 

 提供理解和支援。 

徵詢口頭或書面同意。 

討論伴侶諮詢及檢驗的內容，並描述檢驗步驟： 

 探討伴侶的關係和接受愛滋病毒檢驗的原因。 

 對感染愛滋病毒進行風險評估及討論感染的原因。 

 討論檢驗後可能的結果。 

 執行愛滋病毒檢驗。 

 告知檢驗結果及對於檢驗結果的解釋。 

 預估談話時間。 

2、探討伴侶的關係和接受伴侶愛滋病毒檢驗的原因 

討論接受伴侶諮詢及檢驗服務的原因： 

 討論和接受伴侶諮詢及檢驗決定的過程。 

 提供個人檢驗的選擇。 

 評估這對伴侶的家庭和社會支持。 

3、對愛滋病毒風險評估及討論可能造成感染原因 

評估這對伴侶不安全行為的情形： 

 保險套或毒品使用的情形。 

 最後一次高風險行為的情形及時間。 

評估過去病史及愛滋病毒檢驗陽性的可能性指標，如性傳染病或結核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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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討論減少高風險情形及提供支持和轉介。 

處理及討論： 

 確認可能潛在的問題（伴侶可能互相責備）。 

 注意這對伴侶的現狀。 

4、準備檢驗和討論結果可能性 

討論得知檢驗結果所需時間及方法： 

 抽血檢驗約需 2-3 天/快速篩檢約 15-30 分鐘可知檢驗結果。 

 得知檢驗結果的方法依各篩檢機構流程而定。 

討論檢驗結果對伴侶關係的影響，這對伴侶可能是相同的結果（皆為陰性或

皆為陽性），或檢驗結果不同，若持續有無套性關係，未受感染的伴侶仍然

處於風險之中。 

討論對陰性或陽性結果的認知及處理： 

 各級衛生機關及醫事人員對於個案的檢驗結果及個人隱私，均需妥善

保護，並負保密責任。 

 檢驗結果陰性表示未感染病毒或處於空窗期。 

 具名篩檢者，確認陽性結果則依法需執行通報，並輔導轉介愛滋病指

定醫院，協助後續照護及治療。 

 匿名篩檢者，確認陽性結果則協助轉介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就醫。 

討論共同保密、共同決定對家人或朋友坦誠檢驗結果。 

給予對於檢驗結果為陽性建立心理準備：可能在幾年以前就已經感染，應注

意現在和未來。 

5、執行愛滋病毒檢驗 

6-1、告知檢驗結果：皆為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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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知伴侶他們的檢驗結果是陰性。 

 提供簡單的結果解釋：檢驗結果陰性表示未感染病毒或處於空窗期，

若持續有危險行為，應每 3-6 個月接受檢驗。 

 詢問對檢驗結果的理解及評估反應。 

6-2、告知檢驗結果：皆為陽性 

 告知伴侶他們的檢驗結果是陽性。 

 提供簡單的結果解釋：初步篩檢陽性結果表示可能已感染愛滋病毒，

需再進行確認檢驗。 

 詢問對檢驗結果的理解及評估反應。 

 鼓勵相互支持，並避免互相指責。 

6-3、告知檢驗結果：結果不同 

告知檢驗結果是不同的狀態。 

提供檢驗結果摘要： 

 檢驗結果為陽性，也就是說初步篩檢結果陽性表示可能已感染愛滋病

毒，需再進行確認檢驗。 

 檢驗結果為陰性，未感染愛滋病毒或處於空窗期，若持續有危險行

為，應每 3-6 個月接受檢驗。 

詢問對檢驗結果的理解及評估反應。 

鼓勵相互支持，並避免互相指責。 

回答問題，並傳達支持和同情。 

7、面對疾病和相互支持：檢驗結果皆為陽性或檢驗結果不同 

 邀請這對伴侶表達感受和想法，鼓勵以正面的態度處理。 

 檢視雙方的感覺並了解所要面對的挑戰，鼓勵伴侶相互支持、協助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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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適應。 

 詢問伴侶如何支持對方才是最好的方式。 

 解決剩下的問題並提供支持。 

8、正向積極生活、愛滋病毒照顧與治療：檢驗結果皆為陽性或檢驗結果不同 

討論正向積極生活。 

提供後續醫療及社區資源相關資料（請參考網址：www.cdc.gov.tw）。 

 愛滋相關諮詢電話、愛滋民間團體資訊等單張。 

 藥癮者：介紹清潔針具計畫、替代治療服務內容和地點等資訊。 

提供疾病日常照顧的方式： 

 其他疾病的預防與治療，如結核病、性傳染疾病。 

 伺機性感染的預防。 

確定是否需要立即轉介愛滋病指定醫院接受治療。 

評估對抗病毒藥物治療的理解並給予相關衛教： 

 目前台灣提供愛滋病患者高效能抗病毒藥物治療（俗稱雞尾酒療

法），規律治療後均能有效延長生命 10-20 年以上，且大幅提升生活

品質，只要遵循醫囑，不必太過憂心。 

解釋和澄清的抗病毒治療的基本原則： 

 提高生活品質和延長壽命。 

 提供免疫力降低可能出現的症狀。 

 要保持低病毒量和提高免疫力。 

 要求嚴格遵守醫師指示服藥。 

解決對於抗病毒藥物的擔心，加強抗病毒藥物不能治癒的觀念。 

解釋及評估接觸者可能現存的疾病，並鼓勵過去或現在的接觸者接受愛滋病

http://www.cdcc.gov.tw/


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貳、諮詢及檢驗－ 12 

毒檢驗。 

鼓勵伴侶接接受適當的照顧和治療服務。 

9-1、檢驗結果皆為陰性：降低感染風險  

討論篩檢結果為陰性可能處於空窗期，不能完全排除感染，建議由醫護人員

依風險程度評估，再次強調 3-6 個月再篩檢一次，期間請避免捐血或發生危

險性行為。 

討論單一性伴侶的承諾並鼓勵保護伴侶未來不受感染。 

解決與過去或現在的伴侶相關的風險： 

 提醒伴侶，他們的檢驗結果並不表示其他伴侶的狀況。 

 再次鼓勵過去或現在的伴侶接受愛滋病毒檢驗。 

找出可能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並討論保持愛滋病毒抗體陰性的方法。 

討論可能造成伴侶的危險行為（旅遊/工作/藥物/酒精…）。 

鼓勵推廣朋友或其他伴侶接受檢驗。 

9-2、檢驗結果皆為陽性：降低感染風險 

討論對伴侶忠誠以及保護伴侶的重要性。 

提供降低感染風險的資料及抗病毒藥物使用情形。 

討論保險套的使用情形： 

 討論使用技巧及提供示範。 

 告知如果與伴侶外的人發生性關係，一定要使用保險套，並讓對方了

解檢驗的重要性。 

9-3、檢驗結果不同：降低感染風險  

討論對伴侶忠誠以及保護伴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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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降低感染風險的資料，尋求長期的保護措施。 

討論保險套的使用情形： 

 討論使用技巧及提供示範。 

 告知如果與伴侶外的人發生性關係，一定要使用保險套，並讓對方了

解檢驗的重要性。 

愛滋病毒檢驗結果為陰性者需定期做檢驗以保護自己。 

10、檢驗結果皆為陽性、檢驗結果不同：討論小孩、家庭計畫、預防母子垂

直感染  

討論協助小孩接受愛滋病毒檢驗。 

討論生育及節育計畫。 

衛教母子垂直感染的相關資訊： 

 在分娩過程中提供抗病毒藥物給母親，可降低嬰兒感染愛滋病毒。 

 在嬰兒出生後提供預防性抗病毒藥物給嬰兒。 

 通過乳汁仍有可能傳播病毒。 

 嬰兒照顧預防措施降低感染風險。  

轉介愛滋病指定醫院協助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解決問題和防止母子垂直感染。 

11、檢驗結果皆為陽性、檢驗結果不同：討論是否公開檢驗結果  

強調向其他人公開愛滋病毒感染情形的好處。 

找出值得信任的朋友、親戚或神職人員，與他們分享檢驗結果： 

 確定誰可以提供支持。 

 結果的保密及告知結果後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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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伴侶一起決定是否公開結果。 

