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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麼是愛滋病？
愛滋病是從英文AIDS音譯而來，就是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它是感染到愛滋病毒，

即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初期感染無發病時稱為HIV

感染，到後期免疫力缺乏，發病出現各種症狀時稱為AIDS，即愛滋病。

愛滋病的傳染途徑有(1)性行為傳染：沒有採取保護措施的性行為，包括肛交、陰

交、口交。(2)血液傳染：輸進被愛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葯癮者共用針筒、針頭、施打稀

釋液等毒品。(3)母子垂直感染：愛滋病毒會透過懷孕母親或餵母乳而傳染給嬰兒。愛滋

病不會因日常社交生活如握手、共餐、上班、上課、游泳、共用電話、馬桶或蚊子叮咬而

傳染。

感染愛滋病毒後，通常不會立刻發病，約經5年、10年或更久才發病，症狀亦無固

定，當愛滋病毒入侵，破壞免疫系統造成免疫功能降低或喪失，很容易感染各種疾病，出

現各種不同症狀，目前雖有研發多種治療愛滋病的葯物，然僅能抑制及延緩發病，延長壽

命尚無法根治。愛滋病的傳染途徑很清楚，是可預防的，安全的性行為是最重要的。

二、什麼是愛滋病毒？
愛滋病毒是感染愛滋病的病毒，又稱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是屬於反轉錄病毒的一種，此種病毒專門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導致免疫

力減弱甚至喪失。在正常情況下，人體的免疫系統可以對抗很多入侵的病菌，使之不致

於受到感染。一旦免疫系統被愛滋病毒破壞，就會喪失護衛的能力而感染到各種疾病，

甚至一些正常情況下不該感染的疾病也會伺機感染如肺囊蟲肺炎、巨細胞病毒感染。

愛滋病毒必須進入活體細胞才能維持其「整合、複製、釋出」的生活史，也就是只能

在血液和體液中活的細胞中生存，不能在空氣中、水中、食物中存活。因其只能存活在某

些體液中如血液、精液、陰道分泌液、乳汁、唾液或傷口分泌液，在體外環境中極不穩

定，因此愛滋病毒的主要傳播途徑是不安全的性行為，靜脈注射、輸血、分娩、哺乳等，

而日常生活工作、上課、一起用餐、共乘車輛、共用便器⋯等均不會傳染。

愛滋病毒，持續演化及多變性是可怕的，但其在體外是脆弱，不耐高溫乾燥，一般的

酒精肥皂、消毒液均可消滅它，瞭解其病毒特性，可避免被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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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什麼是梅毒？ 
梅毒是一種最古老而嚴重的性傳染疾病，它的致病原是梅毒螺旋體，是種細菌，它

主要是經由性行為或類似性行為時，梅毒螺旋體經由皮膚或粘膜侵入，如性交(陰交、

肛交、口交)、接吻，其他如輸血，母子垂直傳染及意外刺傷血液接觸，也可能傳染。

 感染梅毒的細菌-梅毒螺旋體，本身不耐高溫、乾燥，離開人體後，很快死亡。梅

毒螺旋體侵入人體的粘膜或皮膚，約經二、四週，在接觸部位可能發生無痛性潰瘍，稱

為「硬性下疳」，這也就是梅毒初期症狀，為原發期梅毒，此時驗血，梅毒血清可能仍

呈陰性反應，硬性下疳不予治療，也會自行消失，但非病已痊癒，而是進入第二期梅

毒，全身性常見的症狀，為不痛不癢皮膚疹(玫瑰疹)、扁平濕疣、淋巴腺腫大、掉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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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此期驗血呈100%陽性反應。有一部份人自始就無症狀，

驗血才發現梅毒血清呈陽性反應，即所謂隱性梅毒，隱性梅毒亦

具傳染力。

早期梅毒傳染力較強，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驗血是最好的

檢測。梅毒若不治療，有一部份會走向三期梅毒、晚期梅毒、神

經性梅毒，侵犯腦部、心臟及其他內臟。孕婦感染梅毒不治療會

經胎盤傳染給胎兒，引起流產、死產或先天性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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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什麼是淋病？ 
淋病是常見的性傳染病，藉由性行為相互傳染，與患有淋

病的人發生性行為或類似性行為而傳染。淋病的致病原是淋病

雙球菌。懷孕的母親若感染淋病，生產時，淋病雙球菌可經由

產道使新生兒眼睛受到感染，引起淋菌性結膜炎，嚴重可能導

致失明。

男性感染到淋病雙球菌，其症狀較明顯，快則隔天，慢則1

週，症狀有尿道灼熱、流膿、小便刺痛、排尿困難，如治療不

當或未治療常併發前列腺炎、副睪丸炎、尿道狹窄、及其他合

併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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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感染淋病雙球菌，大部分在子宮頸引起炎症反應，分泌物增多，但多數無明顯

