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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緣起 

愛滋病一直是國際關注的傳染病防治焦點之一，因為其主要影響具

有生產力的年輕族群，感染後目前尚無法治癒，故其不但危害民眾之生

命健康，更耗損社會生產力，甚至影響國家競爭力，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 就將愛滋病納入全球競爭力評比項目。聯合國、

世界衛生組織及比爾蓋茲基金會等，均為防治愛滋投入大量資源與人力，

另透過新藥研發，包括開發抗微生物製劑、暴露前及暴露後預防性投藥

等預防策略。世界衛生組織擘劃出愛滋病防治策略三零（零感染、零死

亡、零歧視）願景，並在階段目標上，希望在 2020 年達到 90-90-90 目

標（即 90%知道自己感染、90%感染者有服藥及 90%服藥者病毒量受到

控制）。 

我國愛滋病防治政策，根據愛滋病防治中長程施政計畫，運用三段

五級防治架構，透過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密切合作下，過

去已經展現具體的成效包括：推動減害政策（藥癮者愛滋篩檢、諮商及

衛教、清潔針具計畫、美沙冬替代治療），注射藥癮者愛滋疫情有效控

制；推動孕婦全面篩檢愛滋，提供陽性孕婦及其新生兒周產期預防投藥

等預防措施，自民國 98 年至今，愛滋母子垂直感染通報數幾近於零。 

我國自民國 73 年發現第 1 例愛滋感染者以來，截至 103 年底，本

國籍通報數計 2 萬 8,708 人；103 年新增通報數 2,235 人，主要傳染途

徑以男男間不安全性行為最多，其次為異性間不安全性行為，總計不

安全性行為感染比率超過 9 成。目前我國愛滋疫情主要透過不安全性

行為感染而傳播，估計 15-49 歲愛滋盛行率為 0.2%，仍屬低盛行率的

國家，但疫情主要發生在年輕族群，另在某些特定群體高度蔓延中，

是目前最重要且迫切需要解決的問題，分析問題包括特定族群感受社

會的歧視、不友善，使高風險族群害怕曝光、權益受損而不願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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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及治療，同時藥物濫用造成不安全性行為感染人數增加等等。因

此，「愛滋防治第六期五年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將呼應世界衛生組

織提出的策略（90-90-90），著重篩檢、連結醫療體系及早治療，同時

強化感染者規則服藥降低體內愛滋病毒量，並強調以法律確保人權，

消除歧視為整體計畫主軸。本計畫執行時間為 106 年至 110 年，其主

要戰略包括：（一）疾病去污名化，消除歧視，提高易感族群接受篩檢

及就醫之意願；（二）結合社群網絡及新興媒體等管道，拓展多元篩檢

方案，強化篩檢服務量能，並強化檢驗陽性個案即時介入機制；（三）

推動「以治療作為預防 (TasP)」，只要確診即提供治療，並落實感染

者預防策略，強化個案管理服務之效能，以降低傳播等，期望能降低

愛滋病毒感染人數，朝向零感染、零死亡、零歧視之三零願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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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一)傳染病防治法。 

(二)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 (以下簡稱愛

滋條例)。 

 

二、未來環境預測 

(一)國際疫情趨勢 

 1. 新增通報數及趨勢 

依據聯合國愛滋病規劃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 

and AIDS, UNAIDS)估計，2014 年新增愛滋感染人數為 200 萬人，愛

滋相關死亡人數約為 120 萬人，相較 2011 年，全球新增人數已比該年

250 萬人下降 20%，死亡人數亦較該年 170 萬人下降 29%，全球整體

疫情已呈現下降趨勢(1)。 

若以地區別來區分，其新增感染人數以撒哈拉以南非洲為最多，

而觀察其新增人數變化情形，該地區於 2014 年新增感染人數為 140

萬人，較 2011 年 180 萬人明顯下降(22%)，而亞太地區於 2014 年之新

增人數為 34 萬人，與 2011 年相比亦下降 17%，其中印度之新增感染

人數由 2006 年 15 萬人、2011 年 11.6 萬人下降至 2012 年約 11 萬人(1)；

泰國愛滋疫情自 1989 年持續下降(3)，2013 年新增感染人數為 8,134 人

較 2011 年 9,503 人(4)，降幅為 14%。 

而以國家別愛滋疫情趨勢來看，高盛行率的非洲國家因為過去感

染人數眾多，已達瓶頸，且加上援助治療費用，因此，新通報人數已

呈現下降趨勢；反之，低盛行率的國家新通報人數尚無明顯下降，甚

至呈現增加的趨勢。其中，如澳洲於 2011 年新增通報感染約 1,1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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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年為 1,236 人(5)，增加約 6.5%，近幾年整體呈現微幅成長；美國

之每年新增通報感染人數尚呈現穩定狀態，於 2012 年新增感染人數為

46,154 人(6)。 

就鄰近我國的亞洲國家來看，如印尼 2013 年新增愛滋感染人數為

2.9 萬人，較 2011 年約 2 萬人(3)，增加近 45%；而日本於 2013 年新增

之人數為 1,106 人，較 2011 年 1,056 人(3)略升 5%；菲律賓於 2013 年

新增 4,814 人，較 2011 年 2,349 人上升一倍；中國大陸 2013 年新增感

染人數估計為 4.5 萬人，亦較 2011 年 39,183 人上升許多(3, 7)。 

 2. 累計存活人數及估計盛行率 

截至 2014 年底，全球估計愛滋存活人數約為 3,690 萬人(1)，全球

各地區之累計感染人數分布，以撒哈拉以南非洲（約 2,580 萬人，占

70%）最多，亞太地區次之（約 500 萬人，占 13.5%），亞太地區又以

印度感染人數最多，中國大陸則其次(2)。 

依據國外文獻資料(8)，於 2012 年估算全球之 15-49 歲愛滋感染盛

行率為 0.8%，其中撒哈拉以南非洲之盛行率為 4.7%；而其他地區之

國家，如印度累計感染人數計 210 萬人(3)，盛行率為 0.3%；美國累計

感染人數共計約 93 萬人(6)，盛行率為 0.6%；印尼累計感染人數 66 萬

人(3)，盛行率 0.4%；泰國累計約為 45 萬人(4)，盛行率為 1.1%；菲律

賓累計 2.8 萬人(3)，盛行率為 0.1%；澳洲累計近 2.7 萬人(5)，盛行率為

0.2%；新加坡累計人數為 4,193 人(9)，盛行率為 0.1%；而中國大陸累

計約 81 萬人，盛行率則為 0.03%(7)。 

3.不同易感族群之疫情 

目前全球男男間性行為者之愛滋疫情呈現上升趨勢，其盛行率平

均超過 1%(8)，根據 2012 年統計資料，在許多高收入國家(如法國、英

國及美國)，其整體愛滋疫情呈現下降趨勢，唯獨男男間性行為者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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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攀升(10)，而全球最高之男男間性行為者愛滋感染盛行率在西非及中

非(19%)、東非及南非(15%)，亞太地區為 11%，而美國、南亞及東南

亞、非洲撒哈拉以南的愛滋盛行率則在 14-18%之間(8)。 

男男間性行為者的愛滋感染盛行率比一般族群高出 13 倍(11)，但

估計該族群僅有 10%曾接受 HIV 預防介入措施(8)，因此仍需投入更多

的資源，以遏止該族群之愛滋感染疫情。 

而全球注射藥癮者約 1,270 萬人，其中 170 萬人感染愛滋，盛行

率為 13%，估計注射藥癮者比一般族群高出 22 倍以上(11)。依據文獻

顯示，有 120 個國家均有注射藥癮者的愛滋感染疫情，雖然全球整體

注射藥癮者感染愛滋之疫情無明顯下降，其實全球各國之差異頗大，

其愛滋感染盛行率從東歐的 5%到亞洲的 28%，其中以印尼最高

(36.4%)(8)。從 2005-2007 年，亞洲部分國家(如：緬甸、尼泊爾及越南)