練習要怎麼向朋友、親戚或神職人員討論愛滋病毒感染狀況。 

解決幾個問題和討論如何與家人及孩子們講述自己感染愛滋病毒。 

尋求更多的支持團體與額外的幫助。 

回答其餘的問題，並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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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侶諮詢及檢驗─檢驗諮詢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介紹自己並簡述自

己在諮詢中的角色。 

 您好，我叫____，我將陪你們一起做愛滋病毒諮詢

及檢驗。我們都知道愛滋病是社會中的重大問題，

很高興你們一起接受諮詢與檢驗。 

2. 討論伴侶諮詢及檢

驗的好處： 

 了解愛滋病重要訊

息。 

 共同處理愛滋病毒

感染。 

 一起做伴侶諮詢及檢驗有許多好處，而一起做檢驗

也能了解彼此愛滋病毒可能的感染狀況，並且為雙

方提供機會共同對抗愛滋病毒的擔憂。 

 

3. 描述接受伴侶諮詢

及檢驗諮詢可能會

有以下狀況，包括： 

 討論感染的風險。 

 共同接受檢驗結果

的意願。 

 能否承諾互相保守

秘密。 

 是否願意誠實以告。 

 接受伴侶諮詢及檢驗必需是自願性的： 

 我們將討論什麼是愛滋病，以及共同討論彼此間

感染風險。 

 第二、你們會互相知道對方的結果。 

 最後，你們必須共同作出決定，如何與其他人分

享你們的檢驗結果。 

4. 告知伴侶諮詢及檢

驗中，雙方的角色

及責任： 

 雙方都是平等的。 

 應該互相傾聽及有

所回應。 

 給予對方應有的尊

 我希望檢驗後你們能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雙方能平等地參與討論。 

 第二，認真傾聽和回應對方。 

 第三，彼此尊重對方。 

 第四，要盡可能敞開心胸和誠實。 

 最後，盡你所能提供彼此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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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重。 

 公開、誠實地討論。 

 給予理解和支持。 

5. 徵詢口頭或書面同

意。 

 

 到目前為止我說的內容有任何讓你們感到不舒服

嗎？是否有意願繼續接受檢驗並知道結果嗎？ 

 如果同意則繼續下去。 

 如果不同意則分開進行個人的諮詢檢驗。 

6. 給予諮詢的概述，包

含諮詢將涵蓋的內

容及預估要花多久

時間： 

 評估雙方的現況。 

 討論愛滋病的風險

和接受檢驗的原因。 

 準備進行檢驗及討

論可能的結果。 

 執行愛滋病毒檢驗。 

 檢驗結果出爐。 

 根據其結果開始諮

詢。 

 我們來談談如何進行： 

 首先，我會問一些問題，來了解你們的關係。 

 然後，我們將討論你們對愛滋病的認知。 

 我們會討論愛滋病毒檢驗可能的結果。 

 我將為你們執行愛滋病毒快速檢驗。抽血檢驗約需

2-3 天/快速篩檢約 15-30 分鐘可知檢驗結果。 

 我們將共同討論檢驗的結果，我會回答你們的任何

問題。 

 整個過程大概需要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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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伴侶的關係和接受伴侶愛滋病毒檢驗的原因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探討其關係的性質及交

往時間，包含： 

 生活安排（包含因就業

因素而分開生活等）。 

 婚姻狀況（是否為多重

伴侶）。 

 未來規劃。 

 首先，讓我們來談談你們的關係。我必須問你

們一些問題，讓我能理解你們的生活。 

 是否請你們談談自己？是否同居？是否會因

為就業的問題而分居？ 

 結婚了嗎？是否有其他的性伴侶？ 

 對未來有什麼計劃？  

2. 是否有任何家庭計畫或

育兒計畫。 

 目前有什麼家庭計畫？有小孩嗎？有沒有計畫

想要生孩子？ 

3. 探討其接受伴侶諮詢及

檢驗服務的原因： 

 決定的過程。 

 你們為什麼決定要來做伴侶諮詢檢驗？ 

 隨時評估伴侶狀態，並提供個人檢驗服務資訊。 

4. 評估雙方接受伴侶諮詢

及檢驗服務後的心理狀

態，務必確定雙方都有

考慮。 

 你們對於要做檢驗及結果有沒有什麼想法？ 

5. 總結和反思以往的歷程

及現狀。 

 我來確認一下我已了解你們的狀況。 

 總結這段伴侶的關係。 

 有沒有任何不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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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愛滋病毒風險評估及討論感染的原因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討論感染愛滋病毒可能

風險，並提醒務必考慮

現況及未來的規劃。 

 

● 愛滋病毒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圈以及許多家

庭中的許多人。任何人都可能被感染。如果你

或你的伴侶不知道自己的愛滋病毒狀態，而你

與他發生沒有使用保險套的性行為，你們可能

已經接觸到愛滋病毒。 

●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有關愛滋病毒的事。正如我

們討論的，重要的是要考慮你的現在和你的未

來，並不是要責怪對方的過去發生什麼。 

2. 告知若愛滋病毒檢驗為

陽性的意義： 

 注意有些疾病可能與

愛滋病相關，例如性傳

染病或結核病等。 

 可能的高風險情形，例

如：酒精或藥物的使用

（尤其是 IDU）。 

 有第二次婚姻或多重

性伴侶。 

 MSM。 

 性工作者。 

 醫護人員的職業暴露

風險。 

● 是否有任何症狀或疾病，讓你擔心可能有感染

愛滋病毒？ 

● 有什麼讓你覺得你特別危險？為什麼會對於愛

滋病毒特別注意？ 

3. 總結，並提供支持。 讓我來確認一下是否正確，總結，有任何要補充

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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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感染愛滋病毒檢驗可能的結果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解釋檢驗陽性及陰性

的意義。 

● 讓我們用一分鐘來談談有關檢驗過程和可能的

檢驗結果： 

 檢驗陰性結果表示未感染愛滋病毒或處於空窗

期，若持續有危險行為，應每 3-6 個月接受檢

驗。 

 初步篩檢陽性結果表示可能已經感染愛滋病

毒，需再進行確認檢驗。 

2. 若雙方有相同的檢驗

結果： 

 都為陽性。 

 都為陰性。 

● 作為伴侶，你們有可能都是陰性，也就是都沒有

被感染或處於空窗期；也有可能都是陽性，也就

是可能已經感染愛滋病毒，需再進行確認檢驗。 

3. 討論若結果不一致： 

 其發生的頻率頻繁。 

 未受感染的人並不

是對愛滋病毒免疫。 

 未受感染的人一直

都暴露在感染的風

險中。 

● 當然也有可能你們有不一樣的結果： 

 伴侶常會有不同結果，也就是說，一位是愛滋

病毒抗體陽性，另一位是愛滋病毒陰性。有時

伴侶在一起多年，或許已經有孩子了，仍然有

不同的結果。我們會在得知道結果後再詳細談

這個問題。 

 未受感染的人並不是對愛滋病毒免疫，而未受

感染的人卻是一直都暴露在感染的風險中。 

4. 指導其檢驗過程並告

知結果將如何提供： 

 結果可能會是相同

或不同，雙方都會拿

到檢驗結果。 

 將基於檢驗結果提

供後續諮詢服務。 

● 現在，我簡要地解釋檢驗的結果會如何提供給你

們： 

 抽血檢驗約需 2-3 天/快速篩檢約 15-30 分鐘可

知檢驗結果。 

 得知檢驗結果的方法依篩檢機構流程而定。 

 結果出來後，我會告訴你們雙方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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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再來會花時間討論檢驗結果的意義。如果一位

或兩位是陽性，我們會將討論治療、照顧和支

持服務。如果一位或兩位是愛滋病毒陰性，我

們將討論如何保護自己不受愛滋病毒感染。 

● 解釋檢驗結果陽性的保密性與依法執行通報或

轉介就醫。 

 各級衛生機關及醫事人員對於個案的檢驗結果

及個人隱私，均需妥善保護，並負保密之責。 

 具名篩檢者，確認陽性結果則依法需執行通

報，並輔導轉介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協助後續

照護及治療。 

 匿名篩檢者，確認結果陽性則協助轉介至愛滋

病指定醫院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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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皆為陰性─討論愛滋病毒檢驗結果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告知檢驗結果已出爐。 ● 你們的檢驗結果已經出來了。 