症狀。若未積極治療，致使造成骨盤腔內發炎，子宮外孕，卵巢炎、輸卵管炎、輸卵

管阻塞、不孕症及其他嚴重後果。

淋病的檢查，男性可取尿道分泌物做塗片檢查及淋菌培養，女性因大部分無症

狀，可取陰道分泌物做淋菌培養。淋病是可治癒的，但無免疫，有再感染的機會。感

染淋病亦可能同時感染其他性病，應一併檢查是否感染梅毒、愛滋病，接觸者也應接

受追蹤檢查及治療，以免造成乒乓式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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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什麼是披衣菌尿道炎？
尿道感染發炎的致病原很多，由淋病雙球菌引起的尿道炎稱為淋菌性尿道炎，也

就是淋病。淋菌性尿道炎以外，統稱為非淋菌性尿道炎(NGU)，非淋菌性尿道炎中，

50%以上是由披衣菌感染引起的，其潛伏期約7-14天，甚至長達6星期以上。

披衣菌是存活在人體細胞，可經由陰交、肛交、口交等性行為傳染，也可由感染

的母親，生產時傳染給嬰兒。感染披衣菌的男性，自覺排尿時有搔癢感、灼熱感、微

痛、部份有白色或淡色分泌液，10-20%無症狀，未治療或治療不完全可能併發攝護腺

炎、副睪丸炎，尿道狹窄⋯等。

女性症狀則陰道分泌物多，小便灼熱感、頻尿、陰部悶痛，小腹發痛，50-70%無

症狀。無治療或未治癒可能併發骨盤腔內發炎、不孕症，如懷孕期間感染，可能引發

流產、早產、死胎⋯等併發症。

披衣菌感染是可治癒的，應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性伴侶一併治療才會根治，不

致於造成乒乓式傳染。

六、什麼是菜花？
菜花即尖形濕疣，是感染上人類乳頭狀病毒(HPV)，這種「疣」的外型有許多顆粒

突起，愈大愈明顯，形似「菜花」，這種病毒的散佈力很強，特別是在陰濕、溫暖、

潮濕的環境，所以除了性交行為傳染外，自體擴散也很快。

性行為傳染是主要傳染方式，潛伏期約2週至2個月，亦可長達6個月以上才發病，

在初期全無症狀，不痛、不癢、不潰爛、不分泌，只是疣狀物愈長愈大、愈長愈多。

若長在特殊部位或體積太大時就可能受外傷而出血，尤其女性如長在陰道內，則易因

性交行為而出血，男性因手淫而出血，如長在尿道內造成排尿困難、阻塞尿路伴隨著

二度感染，則有臭味。

菜花的致病原是人類乳頭狀病毒，病毒感染不容易根治，僅能將其長出的疣狀物

去除，如局部塗抹葯物、切除或電燒、冷凍療法、雷射治療⋯等。

七、什麼是陰蝨？
陰蝨是寄生於陰部有毛的部位的一種寄生蟲，外觀有兩隻觸角及六隻腳，蟲身呈

扁圓形有如頭蝨，俗稱「八腳」，以吸取宿主的血液為生。可經由陰部親密性接觸而

傳染，所以是性傳染病之一。

感染到陰蝨的主要症狀是癢，陰毛部位癢、陰蝨咬傷、叮咬吸血部位產生出血

點，造成內褲有咖啡色斑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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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除陰毛，將陰部毛髮刮乾淨及清除乾淨，讓其無寄生之處，並把成蟲及蟲卵均

去除掉是最有效的治療，同時接觸過的衣服床單被套用開水燙過再洗滌，不必丟棄可

繼續使用。

八、什麼是生殖器疱疹？
生殖器疱疹是感染第二型單純疱疹病毒而引起，單純疱疹病毒主要分兩型，第一

型屬口腔型，大都出現在人體上半身如口唇、口腔、眼部及顏面，第二型屬生殖器

型，主要出現在男女生殖器部位，男性如龜頭、冠狀溝、包皮、陰莖、陰囊、肛門周

圍、直腸；女性如陰唇、陰蒂、陰阜、子宮頸、肛門周圍、直腸，也有因口交出現在

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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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器疱疹病毒主要經由性行為或類似性行為傳染。病毒

侵犯皮膚、粘膜，發生單一或群集小水疱，會癢痛，小水疱、

破裂、潰瘍、結痂、癒合，病程約三週，症狀消失看似病癒，

然病毒隱藏在體內神經節，成為隱性期，伺機復發。第一次感

染為原發期，症狀較嚴重、明顯且病程較長，復發疱疹症狀較

輕，病程較短，反反覆覆，不容易根治，目前雖有抗疱疹病毒

葯物供治療，但僅能減輕症狀及縮短病程。

生殖器疱疹復發的誘因主要有(1)身體免疫力降低 (2)情緒

緊張 (3)壓力大 (4)熬夜 (5)刺激性食物 (6)月經 (7)其他。



性傳染病之治療及衛教

問答集

檢 查 篇

怡人診所  汪 威 達 醫師

一、在什麼情況下，我需要做性傳染病檢查?
當您或是您的性伴侶被懷疑可能染上性病，或是您或您的性伴侶曾有危險的性行為，

或是您或您伴侶的性器官有任何病灶時，皆須尋求醫師的幫助，需要進一步檢查

二、當我對性傳染病有疑問或需要諮詢時，我可以尋求那些管道或看那

一科？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輔導成立的「友善性病門診」與部分醫療院所的相關門診都可