之注射藥癮者之愛滋疫情已呈現下降趨勢，而在馬來西亞、菲律賓及

泰國之注射藥癮者愛滋疫情仍是增加的趨勢(8)。 

另，在中低收入國家，2012 年新增之感染孩童人數為 26 萬人，

從 2001 年到 2012 年，新增愛滋感染之孩童人數已減少 52%，截至 2012

年底，超過 90 萬名感染愛滋病毒之孕婦有接受抗愛滋病毒藥物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治療，預防母子垂直感染之 ART 治療涵蓋

率從 2011 年 57%增加至 2012 年的 62%。由於擴展推動母子垂直感染

預防措施，於 2009-2012 年間已避免超過 67 萬孩童免於遭受愛滋之威

脅(8)。 

 (二)全球防治宣言及策略 

    聯合國安全理事會於西元 2000 年通過第 1308 號決議案表示：「愛

滋病可能對國家穩定與安全產生威脅」。另於聯合國千禧年高峰會議中，

就消除世界貧窮、飢餓、疾病、文盲、環境惡化及婦女歧視等重要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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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訂定 8 個「聯合國千禧年發展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希望各會員能在 2015 年前，遏止並開始扭轉愛滋病等

傳染病的蔓延(14)。 

而 UNAIDS 於 2011-2015 年愛滋全球策略中提出，期望能達到

「Getting to Zero：零新增、零愛滋相關死亡、零歧視」之目標(15)，第

20 屆國際愛滋年會亦將 2014 年愛滋防治主題訂為「加快步伐(Stepping 

up the pace)」，同年 UNAIDS 更將 2014 年國際愛滋病日(World AIDS 

Day)之宣導主題訂為「縮小缺口(Close the Gap)」，期望減小易感族群

取得愛滋預防、篩檢及治療等服務之限制，使每位需要的人均可接受

到相關照護及服務，並於 2030 年終止愛滋疫情。 

因此，UNAIDS 亦為愛滋防治成效擬定新目標，預計於 2020 年

達到「治療達 90-90-90」之目標(16)，意即 90%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病況、

90%知道病況的感染者持續服用藥物、90%服用藥物者其病毒量成功

被抑制。 

為達到 2030 年終止愛滋疫情的目標，各國持續針對各類易感族群

推動預防措施（包括：提高保險套使用、推動減害計畫、利用多元管

道宣導等），加強易感族群之篩檢諮詢服務，強化愛滋感染者治療及照

護服務，並積極發展創新介入策略。由於研究證實 ART 治療可明顯降

低 HIV 傳染的風險高達 96%(17)，因此，全球各國近幾年更是致力推動

「以治療作為預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 TasP)」策略。 

目前全球約有 1,290 萬人接受 ART 治療，在全球廣泛推廣下，非

洲地區接受 ART 治療的人數從 2009 年的 390 萬人增加至 2013 年的

910 萬人，該國接受 ART 治療已達總感染人數的 78%，有研究證實，

接受 ART 治療之感染者人數每增加 10%，愛滋發生率則會下降 17%，

而 2011年研究估算提供愛滋防治介入措施及ART治療涵蓋率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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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愛滋新增感染人數會從每年超過 300 萬人降低到 2025 年的 120

萬人(18)。 

「以治療作為預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 TasP)」策略，除針對

已感染者提供 ART 治療外，亦針對易感族群提供暴露前預防性投藥

(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 及非職業性暴露後預防性投藥

(Non-occupational 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nPEP)。nPEP 是易感族群

發生不安全性行為後，降低愛滋感染風險的唯一方法(11)；而有關 PrEP

部分，從 2005 年就開始有相關臨床研究，研究結果顯示，每日提供未

感染者口服之 PrEP 藥物，能有效避免易感族群感染愛滋之風險達 44%

至 90%(19)。WHO 於 2014 年相關指引中指出，PrEP 建議可作為男男

間性行為者之完整愛滋防治措施的一項選擇，但 PrEP 僅能視為全面

的愛滋防治介入措施之其中一環(11)。 

另，結核病是愛滋感染者常見的共同感染疾病，也是愛滋相關死

亡之主要原因，依據文獻指出，在全球 3,500 萬愛滋存活感染者中，

約有110萬人有罹患結核病(11)，而在當年全球新增900萬結核病患中，

合併感染愛滋病毒則有 110 萬人，愛滋感染者罹患結核病的風險比起

未感染者高出 30 倍之多，而有效的愛滋病及結核病共管機制，能明顯

降低愛滋感染者之結核病合併感染，2004 年到 2013 年間，全球各國

愛滋感染之結核病合併罹患率就下降了 3 成(20)，也顯見共病管理之重

要性。 

雖然近年愛滋病疫情初見樂觀形勢，但正處於關鍵時期，仍應視

為全球重點工作，透過凝聚能量、創新研究等策略，加快愛滋防治的

步伐，以達最終扭轉疫情之目標。  



 

 

(三

 1

本國

12,

染盛

100

圖如

其次

資料

三)國內現況

1. 國內疫

我國自

國籍感染者

564 例、死

盛行率為

0 年之 1,9

如圖 1 所示

 

而感染危

次為注射藥

料如表 1 所

 

況及未來發

疫情現況 

自 73 年通報

者計 28,7

死亡計 4,

0.2%。1

968 人，增

示。 

圖 1 

危險因子

藥癮者6,

所示。 

發展   

報第 1 例愛

708 例(男

660 例、存

03 年國內

增幅為 13

 歷年本國

子部分，以男

828人(23

8 

愛滋病毒

男性占 94%

存活計 24

內新增愛滋

3.6%，歷年

國籍新增

男男間性行

3.8%)及異

感染個案

%、女性占

4,073 例，

滋感染通報

年本國籍

增愛滋感染

行為者16

異性間性行

案至 103 年

占 6%)、

國內 15-4

報人數為

籍新增愛滋

染人數趨勢

6,216人(56

行為者5,31

年底為止，

其中發病

49 歲之愛

為 2,235 人

滋感染人數

勢圖 

6.5%)為最

14人(18.5

，累積

病者計

愛滋感

人，較

數趨勢

最多，

5%)，



 

 

者透

減害

觀察

幾年

變化

危險因

異性間

男男間

注射藥

血友病

接受輸

母子垂

不詳 
總計 

以歷年危

透過共用針

害計畫，使

察男男間性

年增加幅度

化，仍需持

圖

因子 
人

間性行為 3
間性行為  1
藥癮者 1
病患 0
輸血者 2
垂直感染 0

2
1

表 1 本

危險因子

針具及稀

使注射藥癮

性行為者

度趨緩，而

持續觀察

圖 2  歷年

100 

人數 百分比

330 16.8%
1,503 76.4%
111 5.6% 
0  0% 
2  0.1% 
0  0% 
22  1.1% 
1,968 100% 

本國籍愛滋

子之趨勢資

稀釋液致愛

癮者共用針

者之疫情，

而這兩年之

察，資料如

年本國籍新

10

比 人數 百

% 317  1
% 1,791 8

85  3
0  0
0  0
1  0
28  1
2,222 1

9 

滋感染者依

資料顯示，於

愛滋感染人

用針具之愛

發現自 9

年之感染人

如圖 2。 

新增愛滋感

1 

百分比 人數

4.3% 282 
0.6% 1,87
.8% 48 
% 0 
% 1 
% 0 
.3% 37 
00% 2,24

依危險因子

於 93 年至

人數迅速攀

愛滋感染疫

94 年即呈

人數已漸趨

感染者依危

102 

數 百分比

 12.6%
76 83.6%

2.1% 
0% 
0% 
0% 
1.6% 

44 100%

子統計表

至 94 年期

攀升，所幸

疫情很快受

呈現逐年上

趨於一致，

危險因子分

103 

人數 百分

252 11.
1,897 84.