2. 提供簡要總結：雙方結

果都為陰性，也就是說

並無人感染愛滋病毒。 

● 檢驗結果為陰性可能處於空窗期，不能完全排

除感染，建議依風險程度評估 3-6 個月再篩檢

一次，期間請避免捐血或發生危險性行為。（如

果可以，直接顯示檢驗結果或報告） 

3. 詢問其是否了解檢驗結

果的意義。 

● 你們了解你們的檢驗結果？這些結果意味著

什麼？ 

● 有什麼問題需要澄清嗎？ 

4. 探討其對於檢驗結果的

反應。 

● 知道檢驗結果是陰性的你們的感覺如何？ 

5. 討論最近是否有任何交

往關係外的風險。 

● 如果你沒有使用保險套，但與未知愛滋病毒狀

況的人性交，那麼你最近可能已經被感染，這

個檢驗還是有可能沒有發現愛滋病毒，你應該

在最後一次危險性行為的 3 個月後再進行一

次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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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皆為陰性─討論如何降低感染風險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解決其他伴侶所帶來

的風險： 

 鼓勵只和對方發生性

關係。 

 提醒其檢驗結果並不

代表過去或現在其他

伴侶的狀態。 

 討論維持專一的障

礙，以減少風險，例

如： 

◆ 旅行或工作。 

◆ 酒精的使用。 

 其他問題。 

 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如何確保你們不受感染。 

 保持陰性結果和保護彼此免於受愛滋病毒感染

的最有效途徑是互相忠實。這表示你只會與對

方有性關係。 

 如果您有其他性伴侶，這次的檢驗結果並不表

示他們也是陰性。如果你有其他愛滋病毒感染

狀況不明的性伴侶，然後又不使用保險套，就

會讓你自己與你的伴侶有非常高的感染風險。

保持你們都是陰性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只與對

方發生性關係。 

 你預期忠實於對方有任何問題嗎？ 

◆ 會不會擔心因為旅行或工作分離，而造成無

法忠實於對方？ 

◆ 會不會擔心因為飲酒或藥物，而造成無法忠

實於對方？ 

 是否有其他的情況，使你很難忠實於對方？ 

2. 根據檢驗前的討論具

體探討對於愛滋病毒

的擔憂及風險。 

● 在檢驗前，我們有談到一些對於愛滋病毒的擔

憂。現在我們知道你們的檢驗結果是陰性，讓我

們談談為什麼你們會以為你是高危險群。 

3. 強調若有與此關係以

外的伴侶發生性關係

一定要使用保險套。 

● 如果你選擇與其他人發生性關係，你應該使用保

險套保護自己和防止愛滋病毒傳播給你的家人

或伴侶。如果你不使用保險套，你是把自己和家

人或伴侶置於愛滋病毒的風險中。 

4. 降低風險有技巧，例

如： 

 開放的溝通。 

● 所有伴侶都有壓力和挑戰的時候。共同努力是走

過這些困難最好的方法。 

 要怎麼確保有關愛滋病毒的問題能開放的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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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承諾保護這段關係，免

受愛滋病毒的感染。 

通？ 

5. 鼓勵雙方開誠布公溝

通並保持忠誠以減少

感染的風險。 

● 鼓勵你們保持專一，以減少感染的風險。 

6. 傳達互相支持的力量

及信心，以完成計畫。 

● 你們能接受伴侶諮詢檢驗已經邁出了一大步。 

7. 鼓勵其成為愛滋檢驗

大使以推廣服務。 

● 我希望你能鼓勵其他朋友或伴侶，一起了解他們

的愛滋病毒狀況。 

8. 提供轉介服務。 ● 給予轉介服務。 

 

雙方皆為陽性─討論愛滋病毒檢驗結果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檢驗結果已出爐。 ● 你們的檢驗結果已經出來了。 

2. 提供簡要總結：雙方結

果都為陽性，也就是說

雙方都感染。 

● 你們的初步篩檢結果都是陽性。這表示你們雙

方可能已經感染愛滋病毒，需再進行確認檢

驗。（如果可以，直接顯示檢驗結果或報告） 

3. 給予其足夠時間了解檢

驗的結果。 

● 慢慢來，我們有充足的時間來討論這些檢驗結

果。 

4. 詢問其是否了解檢驗結

果的意義。 

● 你了解你的檢驗結果？這些結果表示什麼？ 

你有什麼問題嗎？ 

5. 鼓勵相互支持並減少責

備。 

● 愛滋病毒是常見的，我不確定你們感染了多

久。我鼓勵一起處理，並且互相支持。 



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貳、諮詢及檢驗－ 24 

雙方皆為陽性─鼓勵相互扶持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邀請雙方表達他們的感

覺及想法。 

● 可以請你告訴我你的感覺如何？ 

● 有什麼問題嗎？ 

2. 檢視雙方的感覺並了解

所要面對的挑戰，以正

面的態度處理之。 

● 當下聽到愛滋病毒檢測陽性結果壓力是很大

的。你可能會感覺心煩或生氣是正常的，而且

會有很多關於自己或對方的感受或想法。 

● 我鼓勵你們把重點放在如何更好地支持現在，

而不是相互指責對方。 

3. 詢問如何支持對方才是

最好的方式。 

● 今天在這裡是為了能一起處理感染的問題，你

們能做些什麼來互相扶持？ 

4. 傳達樂觀與正面的力

量，並對抗愛滋病毒。 

● 你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調整，以前你也處理過

其他困難，現在也是一樣。 

● 現在你們需要給對方互相的支持，你將與你的

伴侶一起走過及面對未來。 

5. 解決最緊迫的問題。 ● 我們要談談很多事。首先，有什麼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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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皆為陽性─正向積極生活及愛滋病毒照顧與治療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正向積極的生活。 

 

● 為了提高您的生活質量，應該正向積極的生

活、照顧自己，讓自己活得更久。 

● 現在有許多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他們生活的也

很好。所以你們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你們

需要一些措施，以保持身體健康。 

● 我會提供給你相關的愛滋病指定醫院及相關民

間團體資料。 

2. 解決預防保健的需求。 

 鼓勵及時就醫。 

 鼓勵尋求適當的照護

與醫療服務。 

● 目前台灣提供愛滋病患者高效能抗病毒藥物治

療（俗稱雞尾酒療法），治療後均能有效延長

生命 10-20 年以上，且大幅提升生活品質。 

 醫療是你們未來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儘

快接受治療是非常重要的。 

 我會協助及陪同你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就醫。 

3. 給予協助必要轉介。 ● 這是愛滋病照顧和治療服務資料（提供衛教單

張），你可以在______找到相關的資料。 

 你有沒有任何擔心的地方？ 

 預約陪同就醫時間。 

4. 討論維持良好的生活

態度及身體健康。 

● 除了醫療照顧以外，平時需要保持良好的生活

態度及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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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皆為陽性─降低感染風險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討論專一並且不與伴侶

以外的人發生性關係的

重要性。 

● 既然你們都可能感染了愛滋病毒，我們需要談

談要如何保護對方： 

 要更好地保護對方就是只與對方發生性行為。 

 如果你有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你可能會從他

們那裡感染疾病，而使你的病情惡化，進而使

你的伴侶受感染。 

2. 如果有一方選擇與伴侶

以外的人發生性關係，

一定要使用保險套（並

提供示範）。 

● 你可能也使其他性伴侶感染愛滋病毒。 

 如果你有其他性伴侶，這些人也應該接受愛滋

病毒檢驗。因為你是陽性，並不代表著他們也

被感染。 

 再來，保護自己最有效的方式，是要忠於對

方。 

 但是如果你選擇有以外的關係，你必須使用保

險套，讓你不會傳播愛滋病毒給他人，這樣也

就不會從他們那裡得到任何感染，而使你們的

病情加重。 

 現在，我會為你示範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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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皆為陽性─小孩、家庭計畫、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讓小孩也接受檢驗。 ● 為了確保你們的家人和孩子健康，你們需要做一