以提供性病檢查，除此之外，為鼓勵未感染或已感染而未自知的易感性族群及其伴侶，接

受篩檢諮詢服務，疾病管制署並於全國設置「匿名篩檢醫院」，提供免費匿名愛滋病毒及

性病篩檢服務，相關詳細篩檢諮詢管道，可上該署全球資訊網（www.cdc.gov.tw）或撥打

國內免付費疫情通報及關懷專線1922洽詢。

但是千萬不可以透過捐血方式進行檢查，因為愛滋病毒感染的空窗期長短不一，不當

捐血造成別人感染愛滋病毒，需負法律刑責，民眾不可不知。

一、在什麼情況下，我需要做性傳染病檢查?
當您或是您的性伴侶被懷疑可能染上性病，或是您或您的性伴侶曾有危險的性行為，

或是您或您伴侶的性器官有任何病灶時，皆須尋求醫師的幫助，需要進一步檢查

二、當我對性傳染病有疑問或需要諮詢時，我可以尋求那些管道或看那

一科？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輔導成立的「友善性病門診」與部分醫療院所的相關門診都可

以提供性病檢查，除此之外，為鼓勵未感染或已感染而未自知的易感性族群及其伴侶，接

受篩檢諮詢服務，疾病管制署並於全國設置「匿名篩檢醫院」，提供免費匿名愛滋病毒及

性病篩檢服務，相關詳細篩檢諮詢管道，可上該署全球資訊網（www.cdc.gov.tw）或撥打

國內免付費疫情通報及關懷專線1922洽詢。

但是千萬不可以透過捐血方式進行檢查，因為愛滋病毒感染的空窗期長短不一，不當

捐血造成別人感染愛滋病毒，需負法律刑責，民眾不可不知。

三、我懷疑自己得到性病，想找醫生但覺得尷尬，又怕資

料外洩，怎麼辦？(匿名篩檢)
為鼓勵未感染或已感染而未自知的易感性族群及其伴侶，接受篩

檢諮詢服務，疾病管制署並於全國設置「匿名篩檢醫院」，提供免費

匿名愛滋病毒及性病篩檢服務，相關詳細篩檢諮詢管道，可上該署全

球資訊網（www.cdc.gov.tw）或撥打國內免付費疫情通報及關懷專線

1922洽詢。

三、我懷疑自己得到性病，想找醫生但覺得尷尬，又怕資

料外洩，怎麼辦？(匿名篩檢)
為鼓勵未感染或已感染而未自知的易感性族群及其伴侶，接受篩

檢諮詢服務，疾病管制署並於全國設置「匿名篩檢醫院」，提供免費

匿名愛滋病毒及性病篩檢服務，相關詳細篩檢諮詢管道，可上該署全

球資訊網（www.cdc.gov.tw）或撥打國內免付費疫情通報及關懷專線

1922洽詢。

四、若我患上性病，我的伴侶應一併接受檢查嗎 
性傳染病會於性伴侶之間傳播，性病不一定肉眼上可以見到病灶，所以當您染上性病

時，您的性伴侶絕對需要一併接受檢查。

若性伴侶得病但未接受治療，則可能再感染您。 

四、若我患上性病，我的伴侶應一併接受檢查嗎 
性傳染病會於性伴侶之間傳播，性病不一定肉眼上可以見到病灶，所以當您染上性病

時，您的性伴侶絕對需要一併接受檢查。

若性伴侶得病但未接受治療，則可能再感染您。 

** 疾病管制署「友善性傳染病門診」名單

** 疾病管制署 103 年網上匿名篩檢醫院名單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beac9c103df952c4&nowtreeid=62dda453867679d2&tid=7a8fd859ccc90ad8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info.aspx?treeid=BEAC9C103DF952C4&nowtreeid=8CFCD9975BC5720F&tid=046547EABDB97EF8


性傳染病之治療及衛教

問答集

治 療 篇

怡人診所  汪 威 達 醫師

一、檢查後發現自己得到性病了，我該如何配合治療？
一旦發現自己得到性病，首先在心理上不必過度擔心或憂慮，應該立即到相關醫療院

所就醫治療，避免再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或進行捐血，同時應該鼓勵自己的性伴侶也接受性