55 2.5
0 0.0
0 0.0
3 0.1

28 1.3
2,235 10

表 

期間因注射

幸隔年推動

受到控制，

上升之趨勢

但未來之

分析 

歷年累

分比 人數 

.3% 5,314 

.9% 16,216
5% 6,828 
0% 53 
0% 24 
1% 33 
3% 240 
0% 28,708

射藥癮

動藥癮

，但若

勢，近

之趨勢

累計個案

百分比

18.5%
6 56.5%

23.8%
0.2%
0.1%
0.1%
0.8%

8 100%



 

 

人

徑以

感染

48.

感染

94 年

滋

在性別方

，男女比為

以男男間性

染途徑則

5%)，如圖

染通報人

年女性感

，自 103 年

圖

方面，感染

為 15：1

性行為者

則以注射藥

圖 3；若針

數集中於

感染通報人

年女性通

3  本國籍

染者主要以

，再以不同

者為主(占 6

藥癮者為主

針對每年通

於男性，而

人數為最多

通報人數已

籍愛滋通報

10 

以男性為

同性別之危

60.3%)、注

主(占 49

通報之愛滋

而近幾年女

多(398 人)

已下降至 5

報感染者

為主，計 26

危險因子

注射藥癮者

.1%)、異

滋感染者

女性感染人

)，主要係

59 人，如

者依性別之

,891 人，女

子進行分析

者次之(占

異性間性行

者進行性別

人數呈現

係因為注射

如圖 4。 

之危險因子

女性僅占

析，男性感

占 22.1%)；

行為者次之

別分析，亦

現下降趨勢

射藥癮而感

子分析 

1,817

感染途

；女性

之(占

亦發現

勢，於

感染愛



 

 

值得

98

顯見

年齡

若依感染

得注意的是

年超越 3

見愛滋感染

齡別資料為

圖 4 本國

染者之年

是 15-24

35-44 歲之

染之年齡

為例，25

圖 5 

國籍歷年

年齡層分析

歲族群，

之感染人數

齡層呈現逐

-34 歲占最

 歷年本國

11 

年愛滋病毒

析，歷年來

該族群感

數，且增加

逐年下降趨

最多(43.8

國籍愛滋

毒通報感染

來以 25-34

感染人數自

加之比率

趨勢，如圖

8%)，其次

滋感染者之

染者之性別

歲感染者

自 97 年起

率明顯高於

圖 5 所示，

次為 15-24

之年齡層分

別統計 

者人數為最

起逐漸攀升

於其他年齡

若以 103

4 歲(29%)

分析 

最多，

升，於

齡層，

3 年之

)。 



 

 

「新

延遲

族群

性行

認為

提供

年感

100

比例

load

而感

顯見

關感

分析國內

新診斷為

遲診斷之比

群之延遲診

行為者之延

為自己有感

圖 6  歷

有關醫療

供愛滋感染

感染者之

0 年 86.2%

例由 57.2%

d, VL)小於

感染者於診

見國內之感

感染者近幾

內近幾年

HIV 感染

比率為 29

診斷情形

延遲診斷

感染風險

歷年個案延

療照護部

染者專業

醫療利用

%上升至

%上升至

於50 copi

診斷後一

感染者醫

幾年就醫

年通報個案

染者，其於

9%，至 1

，發現注射

斷比例則最

險，因此沒

延遲診斷(

部分，截至

業之醫療照

用情形來分

103 年 90

73.3%，而

es/ml或偵

一年內的死

醫療利用情

醫情形分析

12 

案延遲診斷

於三個月內

103 年增加

注射藥癮者

最高(如圖

沒有在感染

3 個月內發

104 年，全

照護及個案

分析，發現

0.4%，其中

而通報之感

偵測不到之

死亡率從 1

情形有明顯

析詳見表 2

斷之情況，

內發病的比

加為 31%

者之延遲診

6)，推測

染初期即接

發病)比例

全國共設有

案管理服務

現感染者每

中有服用

感染個案中

之比例則由

100 年 5.1

顯成長，也

2。 

，參考美國

比率」(21)

%；然，若

診斷比例最

測由於異性

接受治療

例依危險因

有 59 家愛

務，若以

每年有就

雞尾酒治

中，其體內

由36.7%上

%下降至

也使死亡率

國 CDC 之

，於 99 年

若分析不同

最低，而異

性間性行為

。 

因子之分析

愛滋指定醫

100 年至

就醫之比例

治療(HAAR

內病毒量

上升至58.

至 103 年 3

率逐漸下降

之指標

年國內

同易感

異性間

為者不

 

析 

醫院，

至 103

例，由

RT)之

量(Viral 

.4%，

.7%，

降，有



 

13 

 

表 2 近 4 年就醫情形分析 

 100 年 101 年 102 年 103 年 

存活人數(不含離境) 18,661 20,438 22,270 24,073 

就醫人數 16,053 (86.2%) 17,906 (87.6%) 19,872 (89.2%) 21,763(90.4%)

服藥人數 10,681 (57.2%) 12,602 (61.7%) 14,983 (67.3%) 17,647(73.3%)

VL< 50 或偵測不到 6,787 (36.7%) 8,937 (43.7%) 11,565 (55.9%) 14,304(58.4%)

一年內死亡率 100 (5.1%) 101 (4.5%) 84 (3.7%) 82 (3.7%) 

而感染者之醫療照護，除了愛滋相關的藥物治療外，由於感染者常

因免疫系統不全而併隨其他疾病之感染或發病，若沒有及早介入及治療，

則易導致死亡，因此，愛滋感染者之共病管理，亦是愛滋治療及照護很

重要的一環。 

觀察國內資料，每年新增愛滋感染者中，有罹患結核病的比例並不

高，且由 96 年 3.4%降至 102 年 2.9%，呈現下降之趨勢，我國於 103

年結核病新案中之愛滋感染盛行率為 2.5%，在 WHO 分級中，亦屬於

0-4%之最低等級，顯見國內針對愛滋病與結核病合併感染狀況，尚不

造成防治上的危機。然，在男性 25-29 歲結核病新案中，愛滋感染比率

由 100 年 5%提高到 102 年的 8.8%，因此，有關國內愛滋病與結核病之

合併感染議題，仍應持續關注。 

而依據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2015-2016 年全球競爭力報

告(22)中指出，臺灣整體的愛滋感染盛行率為 0.2%，該項競爭力於全球

其他 61 個國家並列第 1 名。 

另根據我國相關研究調查，推估國內至 103 年底約有 32,000 例存

活感染者，其中有確診通報的個案為 24,073 人，有就醫紀錄共 21,763

人、持續就醫為 19,050 人，而有服用 HAART 人數為 17,647 人，其病

毒量已受控制(低於 200 copies/ml)則有 15,298 人，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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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該資料可知，已通報之愛滋感染個案占存活感染者之 75%，