些事： 

 如果你們有小孩，小孩應該接受檢驗，如果他

們受到愛滋病毒感染，他們也可以得到他們所

需要的照顧。 

2. 是否有生孩子的規劃。 

 討論生育計畫。 

● 未來有生孩子的想法嗎？ 

 你應該知道，愛滋病毒可以傳染給寶寶。因此，

你們應該想想是否仍然希望有更多的孩子。 

 防止愛滋病毒傳播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選擇不要

有更多的孩子。 

● 如果你決定不要有更多的孩子你會如何選擇以

避免懷孕？  

 有許多種避孕方法，如保險套和口服避孕藥，

以減少意外懷孕、性病及愛滋病毒傳播的風險。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陪同你到相關醫療單位。 

3. 說明預防母子垂直感

染的計畫與服務。 

 

● 如果你懷孕，我們的（愛滋病指定醫院）醫師會

根據你的狀態給你預防性投藥，必要時施予剖腹

產，以減少愛滋病毒傳染給嬰兒的機會。 

● 還有什麼問題？ 

4. 提供轉介服務。 提供轉介及陪同就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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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皆為陽性─討論是否公開檢驗結果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解釋公開愛滋病毒感

染情形的好處。 

● 正如我們討論過的，互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不

過，也有很多問題要處理。 

 值得信賴的朋友或家人，可以支持及幫助您獲

得治療照顧，可能比對方更好。 

2. 與值得信任的朋友、

親戚或神職人員分享

結果。 

 誰可以提供支持。 

 是否公開結果。 

● 你覺得讓你信任的人分享你們的愛滋病毒檢驗

結果如何？ 

 覺得誰最能支持你們兩個？ 

 讓別人知道你有愛滋病毒有什麼要考慮的地

方？ 

● 我想聽到你們的感受。 

3. 公開的基本要件。 ● 你認為有誰是你可能想告訴他（她），你的愛滋

病毒狀況呢？當你與他們交談你會說什麼？你

覺得對方會有什麼反應？ 

 找一個適合的時間和地點，和朋友討論，並要

求他們保密。 

● 想像一下我就是那個人，試著跟我談談。 

4. 一起決定是否公開結

果。 

● 我們之前有談過，你們必須一起做決定要不要公

開結果。 

5. 尋求更多的支持團體

與額外的幫助。 

● 這裡是支持團體和愛滋病指定醫院的名單，可以

提供一些資源，給你參考。 

6. 解決剩下的問題並提

供支持。 

 總結。 

● 我們今天談到了很多。我們回顧一下，你們接下

來需要做的是： 

 至愛滋病指定醫院接受治療及照顧。 

 帶你們的孩子接受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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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互相討論是否繼續生育及節育的方法。 

 單一固定性伴侶，以保護自己和他人。 

 戴保險套。 

 尋求朋友、家人和支持團體的支持。 

● 請與我分享你任何其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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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結果不同─討論愛滋病毒檢驗結果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告知檢驗結果已出

爐。 

● 你們的檢驗結果已經出來了。 

2. 當下雙方知道對方

與 自 己 的 結 果 不

同，給予時間吸收。 

● 二位的結果是不同的（暫停）。 

 _____，你的檢驗結果為陽性，也就是說你有可能

已經感染愛滋病毒，需再進行確認檢驗。 

 _____，你的檢驗結果為陰性，也就是說你未感染

愛滋病毒或處於空窗期（暫停）。 

3. 表達支持和同理心。 ● 我知道這件事情很難接受，也有很多事情要思考

跟處理，我們慢慢一步步來談。 

4. 詢問其是否了解檢

驗結果的意義。 

● 首先，我想知道這些結果對你們來說意味著什

麼？ 

5. 解釋何以有不同的

結果。 

● 讓我們再談談有不同的愛滋病毒檢驗結果意味著

什麼： 

 伴侶能在一起多年，並有不同的結果，是很常見

的。 

 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你的伴侶不忠。他可能在你們

在一起前就被感染了。 

 你不要怪你的伴侶有愛滋病毒是非常重要的。他

或她將需要你的支持來面對疾病和得到適當的

照顧。 

 保護結果為陰性的一方也是非常重要的。 

● 關於您的檢驗結果有什麼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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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結果不同─面對結果及提供支持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邀請雙方表達他們

的感覺及想法。 

● 讓我們先說說你們如何面對？可以請你們告訴

我，你們的感覺如何？ 

● 對另一人的擔憂是什麼？ 

2. 檢視雙方的感覺並

了解所要面對的挑

戰，以正面的態度處

理。 

● 當下聽到愛滋病毒檢測結果為陽性壓力是很大

的。你可能會感覺心煩或生氣是正常的，而且會

有許多關於自己或對方的感受或想法。 

● 我鼓勵你們把重點放在如何更好地支持現在，而

不是相互指責對方。 

3. 詢問未感染方如何

支持對方才是最好

的方式。 

● 今天在這裡是為了能一起處理感染的問題，你能

做些什麼來扶持檢驗結果為陽性的人？ 

4. 傳達樂觀與正面的

力量，調整並對抗愛

滋病毒。 

● 你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來調整，以前你也處理過其

他困難，現在也是一樣。 

● 現在你們需要給對方互相的支持，你將與你的伴

侶一起走過及面對未來。 

5. 解決最緊迫的問題。 ● 我們需要談談很多事。但首先，還有什麼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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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結果不同─正向積極生活及愛滋病毒照顧與治療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支持受到感染的伴侶

積極生活並獲得照護。 

● 現在你已經知道你們的結果，並開始共同面對

這個結果，讓我們來談談如何保持你和你的伴

侶及家人都儘可能的健康 

2. 正向積極的生活。 ● 為了提高您的生活質量，應該正向積極的生

活、照顧自己，讓自己活得更久。 

● 現在有許多感染愛滋病毒的人，他們生活的也

很好。所以你們也可以活得很好。但是，你們

需要一些措施，以保持身體健康。 

● 我會提供給你相關的愛滋病指定醫院及相關

民間團體資料。 

3. 解決預防保健的需求。 

 鼓勵及時就醫。 

 鼓勵尋求適當的照護

與醫療服務。 

● 目前台灣提供愛滋病患者高效能抗病毒藥物

治療（俗稱雞尾酒療法），治療後均能有效延

長生命 10-20 年以上，且大幅提升生活品質： 

 醫療是你們未來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儘快

接受治療是很重要的。我鼓勵你們儘快到醫

院接受治療與照顧。 

 我會協助及陪同你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就醫。 

4. 鼓勵未受感染的伴侶

作為受感染方的支柱。 

● 你將會怎麼支持你的伴侶接受照顧和治療，要

怎麼鼓勵他積極的生活？ 

5. 提供必要的轉介。 ● 這是愛滋病毒照顧和治療服務資料（提供衛教

單張），你可以在______找到相關的資料。 

 你有沒有任何擔心的地方？ 

● 預約陪同就醫時間。 

6. 討論哪些事情可以維

持良好的生活態度及

身體健康。 

● 除了醫療照顧以外，平時就需要保持良好的生

活態度及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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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結果不同─保護陰性者不受愛滋病毒感染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提供降低感染風險的資

料，尋求長期的保護措

施。 

● 既然你們有不同的檢驗結果，我們要談談有關

預防愛滋病毒的傳播： 

 如果你們繼續不戴保險套性交，你的伴侶被

愛滋病毒感染的風險就非常高。 

 有些夫婦/伴侶最初選擇不性交，改尋替代的

方式來滿足對方。 

 如果你繼續有性行為，你就必須使用保險套。 

2. 討論保險套的使用。 

 以前是否使用。 

 使用技巧。 

 提供示範。 

● 我們來討論保險套的使用。 

 你有沒有使用過保險套？ 

 你知道如何使用保險套嗎？ 

 現在，我會為你示範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 

3. 愛滋病毒陰性者需定期

做檢驗以保護自己。  

● 我建議，愛滋病毒陰性的伴侶，應每 3 個月接

受一次愛滋病毒抗體檢驗。這表示   年   月 

   日左右（今天的日期加 3 個月），你（姓

名），應該再接受愛滋病毒抗體檢查。 

4. 如果有一方選擇與伴侶

以外的人發生性關係，

一定要使用保險套，並

讓對方了解檢驗的重要

性。 

● 如果你們有其他性伴侶，這些人也應接受檢

驗： 

 （陽性者），如果你有其他性伴侶，你應該全

程使用保險套，以防止傳播愛滋病毒。 

 （陰性者），如果你有其他性伴侶，你應該全

程正確使用保險套來保護自己免受愛滋病毒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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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結果不同─小孩、家庭計畫、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討論生育選項。 