病檢查。千萬不要諱疾忌醫或自行使用藥物，以免延誤病情。

就醫時應坦白充分告知醫療人員相關病情，並與醫師討論如何進行後續的檢查、治療

與追蹤方式，以減少疾病對身體的危害，儘快讓自己恢復健康。在完成治療之前應確實禁

慾，以避免把性病傳染給別人。明知自己為有愛滋病毒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

行為，更會觸犯現有法令，不可不知。

一、檢查後發現自己得到性病了，我該如何配合治療？
一旦發現自己得到性病，首先在心理上不必過度擔心或憂慮，應該立即到相關醫療院

所就醫治療，避免再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或進行捐血，同時應該鼓勵自己的性伴侶也接受性

病檢查。千萬不要諱疾忌醫或自行使用藥物，以免延誤病情。

就醫時應坦白充分告知醫療人員相關病情，並與醫師討論如何進行後續的檢查、治療

與追蹤方式，以減少疾病對身體的危害，儘快讓自己恢復健康。在完成治療之前應確實禁

慾，以避免把性病傳染給別人。明知自己為有愛滋病毒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

行為，更會觸犯現有法令，不可不知。

二、性病可以完全治癒嗎？會有後遺症嗎？
目前根據美國疾病管制局的建議中，除病毒引起的性病

外，舉凡細菌、黴菌、及寄生蟲引起的性病，只要及早治

療，效果均接近100%。部分病毒引起的性病目前雖然仍無

法完全根治，但只要接受完整治療仍然可以將疾病適當控

制。

但若未能及早治療，則有可能會留下後遺症，讓人後悔

莫及。所以千萬不要諱疾忌醫，一定要及早就醫並接受正規

治療才可以增加治癒的機會，減少後遺症的發生。

二、性病可以完全治癒嗎？會有後遺症嗎？
目前根據美國疾病管制局的建議中，除病毒引起的性病

外，舉凡細菌、黴菌、及寄生蟲引起的性病，只要及早治

療，效果均接近100%。部分病毒引起的性病目前雖然仍無

法完全根治，但只要接受完整治療仍然可以將疾病適當控

制。

但若未能及早治療，則有可能會留下後遺症，讓人後悔

莫及。所以千萬不要諱疾忌醫，一定要及早就醫並接受正規

治療才可以增加治癒的機會，減少後遺症的發生。

三、為什麼有的人得到性病總是治不好？
除病毒引起的性病外，舉凡細菌、黴菌、及寄生蟲引起的性病，只要及早治療，大多

可以治癒。治不好的原因，有可能延誤治療，也有可能未能遵醫囑（未能完成整個療

程）；此外若性伴侶未接受治療，則可能反覆被感染。

三、為什麼有的人得到性病總是治不好？
除病毒引起的性病外，舉凡細菌、黴菌、及寄生蟲引起的性病，只要及早治療，大多

可以治癒。治不好的原因，有可能延誤治療，也有可能未能遵醫囑（未能完成整個療

程）；此外若性伴侶未接受治療，則可能反覆被感染。



性傳染病之治療及衛教

問答集

告 知 篇

聖馬爾定醫院皮膚科  何 官 倫 醫師

一、什麼是性伴侶感染風險告知？
 性伴侶感染風險告知是指確診感染愛滋病、梅

毒、淋病或其他性傳染病個案的性伴侶，能被告知具

有感染到性傳染病之風險，且接受相關的諮詢、檢驗

及治療。高風險族群如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嫖妓

者、從事性工作者、和有多個性伴侶者，更須特別留

意。透過性伴侶感染風險告知，能減少性傳染病的傳

播。要告知性伴侶，自己得到那一種性病，詢問性伴

侶是否有性病，因為性病是一種傳染病，由性接觸或

一、什麼是性伴侶感染風險告知？
 性伴侶感染風險告知是指確診感染愛滋病、梅

毒、淋病或其他性傳染病個案的性伴侶，能被告知具

有感染到性傳染病之風險，且接受相關的諮詢、檢驗

及治療。高風險族群如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嫖妓

者、從事性工作者、和有多個性伴侶者，更須特別留

意。透過性伴侶感染風險告知，能減少性傳染病的傳

播。要告知性伴侶，自己得到那一種性病，詢問性伴

侶是否有性病，因為性病是一種傳染病，由性接觸或

體液接觸，將性病原體傳給對方，使對方受感染。若知道自己有愛滋病感染而不告知性

伴侶，是犯罪行為，蓄意隱瞞，使對方感染性病，是要負刑法責任的。

二、我該如何告知伴侶或家人？
請用誠實溫和態度告知伴侶，告知時要儘量保持冷靜、自然，如果你顯得沮喪或驚

恐，容易讓對方以為事情比想像中嚴重。要使對方了解你目前所得到那種性病時間有多

久，有什麼症狀，如何去檢查和治療及目前病情結果，一一詳細告知對方，使對方了解

你所講一切。

你要誠心誠意說服伴侶去接受檢查，確認有否傳染到性病，你要使伴侶相信愈早治

療效果愈好，大部分的性傳染病都能夠治癒，若僅你自己單方面治療，則伴侶可能會繼

續感染，因此要使伴侶沒有恐懼接受你的建議。

對家人也要有同樣態度告知，要詳細告知家人什麼是性病，性傳染病的症狀和傳染

途徑，使家人了解，沒有恐懼之心。最重要告知家人，自己怎樣得到性病，除自己外，

家裡的人沒有被傳染到性病。

體液接觸，將性病原體傳給對方，使對方受感染。若知道自己有愛滋病感染而不告知性

伴侶，是犯罪行為，蓄意隱瞞，使對方感染性病，是要負刑法責任的。

二、我該如何告知伴侶或家人？
請用誠實溫和態度告知伴侶，告知時要儘量保持冷靜、自然，如果你顯得沮喪或驚

恐，容易讓對方以為事情比想像中嚴重。要使對方了解你目前所得到那種性病時間有多

久，有什麼症狀，如何去檢查和治療及目前病情結果，一一詳細告知對方，使對方了解

你所講一切。

你要誠心誠意說服伴侶去接受檢查，確認有否傳染到性病，你要使伴侶相信愈早治

療效果愈好，大部分的性傳染病都能夠治癒，若僅你自己單方面治療，則伴侶可能會繼

續感染，因此要使伴侶沒有恐懼接受你的建議。

對家人也要有同樣態度告知，要詳細告知家人什麼是性病，性傳染病的症狀和傳染

途徑，使家人了解，沒有恐懼之心。最重要告知家人，自己怎樣得到性病，除自己外，

家裡的人沒有被傳染到性病。



性傳染病之治療及衛教

問答集

Taiw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Medicine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100懷寧街九十二號四樓    
電話：（02）2331-0774      傳真：（02）2383-2844   
http：//www.tafm.org.tw 
 