即國內有 25%的感染者尚未確診通報，並獲得後續醫療服務；而服用

藥物者占已知自己狀況之感染者之 73%，表示尚有 27%感染者未就醫

或未服用藥物，則此類感染者無法控制自己的病情，亦增加傳染予他人

之風險，而服藥者中有 13%的人體內之病毒量未受到控制，推測其原

因可能為服藥時間尚短，或是感染者無遵從醫囑定期服藥等，若服藥之

順從性不佳，則可能造成抗藥性，且不利治療成效，亦增加其傳染予他

人之風險。 

綜上所述，以國內目前的防疫量能，若要達到 UNAIDS 於 2020 年

「90-90-90」目標，尚有很大的努力空間。 

 

圖 7  我國估算感染者接受照護情形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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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國內未來發展 

隨著科技發展及資訊的進步，網路已逐漸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根據 103 年我國網路資訊中心調查發現(24)，全台有使用網路經驗的人

數近 1,764 萬人，而近幾年行動上網的使用比例也逐年增高，從 100 年

的 18.8%上升至 103 年的 61.8%，另調查發現民眾利用手機下載應用軟

體(APP)的類型以社交類為主(67.9%)，可見民眾利用行動上網社交的行

為逐漸普遍。另，現今年輕族群除了透過網路社交外，近一兩年更有年

輕朋友在臉書成立約砲粉絲團，亦增加不安全性行為之發生機率。 

除了網路交友之盛行，近幾年成癮藥物濫用亦日益嚴重，102 年醫

療院所通報藥物濫用個案件數 19,535 件，較 100 年 16,822 件增加

16%(如圖 8)，而藥物濫用種類排名前三位分別為海洛因 13,458 人次(占

68.9%)、(甲基)安非他命 4,704 人次(占 24.1%)及愷他命 1,421 人次(占

7.3%)，通報藥物濫用之學生人數則從 99 年 1,559 人次增加至 102 年

2,021 人次，增加近 3 成(25)，顯見國內年輕族群藥物濫用之人數逐年明

顯攀升，因此，伴隨不安全性行為之發生也增加許多。 

 

 

 

 

 

 

圖 8 歷年醫療院所通報藥物濫用個案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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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關愛滋感染疫情，目前以不安全性行為者為主，但因注射藥癮

者共用針具之愛滋感染疫情亦不容忽視，依據本部疾病管制署的疫調資

料顯示，100 年至 103 年尚有近 300 位因共用針具而感染愛滋，顯示仍

有少數注射藥癮者對於愛滋相關認知不甚了解，因此，相關衛教及防疫

工作亦不能鬆懈，而針對每例新增注射藥癮之愛滋感染個案，更應深入

了解其感染原因，以避免注射藥癮之疫情再度攀升。 

再者，雖然愛滋感染疫情以男性為大宗，但近幾年每年均有約 50

多位女性感染個案，且女性感染者多為育齡婦女，其可能造成母子垂直

感染之風險不能小覷，雖然國內母子垂直感染之防治政策已執行多年，

成效亦不錯，但偶有零星個案，因此，此項政策仍應持續加強。 

另，由於目前國內提供免費之 HAART 藥物治療，累計感染者人數

增加，若感染者未能持續就醫、服藥順從性不佳，則可能會產生抗藥性，

亦降低治療成效，而依據本部疾病管制署之研究顯示，102 年新通報個

案之抗藥性盛行率為 8.3%(26)，故未來仍應持續進行抗藥性盛行率之監

測，以了解國內抗藥性之流行趨勢。 

而為了能提升感染者就醫率，並提供感染者之相關醫療協助，且隨

著感染者年紀漸長，其他慢性疾病發生比率逐漸增加，且感染者亦有責

任減少愛滋病毒之傳播，個案管理之角色及需求也就更顯重要。 

綜上，雖然國內近幾年通報愛滋感染每年新增人數維持穩定，但由

於現今全球大環境不斷變化，年輕族群藥物濫用情形增加，易伴隨不安

全性行為發生，而累計感染者人數不斷增加，「以治療作為預防策略」

執行愈不易，且醫療費用持續攀升，愛滋防治仍面臨極大的挑戰及考驗，

故未來應持續加強相關防疫工作，才能達到 UNAIDS 預計於 2030 年終

止愛滋疫情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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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評析 

(一) 大眾對於愛滋病存有歧視 

雖然大眾對於愛滋之認知已較過去有明顯進步，但社會上普遍

對於愛滋病，仍存有污名及歧視，亦造成易感族群及感染者擔心通報

後曝光所要面對的歧視及生活壓力，而不願篩檢及就醫。 

根據本部疾病管制署於 103年針對 15-49歲臺灣男性做的一項民

調顯示，民眾認為與愛滋感染者一起用餐會被傳染愛滋的比率為

93.4%，有 38.7%男性覺得與愛滋感染者站在一起會感到不自在，而

有 41.6%男性願意接受愛滋病患並與其做一般室友。 

而台灣露德協會於 103 年之「愛滋感染者相處大調查」(27)顯示，

有超過 2 成受訪者認為一起洗澡、泡湯、游泳或被蚊蟲叮咬，甚至是

牽手、擁抱、親吻都可能被傳染。職場上，有 3 成民眾表示不願意雇

用感染者當員工或與他們一同工作。生活上，逾 5 成不願與感染者同

住，顯見臺灣民眾對愛滋仍存在許多錯誤認知及歧視。 

另，102 年台灣露德協會亦公布「臺灣地區愛滋感染者生活現況

調查」，近 7 成的感染者擔心告知同事及親友，近 4 成非常擔心告知

家人(28)，表示感染者由於擔心會受到歧視或排擠，對於身分曝光仍

面臨很大的壓力，也影響其接受相關篩檢及醫療照護服務之意願，削

減愛滋防治之成效。 

(二) 不安全性行為感染之比率仍居高不下 

截至 103 年底，國內累積通報愛滋感染者共計 28,708 人，其中

危險因子為不安全性行為共 21,530 人(占 75%)。近 3 年新增感染者人

數中，每年因不安全性行為而感染的比例均超過 9 成以上，儼然已成

為國內感染愛滋病毒的主要傳染途徑，其中，又以男男間性行為者為

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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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男間性行為者較一般人感染率高的原因之一，為該族群大多

透過未戴保險套的肛門性交而傳染，如果其性伴侶數較多，且常同時

伴隨成癮藥物濫用，其感染愛滋病毒的機率則較高(11)。 

另，國內的研究發現指出，使用社群網路交友，或是使用智慧型

手機的交友軟體，對於年輕族群而言，增加了尋求發生性行為，包括

涉及不安全性行為與非法用藥的機會，亦增加愛滋感染之風險，也造

成因不安全性行為而感染愛滋之疫情居高不下的原因。 

(三) 成癮藥物濫用增加，提高不安全性行為之風險 

近年來藥物濫用人口有愈來愈多之現象，其中搖頭丸、K 他命、

大麻、RUSH 等成癮藥物之使用趨勢明顯增長，且使用藥物後容易在

無自制能力下發生不安全性行為，進而增加感染愛滋等性傳染病的風

險。 

而針對使用成癮藥物者進行研究指出，他們並非僅是「尋歡作

樂」而已，還有生理、心理、社會等多重需求。依據本部疾病管制署

疫調資料顯示，男男間性行為之愛滋感染者，使用成癮藥物比例由

99 年的 8.4% 上升至 101 年的 14.5%。於 102 年，有關男男間性行

為者合併使用成癮藥物情形的調查結果顯示，有 21.3%受訪者在性行

為時有合併使用成癮藥物(29)，與國內成功大學醫療團隊的男男間性

行為者網路問卷調查結果(30)一致，而依據國內陳宜民教授於 102 年

之研究結果(31)，近 5 成受訪者曾使用過成癮藥物，其中有使用藥物

的受訪者中，高達 8 成的人承認性行為過程中非每次使用保險套，明

顯較沒用藥之受訪者偏高，亦顯示使用助興的成癮藥物，會降低自我

控制能力，而提高不安全性行為之風險，亦增加了愛滋感染的機會。 

(四) 易感族群篩檢意願不高，延遲診斷之比例偏高 

根據研究指出，感染者診斷為愛滋感染者後，會減少 68%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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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行為之發生，且透過規律之治療，可降低感染者體內之病毒量，