 知會未感染方其生育

後代的風險。 

● 未來有懷孕的想法嗎？ 

 你應該知道，愛滋病毒可以傳染給寶寶。因

此，你們應該想想你是否仍然希望有更多的孩

子。 

 防止愛滋病毒傳播最有效的辦法就是選擇不

要有更多的孩子。 

● 如果你決定不要有更多的孩子你會如何選擇以

避免懷孕？  

 有許多種避孕方法，如保險套，以減少意外懷

孕、性病及愛滋病毒傳播的風險。 

 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陪同你到相關醫療單位。 

2. 說明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的計畫與服務。 

 

● 如果你懷孕，我們的（愛滋病指定醫院）醫師

會根據你的狀態給你預防性投藥，必要時施予

剖腹產，以減少愛滋病毒傳染給嬰兒的機會。 

● 還有什麼問題？ 

3. 若媽媽為愛滋病毒陽

性，則小孩也必須接受

檢驗。 

● 如果女方為愛滋病毒陽性，為了確保你的家人

和孩子健康，你需要做一些事。 

 如果你有小孩，他們應該接受檢驗，如果他們

受到愛滋病毒感染，要讓他們也可以得到他們

所需要的照顧。 

4. 提供轉介服務。 ● 提供轉介及陪同就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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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結果不同─討論是否公開檢驗結果 

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1. 解釋向其他人公開愛滋

病毒感染情形的好處。 

● 正如我們討論過的，互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也有很多問題要處理。 

 值得信賴的朋友或家人，可以支持及幫助您獲

得治療照顧，可能比對方更好。 

2. 與值得信任的朋友、親

戚或神職人員分享他們

的結果。 

 誰可以提供更多的支

持。 

 保密或公開。 

● 你覺得讓你信任的人分享您的愛滋病毒檢驗結

果如何？ 

 你覺得誰能支持你們兩個？ 

 讓別人知道你有愛滋病毒有什麼要考慮的地

方？ 

● 我想聽到你們的感受。 

3. 公開的基本要件。 ● 你認為有誰是你可能想告訴他（她），你的愛

滋病毒狀況呢？你如何看待這個人？當你與他

們交談你會說什麼？你覺得對方會有什麼反

應？ 

 找一個適合的時間和地點，和朋友討論，並要

求他們保密，不要告訴別人。 

● 想像一下我就是那個人，試著跟我談談。 

4. 一起決定是否公開結

果。 

● 正如我們之前談的，你們必須一起做決定要不

要公開結果。 

5. 尋求更多的支持團體與

額外的幫助。 

● 這裡是一些支持團體和愛滋病指定醫院的名

單，可以提供一些社會資源給你參考。 

6. 解決剩下的問題並提供

支持。 

 總結。 

● 我們今天談到了很多。讓我們回顧一下，你們

接下來需要做的是： 

 至愛滋病指定醫院接受進一步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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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者 諮詢簡要內容 

 帶你們的孩子接受檢驗。 

 互相討論是否繼續生育及節育的方法。 

 單一固定性伴侶，以保護自己和他人。 

 戴保險套。 

 尋求朋友、家人和支持團體的支持。 

 

二、愛滋病毒檢驗作業（以下稱 HIV 檢驗作業） 

（一）相關法規 

1. 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以下

稱本條例）〔附錄 2-1〕第 14 條之規定，「主管機關、醫事機構、

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之姓名及病歷等有關資料者，

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對於該項資料，不得洩漏。」 

2. 檢驗單位應以密件方式將檢驗結果告知原送驗單位。 

3. 原送驗單位應將愛滋病毒感染檢驗結果主動告知當事人，發現陽

性個案應依法通報外，不得任意通知雇主、學校或其他相關單位

及人員，以保障民眾就學、就醫、就業、安養權益及個案隱私。

如要告知家屬，需徵得個案同意，始得為之。 

（二）愛滋病毒檢驗作業 

愛滋病毒檢驗應進行初步篩檢，初步篩檢為陽性，不需進行通

報，檢驗陽性應再進行確認檢驗，檢驗作業流程見〔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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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HIV 初步篩檢作業流程 

 

 

1. 初步篩檢之方法：選用之檢驗試劑須同時可檢驗 HIV-1 和 HIV-2，

並可採下列方法進行初步篩檢： 

(1) 酵素免疫分析法（Enzyme Immunoassay，簡稱 EIA）或顆粒

凝集法（Particle Agglutination Method，簡稱 PA）。 

(2) 抗原/抗體複合型檢測（HIV antibody and antigen combination 

assay）。 

(3) 快速檢測法（Rapid test）：檢測結果為陽性時仍需進行酵素免

疫分析法（EIA）或顆粒凝集法（PA）或抗原/抗體複合型檢

測。（流程詳見〔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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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快速檢測法檢驗流程圖 

快速檢測
(Rapid test)

EIA/PA或
抗原/抗體複合檢驗

進行確認
檢驗※註

發初篩陰性
報告

結案

發初篩陽性
報告

(＋)

註：1.如無法再次抽血，則可以前次初步篩檢之檢體逕行確認檢驗。

        2.依選取之初篩檢驗方式，依圖2-3或圖2-4進行確認檢驗。

(－)

(＋)(－)

 

 

2. 確認檢驗之方法： 

經初步檢驗陽性者，如可行，請再次核對受檢者身分再抽一次血

液進行確認檢驗，如無法再次採檢，則可使用前次初步篩檢時之檢

體，逕行確認檢驗。確認檢驗之檢驗方式應視初步檢驗之檢驗方式及

檢驗對象情形，選擇適當之確認檢驗，初步篩檢陽性後，確認檢驗流

程如〔圖 2-3、2-4〕，常用之確認檢驗方式如下： 

(1) 西方墨點法檢驗（Western Blot Test，簡稱 WB）：以快速檢測

法、酵素免疫分析法（EIA）或顆粒凝集法（PA）及抗原/抗

體複合型檢測之初步篩檢陽性時，確認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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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Nucleic Acid Testing，簡稱 NAT）： 

A. 除血品檢驗等特定情形外，在考量檢驗成本及資源有效運

用之前提，宜用於初步篩檢為陽性，且為年齡小於 18 個月

以下個案、臨床上經專業判斷，高度懷疑為高危險群或孕

婦等對象，確認檢驗使用。 

B. 對於初步篩檢採抗原/抗體複合型檢測之醫事機構，若無法

執行 p24 抗原檢測時，且西方墨點法抗體檢驗為陰性或未

確認時，需再進行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確認。 

(3) p24 抗原檢測，且進行中和試驗（Neutralization test，NT）：

適用於初步篩檢使用抗原/抗體複合型檢測（HIV antibody and 

antigen combination assay）檢測陽性，其確認檢驗，應先進行

西方墨點法進行抗體確認，若西方墨點法檢測陰性或未確

定，應繼續進行 p24 抗原檢測，若 p24 抗原檢測為陽性，則

再執行中和試驗。 

註：該項確認檢驗方式，需由執行檢驗之醫事機構自行處理檢驗費用。 

3. 對於經臨床專業判斷，高度懷疑為高危險族群之對象，得未經初

步篩檢程序或不受初步篩檢為陽性之前提，逕行分子生物學核酸

檢測，若為陽性並依法通報。 

（三）檢驗單位：疾管署認可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認可單位，請參看疾

管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通報與檢驗/檢驗資訊/

認可傳染病檢驗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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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EIA/PA 抗體篩檢陽性之確認檢驗流程圖 

西方墨點法

（WB)※註1

發陰性報告

3個月後
再採檢

(－) (＋)未確定

EIA/PA抗體
篩檢陽性

發未確定
報告※註2

發陽性報告

依法進行
通報

註：1.如無法再次抽血，則可以前次初步篩檢之檢體逕行確認檢驗。
2.臨床上經專業判斷，高度懷疑感染愛滋病毒之高危險族群或孕婦等個案，可進行NAT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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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抗原/抗體初篩陽性之確認檢驗流程圖 