告 知 篇

三、告知前或告知時，我應該要注意什麼？
告知前或告知時，要注意：

（一）不要驚慌，要聆聽醫生的敘述你檢查的結果，得到那一種性病。你要冷靜去詢問

醫生你的疑慮和不了解的地方。要好好地和醫生討論怎樣去接受治療、治療結果

及藥物副作用，怎樣避免傳給別人和以後怎樣去預防性病。

（二）不要盲目地去接受來路不明治療偏方，不要延遲就醫，更不要放棄治療。

（三）要對自己及醫生有信心，懷有希望心情，若沒有辦法去面對自己的病，而且影響

你的精神和生活，你可以再去請教精神科醫生幫助，這樣的合併治療，會有加乘

作用，事半功倍。

（四）確認感染後，避免再和別人有性行為或捐血。

（五）提醒性伴侶儘快就醫接受檢驗，才能得知是否已經感染性傳染病。

（六）如果擔心對方會產生負向的情緒或反應，可以先與醫護人員討論，或是避免面對

面告知的方式，也可預備一些性傳染病相關的衛教單張給對方參考。多了解性傳

染病，才能在伴侶有不安或是疑問的時候，給予正確的知識和訊息。

三、告知前或告知時，我應該要注意什麼？
告知前或告知時，要注意：

（一）不要驚慌，要聆聽醫生的敘述你檢查的結果，得到那一種性病。你要冷靜去詢問

醫生你的疑慮和不了解的地方。要好好地和醫生討論怎樣去接受治療、治療結果

及藥物副作用，怎樣避免傳給別人和以後怎樣去預防性病。

（二）不要盲目地去接受來路不明治療偏方，不要延遲就醫，更不要放棄治療。

（三）要對自己及醫生有信心，懷有希望心情，若沒有辦法去面對自己的病，而且影響

你的精神和生活，你可以再去請教精神科醫生幫助，這樣的合併治療，會有加乘

作用，事半功倍。

（四）確認感染後，避免再和別人有性行為或捐血。

（五）提醒性伴侶儘快就醫接受檢驗，才能得知是否已經感染性傳染病。

（六）如果擔心對方會產生負向的情緒或反應，可以先與醫護人員討論，或是避免面對

面告知的方式，也可預備一些性傳染病相關的衛教單張給對方參考。多了解性傳

染病，才能在伴侶有不安或是疑問的時候，給予正確的知識和訊息。



性傳染病之治療及衛教

問答集

預 防 篇

蘇晉暉診所  蘇 晉 暉 醫師

一、我要如何做才能避免得到性病？
（一）具備正確的性病預防知識：如必要時禁慾或正確使用保險套等。

（二）單一的性伴侶：避免性交易或性服務等。

（三）擁有健康與互信的性伴侶：當自己或性伴侶有性病感染的疑慮時，應儘速諮詢專

業人員或就醫，切莫忌疾諱醫。 

（四）不要與別人共用可能被血液污染的用具：如剃刀、刮鬍刀、牙刷、任何尖銳器

械、或穿刺工具。

（五）使用拋棄式空針、針頭或其他無菌醫療器材。

（六）接受預防性疫苗接種：如13-26歲年輕女性可諮詢醫師，考慮接受人類乳突子宮頸

疫苗注射。

二、保險套怎麼「套」才正確？
每次性行為均應使用新的保險套。保險套使用最佳時間在彼此性器官未接觸前，陰

莖已勃起時立刻使用。正確戴套5步驟如下：

一、我要如何做才能避免得到性病？
（一）具備正確的性病預防知識：如必要時禁慾或正確使用保險套等。