亦會減少傳染愛滋病毒給其他人之機會，因此，在公共衛生層面上，

提高篩檢率可有效降低愛滋病毒傳播之機會(32)。然，由於部分易感

族群不認為自己處於高風險，或是擔心後續面對歧視、隱私受侵犯及

就業權益受損等狀況，因此，常不願早期主動接受檢驗(33)，估算國

內截至 103年累計存活人數為 32,000人，其中只有 24,073人被通報，

仍潛藏 7,927 人(約占 25%)不知自己的狀態或是尚未被通報，而依據

103 年國內疫調資料顯示，愛滋感染通報個案自述於診斷前有接受匿

名篩檢之比率占 36.9%；另分析國內近 3 年通報資料，4 成新通報個

案係因症就醫；而100年新增愛滋通報個案於通報後3個月內發病者，

占當年度通報人數的 26.2%，於 103 年增加至 30.3%，顯見國內延遲

診斷之狀況仍有增多之趨勢。 

(五) 醫療服務可近性不足，影響感染者連結至醫療體系 

自 86 年起，國內引進雞尾酒療法(HAART)，愛滋感染者之存活

年限已大大延長，然，考量愛滋醫療之專業性，及強化感染者之自我

健康管理機制，其醫療服務均透過愛滋病指定醫院提供，雖然提高愛

滋醫療服務品質，但也因此使得愛滋醫療服務無法普及。 

為提高感染者就醫之可近性，指定醫院的家數逐年增加，從 100

年的 45 家增加至 104 年 59 家，讓每個縣市幾乎都有愛滋指定醫院，

然累計愛滋感染存活人數從 100 年 18,661 人，增加至 103 年 24,073

人，共增加 5,412 位感染者，然，以現有之醫院家數及分布，感染者

取得醫療服務之便利性仍受到限制，也會影響感染者就醫意願。 

(六) 「以治療作為預防(TasP)」仍有落差，防疫效能受限 

自 100 年起，以治療作為預防（Treatment as Prevention, TasP）

策略開始被廣泛認同是愛滋的最有效防治手段之一，根據國外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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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用抗愛滋病毒藥物治療，能減少愛滋病毒傳染風險至少達

96%(17)，國際組織及各國政府均著手致力於推動全面提升服藥人數。 

為提供國內愛滋感染者良好之醫療品質，自 86 年即開始提供感

染者免費 HAART 治療，而感染者當年度有就醫之比率從 100 年 86%

上升至 103 年 90.4%，而有持續就醫之比率則從 100 年 75.3%增加至

103 年 79.1%，若以性別分析持續就醫情形，發覺男性持續就醫比率

為 79.5%，女性為 73.7%，進一步分析感染者不持續就醫之原因，則

發現有 56.6%不願回診之感染者，認為沒有任何不適感；有 36.1%的

人則表示，沒有時間就醫或回診拿藥，而不願回診之感染者對於愛滋

相關知能，亦明顯較有規律就醫之感染者差，顯見仍應持續加強提供

感染者相關衛教訊息，以提高就醫率，並增加 TasP 之成效。 

另，由於累計愛滋感染者持續增加，醫療費用亦逐年大幅成長，

但近年本部疾病管制署之預算並未隨之增加，導致持續積欠中央健康

保險署鉅額費用，預計 104 年底將累計達到 100 億元，未來每年經費

需求至少 40 億元，鉅額資金缺口嚴重排擠其他防疫需求，雖然愛滋

條例於 104 年 2 月 4 日完成修正發布，自 106 年 2 月 4 日起感染者確

診開始服藥二年後之愛滋醫療費用將回歸健保給付，但對於健康保險

未給付之項目及民眾應自行負擔之費用，仍需由本部疾病管制署支付，

加上累計之醫療費用缺口，未來仍須努力撙節醫療費用支出。 

此外，為撙節藥費支出，疾病管制署已實施多元藥費控制策略，

但也使得感染者可優先選擇之處方無法達到先進國家水準，伴隨而來

的初期服藥順從性下降亦可能對疫情有所衝擊。而在經費嚴重不足的

情況下，更無法將 TasP 擴展至針對易感族群之暴露前預防性投藥

(PrEP)及非職業性暴露後預防性投藥(nPEP)策略，亦使防疫效能無法

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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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感染者對長期照顧之需求增加 

由於目前 HAART 藥物可有效延長感染者之存活壽命，因此，感

染者之累積人數愈來愈多，年長之存活感染者人數亦愈來愈多，其長

期照顧及安置之需求隨之增加，依據本部疾病管制署資料顯示，年齡

大於 50 歲之感染者占總存活人數之比率，從 94 年 8.3%增加至 103

年 13.3%，顯見有關感染者之長期照顧問題，已刻不容緩。 

然，目前國內長期照顧服務人員，對於愛滋之認知普遍不足，

對感染者更是存有恐懼或歧視的態度，進而不願或害怕照顧感染者，

也造成有需要的感染者常無法找到適合之長期照顧服務，不論是居家

式、社區式或機構式的服務，因此，應加強第一線工作人員相關知能，

去除其對於愛滋感染者之歧視及恐懼，才能提供符合感染者需求之長

期照顧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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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參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一) 運用疾病管制署 1922 諮詢專線、署長信箱、全球資訊網頁及發

布新聞稿等方式，作為民眾與疾病管制署對於愛滋防治政策之

溝通橋樑。 

(二) 民國 100 至 103 年，每年均透過民意調查方式，針對國內相關

族群之民眾，對於我國愛滋防治之認知及瞭解進行調查，其結

果亦作為政策調整之參考依據。 

(三) 本計畫籌劃過程，邀集公共衛生、愛滋臨床醫療、新聞媒體及

法律等領域之專家學者，透過召開會議，對本計畫提供審議建

議，使未來愛滋防治政策規劃之內容能更臻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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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目標說明 

    參考國外先進國家之指標，並響應 UNAIDS 規劃於 2020 年達到之

目標(16)，訂定本期計畫努力之方向： 

 （一）總目標 

降低愛滋病毒傳播率達 5% 

 （二）績效指標 

1. 提升民眾對於愛滋防治之正確認知率達 85% 

2. 提高感染者知道自己感染狀態之比率達 90.5% 

3. 提高感染者有服藥比率達 90.5% 

4. 提高服藥之感染者病毒量檢測不到之比率達 90.5% 

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 愛滋仍有污名及歧視 

雖然經過相關單位持續的努力，社會大眾對於愛滋已漸漸地

改觀，但還是有部分民眾，對於愛滋存有恐懼及歧視。我國於 79

年 12 月 17 日訂定「後天免疫缺乏病毒防治條例」，在 96 年 7 月

11 日更名為「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

例」，並增列許多感染者之權益保障事項，該條例部分條文修正案

亦於 104 年 2 月 4 日公布施行，每次修法均為感染者之權益保障

往前邁進一大步。 

雖然努力以法律規範維護感染者之相關權益，但由於部分民

眾對於愛滋病仍存在錯誤的認知及刻板印象，民眾對於感染者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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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完全接受，亦造成有愛滋感染風險者不敢篩檢、不願就醫，