抗原檢測

(P24)※註2

西方墨點法

（WB)※註1

抗原/抗體
初篩陽性

發陽性報告

依法進行

通報

(＋)

(＋)

(＋)

註1：如無法再次抽血，則可以前次初步篩檢之檢體逕行確認檢驗。

    2：臨床上經專業判斷，高度懷疑感染愛滋病毒之高危險族群或孕婦等個案，可進行NAT檢測。

發陰性報告中和試驗
(NT)

(－)

發陽性報告

依法進行
通報

發陰性報告

(－)

可執行P24

檢驗者

無法執行P24

檢驗者

核酸檢測
((NAT)

(＋)

發陰性報告

(－)

發陽性報告

依法進行
通報

(－)或(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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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愛滋病毒感染檢體採集及運送檢體標準操作程序： 

1. 檢體種類：全血或血漿（EDTA 管）。 

2. 檢體條件：成人需採集全血 5-10ml，新生兒及幼童可採全血 3-5ml。 

3. 操作材料：試管、針筒、針頭、止血帶、棉花球、70%酒精。 

4. 操作步驟： 

(1) 確認受檢者身分，避免檢體錯置，並解釋要為他做的事。 

(2) 將所有試管標籤，註明受檢者姓名、病歷號碼及採血時間；

請受檢者說出他的全名及相關數據，以核對與標籤是否相符。 

(3) 採血完畢針頭不可再套回原保護套，以避免針扎。並且緩慢

將足量血液注入含抗凝劑 EDTA 的真空採血管中，不可注入

空氣。 

(4) 若有離心設備者請操作〔表 2-1〕的步驟；反之，則繼續下項

步驟送驗。 

(5) 將檢體置於冰箱冷藏，溫度控制於 2-8℃，並儘速送到實驗室

處理。 

 

表 2-1：離心設備操作步驟 

 

※以 800-1000xg 離心力，離心 10 分鐘。 

※以無菌吸管，將離心後之上清液取出，轉置於有蓋之

檢體小瓶中，旋緊瓶蓋。 

※檢體小瓶上，以標籤註記受檢者之姓名、病歷號碼及

採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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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採檢應注意事項： 

(1) 保護裝備（防護衣、手套、平光眼鏡、口罩）。 

(2) 針筒不要回套。 

(3) 預防操作程序所造成之生物性飛沫。 

(4) 使用正確的容器。 

(5) 工作檯以 1%漂白水消毒。 

(6) 污染區以 10%漂白水消毒。 

6. 尖銳物扎傷處理流程：詳見〔附錄 2-2〕。 

（五）運送檢體注意事項： 

※請依以下步驟確認後寄出檢體： 

1. 填寫愛滋病毒感染檢體送驗單。 

2. 確認檢體標示無誤，避免檢體錯置的機會。 

3. 以雙層夾鏈袋密封。 

4. 檢體連同送驗單送驗，放置時應避免擠壓毀損。 

5. 聯絡衛生局（所）。 

6. 檢體處理與包裝程序：詳見〔圖 2-5 至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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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填寫送驗單、確認檢體標示無誤，並準備 2 個夾鏈袋 

 

 

 

圖 2-6：將檢體放入內層夾鏈袋密封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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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將送驗單放入外層夾鏈袋 

 

 

 

圖 2-8：將裝有檢體的內層夾鏈袋放入外層夾鏈袋並密封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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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將保冷劑放置於檢體運送箱中 

 

 

 

圖 2-10：將檢體連同送驗單置入運送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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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檢體運送箱確認封妥（溫度控制於 2-8℃） 

 

 

三、篩檢對象與流程 

（一）篩檢對象 

1. 公告及有必要篩檢對象： 

依據衛生署 97 年 1 月 18 日署授疾字第 0970000016 號公

告「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必要者」〔附錄 2-3〕及本條例

第 11 條： 

(1) 意圖營利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及相對人（從事性交

易服務者、嫖客）、毒品施用或販賣者。 

(2) 查獲三人以上（含三人）有吸食毒品之藥物濫用性派對參加

者。 

(3) 矯正機關收容人。 

(4) 性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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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役男。 

(6) 義務役、預備軍官及預備士官、常備兵。 

(7) 嬰兒其生母查無孕期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報告或診治醫師

認為有檢查必要者。 

(8) 捐血者篩檢（本條例第 11 條）。 

2. 自願篩檢對象 

(1) 參與匿名篩檢者。 

(2) 社區藥癮者。 

(3) 孕婦。 

上述公告篩檢對象之愛滋病毒感染諮詢檢驗流程，請參照

〔圖 2-12〕；嬰兒其生母查無孕期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報告或

診治醫師認為有檢查必要者，請參照〔圖 2-13〕。 



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貳、諮詢及檢驗－ 49 

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進行諮詢衛教， 
徵得受檢者同意 

初步篩檢 

同意 

轉知所在地衛生局 ， 依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 

例第 23 條處以罰鍰 

 

不同意 

再次 徵得受檢者同意 
同意 

不同意 

確認檢驗 

陽性 

陰性 

陰性 

陽性 

未確定  
 

篩檢對象 

1 . 篩檢後諮詢並 
告知檢驗結果 

2 . 若處於空窗期 
應間隔 3 個月 
再次追蹤採血 

篩檢後諮詢並 
告知檢驗結果 

1 . 篩檢後諮詢並 告知檢驗結果 
    2 . 依法 通報 
    3 . 個 案 追蹤管理 
    4 . 轉介指定醫院就醫 

 1. 篩檢後諮詢並 告知檢驗結果 

 2. 應間隔 3 個月 再次追蹤採血 

衛生局必要時， 得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 按次處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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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及有必要篩檢對象之篩檢流程詳述如下： 

1. 意圖營利與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及相對人（從事性交易 服務者、嫖

客）、毒品施用或販賣者 

(1) 篩檢對象：警方查獲從事性交易服務者及其顧客、毒品施用或販賣者。 

(2) 執行單位：各縣市警察局及衛生局（所）、合格檢驗機構。 

(3) 執行方法： 

A. 警察局進行色情行業臨檢，或查緝暗娼、嫖客及牛郎時，如查獲從

事性交易服務者、嫖客時，由警察局通知當地衛生局（所）人員前

往指定地點，由衛生局（所）人員進行採檢及辦理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及其他性病防治講習，講習辦法詳見〔附錄 2-4〕。 

B. 篩檢前必須徵得受檢者的同意，同意形式不拘，採書面方式或口頭

形式均可，在取得受檢者同意後進行採血工作，篩檢諮詢建議詳見

〔附錄 2-5〕，不同意檢驗者依本條例第 15 條及第 23 條處理。 

C. 衛生局（所）人員應確實執行後續採檢工作，必要時可由醫療院所

或合格之檢驗機構代為進行採檢工作，倘未能於第一時間至警察局

指定地點進行採檢，應通知篩檢對象（得請當地警察機關協助）於

時限內至指定地點進行補採檢；若有執行上之困難，應隨時於各縣

市政府跨局處愛滋防治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上進行協調與溝通。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 

A. 採血後之 HIV 篩檢、確認檢驗及相關注意事項，詳見本章HIV 檢驗

作業。 

B. 確認檢驗可送疾管署研檢中心中區實驗室（位於本署中區管制中

心）或其他 WB 合格檢驗單位（詳見疾管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傳染病介紹 /疾病介紹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1917&CtUnit=2004&BaseDSD=7&mp=1
http://www.cdc.gov.tw/sp.asp?xdurl=disease/disease_content.asp&id=798&mp=1&ctnode=1498#4
http://www.cdc.gov.tw/
http://www.cdc.gov.tw/disease.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dec84a2f0c6fac5b
http://www.cdc.gov.tw/diseaseinfo.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dec84a2f0c6fac5b&tid=0D62EE0F6D4EBF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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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感染/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愛滋病）），逕送後者檢驗者，