（二）單一的性伴侶：避免性交易或性服務等。

（三）擁有健康與互信的性伴侶：當自己或性伴侶有性病感染的疑慮時，應儘速諮詢專

業人員或就醫，切莫忌疾諱醫。 

（四）不要與別人共用可能被血液污染的用具：如剃刀、刮鬍刀、牙刷、任何尖銳器

械、或穿刺工具。

（五）使用拋棄式空針、針頭或其他無菌醫療器材。

（六）接受預防性疫苗接種：如13-26歲年輕女性可諮詢醫師，考慮接受人類乳突子宮頸

疫苗注射。

二、保險套怎麼「套」才正確？
每次性行為均應使用新的保險套。保險套使用最佳時間在彼此性器官未接觸前，陰

莖已勃起時立刻使用。正確戴套5步驟如下：

(ㄧ)撕： 沿邊緣撕開鋁箔。

(二)捏： 取出保險套，輕捏前端擠出空氣。

(三)套： 套上勃起陰莖至陰莖根部，要避免指甲劃

破保險套。

(四)取： 結束後，輕捏前端且小心取下保險套，避

免精液滲出。

(五)丟： 將打結後的保險套，用衛生紙包好，丟入

垃圾桶。

(ㄧ)撕： 沿邊緣撕開鋁箔。

(二)捏： 取出保險套，輕捏前端擠出空氣。

(三)套： 套上勃起陰莖至陰莖根部，要避免指甲劃

破保險套。

(四)取： 結束後，輕捏前端且小心取下保險套，避

免精液滲出。

(五)丟： 將打結後的保險套，用衛生紙包好，丟入

垃圾桶。



性傳染病之治療及衛教

問答集
預 防 篇

四、施打人類乳突病毒疫苗後就能肯定不會得到菜花等感染人類乳突病
毒所引起的疾病嗎？

    施打四價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預期效應為：

（一）預期降低65%~70%罹患子宮頸癌的風險，及預防罹患外陰癌與陰道癌。

（二）預期降低35%~50%子宮頸癌前期病變、陰道癌前期病變、外陰癌前期病變。

（三）預期降低 90% 生殖器疣(菜花)。

（四）預期降低 97%人類乳突病毒 16/18 感染。

（五）造成子宮頸癌的病毒型中有30%不被四價疫苗的保護效益所涵蓋。

（六）已接受疫苗接種之女性仍可能受到四價疫苗未涵蓋之病毒型所感染。

（七）HPV疫苗無法預防由非疫苗所含人類乳突病毒型別所引起的疾病。

（八）如同其他任何疫苗，接種HPV疫苗並無法完全保護所有的接種者。

 

四、施打人類乳突病毒疫苗後就能肯定不會得到菜花等感染人類乳突病
毒所引起的疾病嗎？

    施打四價人類乳突病毒疫苗的預期效應為：

（一）預期降低65%~70%罹患子宮頸癌的風險，及預防罹患外陰癌與陰道癌。

（二）預期降低35%~50%子宮頸癌前期病變、陰道癌前期病變、外陰癌前期病變。

（三）預期降低 90% 生殖器疣(菜花)。

（四）預期降低 97%人類乳突病毒 16/18 感染。

（五）造成子宮頸癌的病毒型中有30%不被四價疫苗的保護效益所涵蓋。

（六）已接受疫苗接種之女性仍可能受到四價疫苗未涵蓋之病毒型所感染。

（七）HPV疫苗無法預防由非疫苗所含人類乳突病毒型別所引起的疾病。

（八）如同其他任何疫苗，接種HPV疫苗並無法完全保護所有的接種者。

 