而影響其後續醫療及照護，若此狀況無法改善，則會影響愛滋防

治之成效，因此，還須透過不斷的宣導及長期的教育，才能確實

減少大眾對於愛滋之污名及歧視，進而達到愛滋防治之目的。 

(二) 目前尚無預防的疫苗及可治癒的藥物 

自從何大一博士於 85 年將雞尾酒療法(HAART)運用於臨床，

我國自 86 年起，由政府提供雞尾酒療法，亦使感染者之發病率

及致死率明顯降低，同時有效提高其生活品質。 

雖然愛滋感染者服用 HAART 藥物，能有效延長壽命，但目

前仍無有效預防及治癒愛滋感染之方法，感染人數依然持續攀升，

雖然全球積極推動「以治療作為預防策略(TasP)」，藉由控制感染

者之病毒量，遏止愛滋病毒蔓延，然，醫療費用支出卻是龐大之

負擔。 

目前全球相關醫藥及產業界仍持續投入大量的資源，努力研

發能有效預防愛滋感染的疫苗及治癒之藥物，以期終止愛滋病毒

之蔓延。雖然何大一博士於 103 年研發出長效的注射藥物，並已

通過動物實驗，但愛滋病毒變化多端，加上影響人類免疫系統之

機制複雜，未來要研發出預防愛滋感染之疫苗及可治癒之藥物，

仍面臨很多的挑戰及困難。 

(三) 安全性行為不易落實 

一般大眾對於愛滋病毒之傳染途徑及相關防治概念，均有基

本的了解，也知道保險套是預防愛滋感染之最佳方法，但是，若

提到要落實安全性行為，卻常常知易行難。 

依據國內縣市衛生局於 103 年針對大專院校學生對愛滋防治

認知之調查，發現 92%受訪者知道愛滋感染主要傳染途徑是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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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行為，但卻有 53%的人沒有每次使用保險套，甚至有 1 成受

訪者從未使用過，進一步分析沒使用保險套之原因，53%受訪者

信任對方沒有感染性病，21%則係因為手邊沒有保險套。 

由於性行為具有高度隱私性，即使不斷宣導，民眾仍有可能

因為個人喜好或對方要求，於發生性行為時沒有使用保險套，增

加感染的風險，也造成防疫措施介入的困難。 

 

三、績效指標、衡量標準及目標值 

項目 衡量標準 
年度目標值 

106 107 108 109 110 

總目標 

降低愛滋

感染之傳

播率 

1. (當年度新增通報之愛滋

感染人數) / (所有通報

之 感 染 者 存 活 人 數 ) 

×100% 

2. 103 年為 9.3%  

8.5 8 7 6 5 

績效指標 

15至 49歲

民眾對於

愛滋病觀

念正確認

知率 

1. 依據調查研究結果 

2. 103 年針對 15-49 歲男性

之調查，對於愛滋知識的

正確認知率為 71.5% 

75 78 81 83 85 

已感染者 1. (當年所有通報之感染者 78 82 86 90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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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

感染狀態

之比率 

存活人數) / (估計當年

存活之感染者人數
註 1) 

×100% 

2. 103 年為 75.2%  

感染者有

服藥之比

率
註 2 

1. (當年度通報感染者服藥

人數) / (當年通報感染

者存活人數) ×100% 

2. 103 年為 73.3%  

79 82 86 90 90.5

服藥之感

染者病毒

量檢測不

到之比率
註

3 

1. (當年服藥感染者體內偵

測不到病毒量人數 ) / 

(當年通報感染者服藥人

數) ×100% 

2. 103 年為 86.7%  

88 88.5 89 90 90.5

註 1：當年存活之感染者人數：以 workbook 2007 軟體估得高危險族群存活感染人數，

並據此估算當年存活之感染人數。 

註 2：「感染者有服藥之比率」：以年度為單位，以截至該年年底仍存活之個案為分母，

統計該存活個案中有服藥治療之比率。 

註 3：「服藥之感染者病毒量檢測不到之比率」：依循 UNAIDS 定義將病毒量<200 copies/ml

之感染者定義為測不出病毒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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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現行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一、愛滋防治第一至五期計畫 

期程 期間 背景 策略 

第一期 

(3 年) 

83~85 年 82 年以前愛滋個案數不到

500 例，其中 95%為男性，

傳染途徑以不安全的性行

為為主，尚無治療愛滋病

的藥物。 

以衛教宣導為重點，期減少新感染個案的

發生。在防治體系部分，積極延攬專家學

者成立諮詢委員會提供研訂政策建議，並

指定臺大醫院等 12 家醫院為指定醫療機

構，建置愛滋病防治網絡，培植專業人才，

加強感染者醫療照護。 

第二期 

(5 年) 

86~90 年 愛滋病毒感染個案在世界

各地均為向上攀升的趨

勢；國內依據感染個案分

析，除個案數增加外，異

性間性行為感染人數增

加，夫妻間感染對數增

加，其傳染更容易擴散至

一般民眾。 

除賡續前期防治工作外，並加強易感族群

篩檢及監測，掌握感染源頭，並擴大對特

定族群衛教宣導，以防止疫情蔓延，並積

極培訓專業人才，提升醫療照護品質。 

第三期 

(5 年) 

91~95 年 世界感染愛滋病毒的人數

持續增加，亞洲地區被世

界衛生組織宣佈為繼非洲

之後下一個疫情嚴重的地

區，我國身處亞洲與東南

亞各國往來密切，愛滋病

防治工作刻不容緩。 

由於醫療技術的發展，新的藥物治療方式

降低感染者的死亡率，使愛滋感染者的醫

療保健需求逐漸增加，追蹤治療與長期照

護的需求亦逐漸浮現，故第三期計畫除延

續並擴大辦理第二期計畫的衛教諮詢與篩

檢監測等策略，提升衛教與篩檢服務層面

之外，亦加強個案管理與追蹤，提升感染

者的醫療與社區照護服務。 

第四期 

(5 年) 

96~100
年 

鑑於注射藥癮者感染愛滋

人數驟增，聯合國和世界

衛生組織提出嚴重警告，

當愛滋病毒散佈到注射藥

癮者時，疫情將面臨爆炸

性的成長，加上該族群又

為年輕族群，為購買毒品

可能從事性交易，種種社

會現象使得愛滋病防治工

作更加艱鉅複雜。 

由於我國愛滋病流行趨勢因注射藥癮者共

用針具而丕變，女性感染人數增加，衍生

母子垂直感染的風險，故第四期計畫除延

續並擴大辦理第三期計畫的衛教宣導、篩

檢諮詢及感染者醫療照護等策略，更積極

結合相關部會與民間團體的力量，共同推

動防治工作，且積極推動藥癮愛滋減害計

畫，加強女性相關防治策略及接觸者追蹤

管理，同時強化感染者之社會支持功能，

提升長期照護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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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期間 背景 策略 