檢驗費用由衛生局（所）負擔。 

2. 查獲 3 人（含）以上有吸食毒品之藥物濫用性派對參加者 

(1) 篩檢對象：警方查獲 3 人以上（含 3 人）有吸食毒品之藥物濫用性派對

參加者。 

(2) 執行單位：各縣市警察局。 

(3) 執行方法： 

A. 由警察局通知當地衛生局（所）人員前往進行採血作業，並辦理人

類免疫缺乏病毒及其他性病防治講習，如〔附錄 2-5〕。 

B. 篩檢前必須徵得受檢者的同意，同意形式不拘，採書面方式或口頭

形式均可，在取得受檢者同意後進行採血工作，篩檢諮詢建議詳見

〔附錄 2-5〕，不同意檢驗者依本條例第 15 條及第 23 條處理。 

C. 若因尚未確定其為毒品施打或吸食者，應說明、勸說並徵得受檢者

的同意後，予以抽血檢驗 HIV。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 

A. 接獲警察局通知採血之當地衛生局（所）人員應予配合，不應以任

何理由拒絕採血。若有執行上之困難，應隨時於各縣市政府跨局處

愛滋防治委員會或工作小組上進行協調與溝通。 

B. 採血後之 HIV 篩檢、確認檢驗及相關注意事項，詳見本章HIV 檢驗

作業。 

3. 矯正機關收容人 

(1) 篩檢對象：矯正機關收容人。 

(2) 執行單位：法務部各監所、各縣市衛生局（所）。 

http://www.cdc.gov.tw/diseaseinfo.aspx?treeid=8d54c504e820735b&nowtreeid=dec84a2f0c6fac5b&tid=0D62EE0F6D4EBF8C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lp?ctNode=11917&CtUnit=2004&BaseDSD=7&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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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方法： 

A. 法務部矯正機關收容人，由法務部各監所委託醫事服務機構（包括

檢驗所）或當地衛生局（所）人員進行採血檢驗 HIV 工作（包括新

收容人篩檢和年度全面篩檢）。 

B. 篩檢前必須徵得受檢者的同意，同意形式不拘，採書面方式或口頭

形式均可，在取得受檢者同意後進行採血工作，篩檢諮詢建議詳見

〔附錄 2-5〕，不同意檢驗者依本條例第 15 條及第 23 條處理。 

C. 採集後之血液檢體應送 EIA/PA 合格檢驗單位進行檢驗。篩檢陽性

者，可再次採集血液，將檢體送 WB 合格檢驗單位進行確認檢驗，

詳見本章HIV 檢驗作業。當 EIA/PA 初篩陽性時，請確實核對受檢

者身分，再次採集檢體送驗。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 

A. 進行團體大規模抽血時，應避免檢體錯置之問題產生，提高檢驗之

正確性。 

B. 前項檢驗費用依本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規定，由法務部編列之。 

4. 性病患者 

(1) 篩檢對象：性病患者。 

(2) 執行單位：具有診治性病病患相關科別之一般醫療院所。 

(3) 執行方法： 

A. 經診斷為性病患者，由醫護人員給予篩檢前衛教和諮詢，說明 HIV

檢驗對其重要性及益處。 

B. 篩檢前必須徵得受檢者的同意，同意形式不拘，採書面方式或口頭

形式均可，在取得受檢者同意後進行採血工作，篩檢諮詢建議詳見

http://www.moj.gov.tw/ct.asp?xItem=91054&ctNode=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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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不同意檢驗者依本條例第 15 條及第 23 條處理。 

C. 由醫護人員執行 HIV 抽血採檢服務。 

D. 採血後之 HIV 篩檢、確認檢驗及相關注意事項，詳見本章HIV 檢驗

作業。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 

A. 性病病患全面篩檢愛滋病毒檢驗費用由本署支付。 

B. 各縣市衛生局應積極輔導轄區醫療院所提供性病病患之愛滋諮詢

及篩檢服務。 

5. 役男 

(1) 篩檢對象：依據「役政法」，縣政府兵役課每年 4 月針對滿 18 歲男性進

行兵籍調查，若選擇就學，則於其畢業前（約為每年的 3 至 6 月）辦理

兵役體檢，若不就學者，則於當年 7 月至 10 月進行兵役體檢。 

(2) 執行單位： 內政部役政署、各縣市政府徵兵檢查委員會。 

(3) 執行方法： 

A. 篩檢前必須徵得受檢者的同意，同意形式不拘，採書面方式或口頭

形式均可，在取得受檢者同意後進行採血工作，篩檢諮詢建議詳見

〔附錄 2-5〕，不同意檢驗者依本條例第 15 條及第 23 條處理。 

B. 準役男至役男體檢指定醫院體檢，其中初篩陽性時，則再至役男複

檢指定醫院進行確認檢驗。經確診為陽性個案應先進行傳染病通

報，並將個案轉介至愛滋病指定醫院進行追蹤及治療。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 

A. 役 男 體 檢 醫 院 與 役 男 複 檢 醫 院 名 單 ， 詳 見 役 政 署 網 站

http://www.cdc.gov.tw/sp.asp?xdurl=disease/disease_content.asp&id=798&mp=1&ctnode=1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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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a.gov.tw/）。 

B. 衛生局接獲陽性個案通報名單，應以密件處理，並協助辦理除役程

序。 

6. 義務役、預備軍官及預備士官、常備兵 

(1) 篩檢對象：義務役、預備軍官及預備士官、常備兵。 

(2) 執行單位：國防部。 

(3) 執行方法： 初篩陽性時，則再進行確認檢驗。經確診為陽性個案應先

進行傳染病通報，並將個案轉介至指定醫院進行追蹤及治療。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無。 

7. 嬰兒其生母查無孕期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報告或診治醫師認為有檢查

必要者 

(1) 篩檢對象：嬰兒其生母查無孕期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報告或診治醫師

認為有檢查必要者。 

(2) 執行單位：收治該新生兒之醫療院所。 

(3) 執行方法： 

A. 檢體來源： 

(A) 臍帶血：由產房醫護人員於產婦第 3 產程時，胎盤娩出母體之

前或之後採集臍帶血。 

(B) 腳跟血：如無法及時採集臍帶血者，則採集新生兒腳跟血，並

最好於出生 4-6 小時內，由醫護人員進行快速篩檢檢測。 

B. 新生兒快速篩檢結果呈陽性者： 

(A) 一般婦產科醫療院所：請立即通知當地衛生局，經衛生局協助

http://www.nca.gov.tw/
http://www.mnd.gov.tw/
http://www.cdc.gov.tw/sp.asp?xdurl=disease/disease_content.asp&id=798&mp=1&ctnode=1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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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產婦及其新生兒轉介至愛滋病指定醫院，俾利後續照護治

療。 

(B) 愛滋病指定醫院：新生兒出生 6-12 小時內，應予預防性投藥

治療，以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C. 複檢送驗： 

(A) 快速篩檢結果呈陽性者，應立即採集新生兒全血 3-5ml，由合

格檢驗機構或送疾管署研檢中心進行初篩檢驗，初篩檢驗呈陽

性者，應進行 NAT 檢測，檢體送驗單如〔附錄 2-6〕。 

(B) NAT 檢測呈陽性，依法通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NAT 檢

測若呈陰性，表示為疑似愛滋寶寶，需持續預防性投藥，原則

為 6 週。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3〕：新生兒愛滋篩檢作業流程圖。 

(5) 其他注意事項： 

A. 為有效預防新生兒感染，嬰兒其生母查無孕期 HIV 檢查報告或診治

醫師認為有檢查必要者，須提供新生兒 HIV 快速篩檢，及時提供預

防性投藥。 

B. 若該新生兒為棄嬰查無生母，為保障其健康權益及爭取有效預防性

投藥時間，得由醫療院所之醫事人員逕行評估後，提供 HIV 檢查，

以及時提供預防性投藥。 

C. 非為棄嬰或無依之嬰兒，其 HIV 檢查同意程序得經其法定代理人或

其親屬同意後進行篩檢。新生兒愛滋篩檢同意書，詳見〔附錄 2-7〕。 

http://www.cdc.gov.tw/sp.asp?xdurl=disease/disease_content.asp&id=798&mp=1&ctnode=1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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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新生兒愛滋篩檢作業流程圖 