三、保險套是否可以完全預防性傳染病？

 保險套並無法100%的防性傳染病，保險套本身的材質，使用的時機和保護的範圍

都是需要注意的重點。保險套應避免日光直接照射或長時間放在皮夾內或高熱的地方，

以免乳膠變質。

性器尚未接觸，而陰莖豎起時，就應立即套上保險套，操作時應避免指甲刮傷，必

要時可使用水或水性潤滑劑避免保險套撕裂。

對於保險套未包覆的部位如陰囊、肛門周圍等部位，仍有機會接觸病毒，感染菜

花。另外，保險套對口交亦無保護效果。

三、保險套是否可以完全預防性傳染病？

 保險套並無法100%的防性傳染病，保險套本身的材質，使用的時機和保護的範圍

都是需要注意的重點。保險套應避免日光直接照射或長時間放在皮夾內或高熱的地方，

以免乳膠變質。

性器尚未接觸，而陰莖豎起時，就應立即套上保險套，操作時應避免指甲刮傷，必

要時可使用水或水性潤滑劑避免保險套撕裂。

對於保險套未包覆的部位如陰囊、肛門周圍等部位，仍有機會接觸病毒，感染菜

花。另外，保險套對口交亦無保護效果。

Taiw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Medicine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100懷寧街九十二號四樓    
電話：（02）2331-0774      傳真：（02）2383-2844   
http：//www.taf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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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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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晉暉診所  蘇 晉 暉 醫師

一、得了性傳染病，生活上應注意什麼？
若得了性傳染病，在心理上不必過度擔心或憂慮，應配合醫師的處方及處置，做適

當的管理。應注意自身的血液不可捐給他人使用，避免再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更應鼓勵

自己的性伴侶也接受性病檢查，千萬不要諱疾忌醫或自己使用藥物，以免延誤病情。

二、拔牙、針灸、穿耳洞、做臉(臉部保養)會感染愛滋病毒嗎?
拔牙、針炙、穿耳洞、做臉(磨臉)，都可能讓人暴露於被愛滋病毒所感染的危險。

主要是因為這些行為可能造成出血或器械接觸體液，而被汙染的器械可能成為傳染的媒

介。

三、捐血、輸血會感染愛滋病嗎？
愛滋病是可以經由血液及體液(分泌物)傳染給其他人的，故遭血液所汙染的針頭、

針筒是傳染的途徑，需特別小心。因此，捐血中心對大家所捐贈的血液會做AIDS（愛

滋）及A, B, C 型肝炎的全面篩檢。另外，在器官移植的工作上也必需做捐贈者的病原篩

檢。前一陣子的台大器官捐贈移植感染愛滋病，即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例子。

四、蚊子叮咬會感染愛滋病嗎？
蚊子叮咬愛滋病患所吸取的血液相當有限，就算咬到帶原者，它所含的病毒數量也

少到不足以造成感染。且愛滋病毒經由蚊子的唾液及胃液所分解後，無法像瘧原蟲或是

日本腦炎病毒那樣活在蚊子的體內，故而不會傳染給其他人。

五、與尖銳濕疣(菜花)患者接吻、握手、先後坐同一座位是否會被傳
染？

尖銳濕疣（俗稱菜花）一般是經由性器官的直接接觸而傳染，與患者接吻、握手並

不會被傳染，但是被感染的便器座墊，如果在短時間內立即使用，還是有可能被感染，

尤其是局部傷口的接觸。 

一、得了性傳染病，生活上應注意什麼？
若得了性傳染病，在心理上不必過度擔心或憂慮，應配合醫師的處方及處置，做適

當的管理。應注意自身的血液不可捐給他人使用，避免再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更應鼓勵

自己的性伴侶也接受性病檢查，千萬不要諱疾忌醫或自己使用藥物，以免延誤病情。

二、拔牙、針灸、穿耳洞、做臉(臉部保養)會感染愛滋病毒嗎?
拔牙、針炙、穿耳洞、做臉(磨臉)，都可能讓人暴露於被愛滋病毒所感染的危險。

主要是因為這些行為可能造成出血或器械接觸體液，而被汙染的器械可能成為傳染的媒

介。

三、捐血、輸血會感染愛滋病嗎？
愛滋病是可以經由血液及體液(分泌物)傳染給其他人的，故遭血液所汙染的針頭、

針筒是傳染的途徑，需特別小心。因此，捐血中心對大家所捐贈的血液會做AIDS（愛

滋）及A, B, C 型肝炎的全面篩檢。另外，在器官移植的工作上也必需做捐贈者的病原篩

檢。前一陣子的台大器官捐贈移植感染愛滋病，即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例子。

四、蚊子叮咬會感染愛滋病嗎？
蚊子叮咬愛滋病患所吸取的血液相當有限，就算咬到帶原者，它所含的病毒數量也

少到不足以造成感染。且愛滋病毒經由蚊子的唾液及胃液所分解後，無法像瘧原蟲或是

日本腦炎病毒那樣活在蚊子的體內，故而不會傳染給其他人。

五、與尖銳濕疣(菜花)患者接吻、握手、先後坐同一座位是否會被傳
染？

尖銳濕疣（俗稱菜花）一般是經由性器官的直接接觸而傳染，與患者接吻、握手並

不會被傳染，但是被感染的便器座墊，如果在短時間內立即使用，還是有可能被感染，

尤其是局部傷口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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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人診所  汪 威 達 醫師