第五期

(5 年) 
101-105
年 

因性行為感染人數成長迅

速，尤其是男男間性行為

者，且呈現年輕化趨勢，

加上國內愛滋醫療照護的

進步，感染者存活人數持

續增加，更凸顯感染者預

防策略、個案管理與照護

工作的重要，以及國家需

逐年增加支付感染者龐大

醫療費用的困境。 

由於愛滋感染趨勢，以男男間性行為者為

主，因此，第五期計畫以個案預防、個

案發現及個案管理與照護為主要架

構，積極推展全方位之防治工作，相關策

略包括：男男間性行為者及年輕族群之預

防策略；加強個案管理與追蹤輔導效能，

針對愛滋病毒檢驗陽性個案即時介入，並

給予衛教諮詢與輔導、支持與協助及轉介

醫療；落實感染者預防策略，避免傳染於

人；規劃兼顧社會公平及去歧視化之醫療

給付方式，以解決公務預算支付愛滋醫療

費用不足之困境。 

 

二、前一期（第五期）計畫防治政策及檢討 

（一）愛滋防治體系 

 1.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會 

為有效推動愛滋防治工作，於 90 年成立「行政院愛滋病防治

推動委員會」，並於 96 年 11 月更名為「行政院衛生署愛滋病防治

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會」（以下簡稱保障會），依「衛生署愛滋病防

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會設置要點」規定，由本署署長擔任召集人，

邀集感染者權益促進團體、民間機構、學者專家及 13 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代表參與，每六個月召開一次會議，進行各項愛滋防治及感

染者權益保障事項宣導，愛滋病防治未來研究、發展方向及國際合

作之規劃與諮詢，作為愛滋病防治政策之參考。 

因應政府組織改造，於 102 年 7 月 23 日衛生署更名為衛生福

利部，依「衛生福利部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設置要點) 規定，由本部部長擔任召集人，邀集民間團體、

感染者權益促進團體學者、學者專家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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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內政部、外交部、國防部、教育部、經濟部、法務部、交通部、

勞動部、行政院大陸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

及本部），每六個月召開一次會議，並依設置要點規定，有關愛滋各

項議題，落實先依議題特性分別於政策、衛生教育、權益保障及臨

床檢驗等 4 個工作小組進行討論，有初步決議後再於保障會中進行

確認，不僅利於委員可針對各議題提出具體指導及建議方向，亦可

更有效結合各部會之資源及力量，以確實達到保障會推動之效益，

歷年討論內容包括感染者隱私權、工作權、就醫權等各項權益保障、

愛滋病防治、醫療照護、檢驗技術、衛生教育宣導等議題。 

2.衛生行政單位 

目前愛滋防治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福利部，由疾病管制

署負責推動愛滋防治各項業務，各縣(市)之主管機關為各縣(市)政府，

由各縣(市)政府衛生局為權責單位。 

然，一直以來，各縣(市)衛生局同仁之業務負擔本來就繁重，

加上近年來天災人禍及新興傳染疾病頻傳，衛生局同仁疲於奔命，

長期壓力不僅造成人員流動率高，人力明顯不足，也使得人員素質

參差不齊，而部分縣市之防疫經費亦不足，使得防疫工作受限，相

關經費仍需由本部疾病管制署持續補助，才能推動順遂。 

3.指定醫事機構 

依據愛滋條例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感染者應至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之醫療機構接受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治療及定期檢查、檢

驗。」，並訂定「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指定醫事機構指定原則」，據以

規範醫事機構之相關資格，及每年應接受之教育訓練時數，以提供

愛滋感染者檢驗、預防及治療服務。 

截至 104 年，國內共計有 59 家醫院為人類免疫缺病毒指定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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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機構(其中 3 家為部立精神療養院 )，可提供愛滋病感染者及其

接觸者之醫療服務。為了增加非都會區指定醫院之合作家數，

鼓勵各縣 (市 )政府依實際需求增設指定醫事機構，由地方主

管機關經評估有指定之必要者，依權責輔導當地醫療院所

完備醫療人員、設備及相關服務措施等，函送本部逕行指

定，以增進醫療可近性，提高感染者就醫意願。  

4.民間團體 

由於愛滋易感族群及愛滋感染者之愛滋防治工作，非單靠政府

單位及醫療機構就可達成，且感染者較一般人會面臨到更多困難及

壓力，因此，需要國內愛滋相關民間團體長期介入提供協助，而國

內共計約有 16 家愛滋相關民間團體，均長期協助政府辦理愛滋防治、

衛生教育宣導，亦聘有專業醫護人員、社會工作師、心理師等，提

供個案輔導、篩檢諮詢等服務，另依感染者需求，提供其相關急難

救助及諮詢，並保障其相關權益。 

其中，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益促進會、台灣關愛之家協會、

台北市愛慈基金會、台灣露德協會、台灣紅絲帶基金會等團體，組

成修法聯盟，並長期關注愛滋防治及感染者之權益，順利促成 104

年愛滋條例修正案，為我國愛滋防治寫下重要里程碑；台灣預防醫

學學會-希望工作坊自 72 年起，每年均辦理「國際愛滋燭光紀念活

動」；台灣紅絲帶基金會每年辦理「愛滋感染者現身說法」校園宣導

活動，並於每年 6 月 27 日世界愛滋篩檢日前夕辦理宣導活動，提醒

大眾重視愛滋篩檢；台灣減害協會則協助藥癮更生人融入社會，回

歸正常穩定生活，也為出監藥癮個案提供輔導與關懷協助，協助連

結社會福利資源。 

另，部分民間團體亦長期致力於愛滋感染者之長期照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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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疾病管制署於 101 年至 104 年持續補助台灣關愛之家協會、台

北市愛慈社會福利基金會及台灣露德協會等團體，提供感染者相關

個案管理照護服務方案，協助感染者安置與照護，使其獲得更好的

生活品質。 

然，由於感染者年紀漸長，感染者長期照顧及安置之需求愈來

愈多，雖然前述提到少數機構（如：台灣關愛之家協會、台北市愛

慈社會福利基金會等）提供感染者長期服務及安置之服務，卻也遇

到機構立案困難的問題，雖然 103 年已協調由本部附屬醫院附設護

理之家中成立 13 家「愛滋感染者照護示範機構」，但仍難以提供符

合感染者需求且合法之安置場所，未來將使感染者長期照顧面臨愈

來愈大的考驗。 

（二）因應實際需求，法規修正及執行 

愛滋條例自 79 公布施行迄今，歷經 7 度修正，最近一次於 104

年 2 月 4 日完成修正，使得愛滋病毒感染者之權益保障及愛滋病防

治工作更加完善，該次修正重點包括： 

1. 為因應國際人權趨勢，取消非本國籍愛滋感染者之入境及停留、

居留限制，使我國得與國際上大多數的作法一致。 

2. 基於國際趨勢已將愛滋感染視為慢性病，並使其與其他慢性疾病

之醫療趨於一致，故於「愛滋分類照顧，醫療防疫合作」之政策

下，強化各級主管機關及醫事機構執行篩檢及預防措施，並修正

感染者治療義務及醫療費用由公務預算支應之原則。 

3. 考量醫療上應立即評估進行預防性投藥或治療之必要性，增訂無

需取得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理人同意，醫事人員即得採集檢體進

行愛滋病毒檢測之情形。 

另，因應愛滋條例修正，已配合修正「有接受人類免疫缺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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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檢查必要者之範圍」、「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療費用補助辦