 

 

  

 

 

 

 

註：1.分子生物學核酸檢測(NAT)呈陽性，依法通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HIV 感染) 

2.新生兒初篩檢驗為陽性，但 NAT 為陰性者，需考量是否為偽陰性或生母為高危險行

為者(可能正處於急性感染期)，建議可轉介小兒感染科醫師仔細評估。 

3.考量新生兒採血困難，建議優先評估其生母感染情形，以做為醫生判斷新生兒是否繼

續用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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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疑似愛滋病寶寶篩檢作業流程」追蹤管
理，按不同時間點進行抗原檢驗 

1. 新生兒於 6-12 小時內開始預防性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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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院所、助產所發現下列產婦 
1. 病歷或孕婦健康手冊查無孕期愛滋病毒檢查報告者之新生兒 
2. 診治醫師認為有檢查必要者(例如藥癮者、無法確認生父者等)之新生兒 

對產婦進行諮詢衛教並徵得篩檢同意 

第三產程採集臍帶血 
或出生 4-6 小時內採集新生兒腳跟血 

以臍帶血或腳跟血 
進行新生兒愛滋病毒抗體快速篩檢 

新生兒 產婦 

依愛滋病防治 
工作手冊追蹤管理 

進行初篩檢驗 

NAT 檢測 

新生兒應立即 
停止預防性用藥 

陰性 

確認通報感染(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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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捐血者篩檢 

(1) 篩檢對象：所有捐血者之血袋。 

(2) 執行單位：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以下簡稱台灣血液基金會）

及該會所屬捐血中心。 

(3) 執行方法：捐血中心針對所有捐血血袋，進行 NAT/EIA 篩檢愛滋病毒，

檢驗工作由捐血中心進行。NAT/EIA 篩檢為陽性時，即進行 WB 確認

檢驗。發現陽性個案，由各捐血中心依通報辦法進行傳染病通報。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 

A. 依據本條例〔附錄 2-1〕第 11 條規定，採集血液供他人輸用，應事

先實施愛滋病毒有關檢驗。 

B. NAT/EIA 篩檢陽性之血袋，無論 WB 檢驗結果如何，一律銷毀不使

用。  

C. 各捐血中心不將檢驗結果告知捐血者。 

 

自願篩檢對象詳述如下：  

1. 參與匿名篩檢者 

(1) 篩檢對象：不願以真實姓名進行篩檢者。 

(2) 執行單位：匿名篩檢醫院或各縣市衛生局（所）。 

(3) 執行方法： 

A. 服務人員提供衛教諮詢，篩檢前必須徵得受檢者口頭或書面的同

意。 

B. 由服務工作人員執行 HIV 抽血採檢服務，及填寫免費篩檢諮詢服務

問卷，並與受檢者約定回院看報告的方式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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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採血後之 HIV 篩檢及確認檢驗，詳見本章 HIV 檢驗作業。前項篩

檢結果為陰性者，鑒於感染者可能在空窗期，告知受檢者 3-6 個月

後再次篩檢。 

D. 前項篩檢結果呈未確定反應者，請受檢者於 3 個月後再次抽血檢驗。 

E. 前項篩檢結果陽性者，不得以書面或電話方式告知檢驗結果，並協

助受檢者轉介至該院或其他愛滋病指定醫院感染科門診進行追蹤

及治療。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匿名篩檢醫院名單，請連結疾管署網站查詢

http://www.cdc.gov.tw/。 

2. 社區藥癮者 

(1) 篩檢對象：注射藥癮者。 

(2) 執行單位：各縣市衛生局（所）、匿篩指定醫院及 HIV 抗體篩檢能力試

驗合格之醫事檢驗所。 

(3) 執行方法： 

A. 由各縣市衛生局印製篩檢票券，為「免費 HIV 抗體檢測」專用。 

B. 愛滋衛教諮詢服務站、民間團體以及同儕者針對篩檢對象，進行篩

檢服務之宣導，並提供有編碼的篩檢票券，轉介個案至檢驗服務點

執行 HIV 抗體檢測。 

C. 檢驗服務點需提供持券篩檢對象下列服務： 

(A) 篩檢前（後）諮詢、收集個人基本資料及問卷、抽血，及發放

具名個案採血營養費。 

(B) 篩檢前諮詢時應確實了解其注射行為，並查驗個案有照證件，

如身分證或駕照或健保卡。 

http://www.cd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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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同一篩檢對象每間隔半年得重新篩檢乙次。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無。 

3. 孕婦 

(1) 篩檢對象：居住於我國境內之孕婦。 

(2) 執行單位：全國各婦產科醫療院所、各縣市衛生局（所）。 

(3) 執行方法： 

A. 孕婦至醫療院所產檢，醫護人員給予篩檢前衛教和諮詢，說明 HIV

檢驗對孕婦和胎兒的重要性及其益處。 

B. 篩檢前必須徵得孕婦的同意，無論是否接受篩檢，不損及產前照護

的品質。 

C. 執行 HIV 抽血採檢服務。 

D. 檢體送驗進行初篩檢驗。 

E. 初篩為陽性個案，應進行 WB 確認檢驗。 

F. 確認檢驗呈未確定反應者，應於下次產檢或 1 個月後再次抽血檢

驗。若再次呈未確定反應者，建議自費接受核酸檢測。 

G. 若確診為陽性個案應先進行傳染病通報，醫療院所告知個案檢驗結

果時須會同衛生局（所）人員，並將個案轉介至愛滋病指定醫院進

行追蹤及治療。 

(4) 作業流程圖，詳見〔圖 2-12〕：HIV 諮詢檢驗流程。 

(5) 其他注意事項： 

A. 孕期期間提供 HIV 篩檢乙次，建議於第 1 孕期第 1 次產檢時執行，

以利 HIV 孕婦後續各種治療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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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感染高風險的孕婦（如有性病病史、從事性交易、使用非法藥物、

懷孕期間仍多重性伴侶、孕婦的性伴侶是 HIV 感染者或有高危險行

為），由婦產科醫師評估需再次檢查 HIV 檢驗者，請透過衛生局免

費檢驗管道進行篩檢，並建議於第 3 孕期再加作 1 次檢驗。 

(6) 孕婦愛滋快速篩檢 

A. 篩檢對象：無法確知是否感染 HIV 及疑似高危險群之臨產婦。 

B. 執行方法： 

(A) 篩檢前必須徵得孕婦口頭或書面的同意。 

(B) 執行愛滋病毒感染快速篩檢，快速篩檢試劑由疾管署免費提

供。 

(C ) 進行快速篩檢時應同步抽血進行初篩檢驗。 

(D) 快速篩檢呈陽性且尚無產兆者，應即將個案轉送愛滋病指定醫

院進行後續處理；已有產兆者，請電洽本署 24 小時免付費疫

情通報及關懷專線 1922 進行通報並領用母子垂直感染預防用

藥，產婦於原婦產科進行剖腹生產，嬰兒出生後轉介愛滋病指

定醫院治療。 

(E ) 孕婦愛滋快速篩檢標準作業流程，見〔圖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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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孕婦愛滋快速篩檢標準作業流程 

 

徵詢孕婦篩檢意願 
拒絕 

同意 

同步 
抽血進行初篩檢驗 

進行 快速篩檢 
( 操作程序如附件 ) 

判讀快篩結果 

是否有產兆 

有產兆 

陽性 

無產兆 

判讀初篩結果 

陰性應追蹤抽血結果 

陽性 

陰性 

無法確知是否感染愛滋病毒 
及疑似高危險群之臨產婦 

持續鼓勵接受篩檢 

同時進行 

告知 
檢驗結果 

● 初篩陽性應進行西方墨點 
法(W.B.) 確認檢驗 

● 確診陽性個案 請依規定進 
行傳染病通報 

● 轉介指定醫院剖腹生產 
● 產婦於產程中投與 

Zidovudine  靜脈注射劑 
● 嬰兒 出生後 6 - 12 小時內給 
予預防性投藥 

● 原婦產科剖腹生產 
● 產婦於產程中投 與 

Zidovudine  靜脈注射劑 
● 嬰兒 出生後轉介愛滋病 
指定醫院治療 

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