一、當懷疑自己可能感染性傳染病(愛滋)，可以透過捐血來確認？
千萬不可以透過捐血方式進行檢查，因為愛滋病毒感染的空窗期長短不一，不當捐

血造成別人感染愛滋病毒，需負法律刑責，民眾不可不知。違反了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防治條例第15條第1項：「明知自己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

行為或共用針器施打，致傳染於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及第2項：「明

知自己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而供血或以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提供移植或他人使

用，致傳染於人者，亦同。」之規定。

 

二、知道自己是愛滋病毒感染者，但隱瞞他人而且進行危險性行為，是
否違法？

一、當懷疑自己可能感染性傳染病(愛滋)，可以透過捐血來確認？
千萬不可以透過捐血方式進行檢查，因為愛滋病毒感染的空窗期長短不一，不當捐

血造成別人感染愛滋病毒，需負法律刑責，民眾不可不知。違反了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防治條例第15條第1項：「明知自己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

行為或共用針器施打，致傳染於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規定，及第2項：「明

知自己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而供血或以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提供移植或他人使

用，致傳染於人者，亦同。」之規定。

 

二、知道自己是愛滋病毒感染者，但隱瞞他人而且進行危險性行為，是
否違法？

明知自己為有愛滋病毒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

險性行為，會觸犯現有法令，不可不知。根據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規定：明知

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針

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明知自己為感染者，而供血或

以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提供移植或他人使用，致傳染

於人者，亦同。

 

明知自己為有愛滋病毒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

險性行為，會觸犯現有法令，不可不知。根據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1條規定：明知

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針

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五年

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明知自己為感染者，而供血或

以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提供移植或他人使用，致傳染

於人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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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滋病防治之社會資源有那些？三、愛滋病防治之社會資源有那些？

名稱 電話 簡介 網址

台灣同志諮詢
熱線協會

02-2392-1969 針對男同志社群，提供愛滋防治、
安全性行為衛教宣導服務，也至
各級學校針對師生進行認識愛滋
之講座。

http://www.hotline.org.tw/
front/bin/home.phtml

台灣誼光協會 02-2375-5413 提供網路諮詢服務、網路新聞即
時報、愛滋相關報導、性教育暨
愛滋防治教育演講等

http://www.lofaa.org.tw/

世界和平婦女
會台灣總會

02-2363-7656 針對婦女及一般民眾等辦理愛滋
防治宣導活動

http://www.wfwp.org.tw/

中華民國台灣
懷愛協會

04-2473-0022
分機：11722

提供匿名篩檢服務，並針對宗教
團體及一般民眾教育宣導

http://w3.csmu.edu.tw/~aidscare/

中華民國愛滋
感染者權益促
進會

02-2556-1383 1. 促進愛滋感染者對自身權益及
地位的認知。

2. 促進社會各界對愛滋感染者政
策、福利之重視與支援。

3. 促進國內外愛滋感染者支援團
體之聯誼、交流與合作。

4. 推動保護礙滋感染者相關法令
及政策之研究。

5. 推動其他有利於愛滋感染者福
利、權益等事宜。

6. 處理愛滋感染者權益侵害事
件。

http://praatw.org/

台灣預防醫學
學會希望工作
坊

02-2392-0010 關懷愛滋病患，提供持續性的服
務與支持，解決因愛滋病蔓延所
帶來的社會及醫療上的問題。推
廣愛滋防治活動與教育，提高民
眾對愛滋病的認識、了解與關切。
辦理同志族群愛滋病宣導防治及
義工訓練，提供愛滋感染者及其
家屬服務

http://www.aids.org.tw/

台灣愛之希望
協會

07-550-0225 辦理愛滋感染者陪伴就診與訪
視，電話諮詢，協助匿名篩檢活
動之推行。並推動外展服務工作
及衛教宣導

http://www.lovehop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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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Medicine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100懷寧街九十二號四樓    
電話：（02）2331-0774      傳真：（02）2383-2844   
http：//www.tafm.org.tw 
 

台灣露德協會 02-2371-1406 提供諮商輔導，醫院與居家訪視，
喘息照顧，急難救助，探視監獄
內愛滋受刑人，出版愛滋刊物，
專屬網站。設有愛滋感染者聯誼
中心，藉著支持團體與休閒活動，
促進感染者之間彼此的支持

http://www.lourdes.org.tw/

台北市日日春
關懷互助協會

02-2553-5138 提供諮商輔導，醫院與居家訪視，
喘息照顧，急難救助，探視監獄
內愛滋受刑人，出版愛滋刊物，
專屬網站。設有愛滋感染者聯誼
中心，藉著支持團體與休閒活動，
促進感染者之間彼此的支持

http://coswas.org/about

台灣關愛之家
協會

02-2738-9600 以人道精神、人性關懷，對感染
者及病人提供幫助

http://www.hhat.org/index.php

台灣紅絲帶基
金會

02-2559-2059 台灣愛滋病防治宣傳倡議工作與
心理輔導

http://www.taiwanaids.org.tw/

名稱 電話 簡介 網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