法」及廢止「感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者申覆審議作業要點」，並刻正

修正「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權益保障辦法」等授權規定。 

  (三)不同族群之防治策略 

1. 男男間性行為者 

近幾年國內愛滋感染之危險因子，均以男男間性行為者為主，

因此，對於該族群之防治策略，一直是國內愛滋防治策略之重點項

目。 

為能提供男男間性行為者愛滋篩檢諮詢服務，持續補助民間團

體至其聚集場域進行愛滋防治外展服務工作，包括：同志三溫暖及

夜店、酒吧、健身房等場所，服務項目為提供衛生教育、愛滋匿名

篩檢及諮詢等，期望能直接接觸到該族群，提供正確的認知，並增

加其篩檢可近性。 

另，為能深入社區營造健康環境，提供男男間性行為者之健康

促進服務，進而加強其採取安全性行為，自 99 年起，本部疾病管

制署持續與民間組織合作，於全國設置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辦

理健康講座、焦點訪談、網路互動、電話諮詢服務等相關服務，及

提供愛滋、梅毒快速篩檢諮詢、陽性個案陪伴就醫及個案管理等服

務，截至 103 年底，共計 5 家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平均每月服

務約 3,000 人次，來訪者對中心滿意度高達 9 成以上。近幾年各中

心服務總訪客人數及至各中心進行愛滋諮詢篩檢者人數逐年增加，

分別由 101 年 5,992 人及 2,228 人，提升至 103 年 6,334 人及 2,337

人。 

而分析 101 年針對男男間性行為者所做的問卷調查發現，約有

5 成左右的同志朋友聽過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而聽聞過同志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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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社區服務中心的人當中，有 5 成左右的人表示有去過，並且去過

者有高達 9 成表示會推薦朋友去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顯示同志

健康社區服務中心的服務確實受到該族群的接受與認同，但是在推

廣上仍待加強。 

另，為符合同志社群需求且因地制宜之愛滋防治介入措施，持

續與各縣(市)政府合作共同建置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目前已完

成建置臺南市等共 15 間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提供多元性別友

善的環境及健康服務，並且突破空間的限制，利用電話、網路及應

用軟體等管道(如 Line、臉書等)，使同志族群獲得適當愛滋介入服

務的比率能持續提升，並透過同志交友手機應用軟體(APP)露出健

康促進的宣導訊息。 

而隨著網路資訊化及智慧型手機之普及，男男間性行為者之社

交管道已由傳統的實體社交跨足至網路世界，除了利用社群網路平

台認識性伴侶，也擅用手機 APP 交友軟體，如 Jack’d、Grindr、Hornet

等進行約會、尋找性行為伴侶或約趴等活動，因此，透過這些社群

網站及手機交友軟體進行衛教宣導，是愛滋防治介入之可行方案。 

為了傳遞正確的愛滋防治認知，本部疾病管制署持續網路交友

平台（如拓峰及 UT 聊天室）進行愛滋防治宣導，並設置愛滋匿名

篩檢之連結，讓有發生風險行為之民眾，主動連結至網站進行篩檢；

而 103 年亦開始培訓同儕教育員，透過臉書、同志交友網站或 APP

等管道，進行網路約炮安全性行為或愛滋防治宣導，共計培訓 167

位同儕教育員，發布 155 篇網路愛滋防治宣導文章；於男同志網路

交友網站或交友 APP 主動留言，提供 1,422 則正確防治訊息，期望

透過同儕教育員之主動宣導策略，減少其因發生不安全性行為而感

染愛滋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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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同志族群不易觸及，尤其於社群網站及交友軟體盛行後，

使得政府單位針對該族群之介入措施更加困難，因此，除了持續以

現有機制進行相關防治工作外，應發展更多以網際網路為基礎之創

新介入方案，以宣導篩檢及暴露前後預防性投藥等訊息，並降低其

感染愛滋之風險。 

2. 年輕族群 

截至 103 年 12 月底，國內累計通報 28,711 例本國籍感染者，

以年齡別來看，主要以青壯年族群為主，又以 25-34 歲年齡層為最

多，然，值得注意的是，15-24 歲族群之每年新增感染人數自 97 年

起開始攀升，由 97年的 379人增加至 101 年 686 人，5年增加 81%，

成長幅度居各年齡層之冠，近幾年該族群呈現稍微下降趨勢，然，

其每年新增感染人數僅次於 25-34 歲族群，若以 103 年為例，15-44

歲占所有感染者約 9 成，其中 15-24 歲占了近 3 成，故應針對年輕

族群加強各項防治工作，以避免其感染疫情持續增加。 

由於年輕族群感染個案多為學生身分，故積極透過校園進行宣

導，期望能傳遞正確愛滋相關認知，進而讓學生學會保護自己並採

取安全性行為，除了運用跨部會的力量，透過教育部從上而下要求

各級學校配合辦理愛滋相關防治宣導工作外，各縣(市)政府亦透過

跨局處整合，結合教育局及各級學校之資源，推動在地化且創意之

校園愛滋宣導活動，以提高師生對愛滋防治之重視。 

而本部疾病管制署亦推動多項全國性青少年防治策略，於 96

年起持續委託台灣紅絲帶基金會辦理「走向陽光關懷愛滋」愛滋感

染者現身說法校園宣導活動，加強學生作好自我保護觀念，勿重蹈

覆轍，同時培養學生對於愛滋病關懷及接納之態度，在友善之校園

環境中，保障校園中愛滋感染者之受教權，維護其生命尊嚴，每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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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許多師生，執行成效良好；另，歐巴尼紀念基金會於 102 年開

始辦理「全國國民中學學生愛滋防治戲劇表演競賽」，藉此活動促

使學校加強愛滋防治之教育宣導，並期許能提升青少年之愛滋防治

知能，降低感染愛滋之風險。 

另，由於年輕族群多透過網路認識朋友，為了加強年輕族群愛

滋防治之正確概念，已透過多元管道，並持續透過新興媒體，如臉

書、Twitter、Plurk 等，以圖片及簡易文字宣導愛滋防治，並不定

期與年輕朋友喜愛的代言人，拍攝多種宣導短片，透過手機交友軟

體及其他宣傳管道，提供愛滋相關之健康促進廣告，切入該族群之

社群網絡，吸引年輕族群之注意，並創造討論話題，提高宣導效益。 

然，由於目前社群網站及手機交友軟體愈來愈盛行，年輕人透

過網路發生不安全性行為之情形益加嚴重，因此年輕族群之防治工

作仍應持續加強，才有機會遏止年輕族群之愛滋感染疫情。 

3.注射藥癮者 

為了防範注射藥癮者因共用針具或稀釋液而可能感染愛滋病

毒或其他血液傳染疾病，自 94 年起開始實施減害計畫，包含衛教

及監測篩檢諮詢服務、清潔針具計畫及辦理替代治療，以降低因注

射藥癮而感染愛滋的人數。 

清潔針具計畫主要提供毒品使用者清潔注射針具與稀釋液及

回收使用過的注射針具服務，給予正確的衛教諮詢與轉介治療資訊，

並擴大戒毒網絡，協助毒品病患及其家人接受愛滋病毒篩檢。統計

至 103 年底，全國 22 縣市設置之衛教諮詢服務站共計有 865 處，

針具自動服務機共計 413 台，而 103 年清潔針具服務數量為 27 萬

3,986 人次，發出針具 367 萬 2,133 支，針具回收率達 96.5%。 

為使無法馬上戒毒之藥癮者，減緩注射毒品對身心的傷害，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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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因共用針具注射毒品而傳染愛滋病毒的機率，故同時推動替代治

療，截至 103 年底，全國共有 102 家服務醫院及 45 間給藥點提供

替代治療服務，103 年補助愛滋個案服藥人數共計 1,907 人，其服

藥人日數 51 萬 5,259 人日。 

推動減害計畫等措施後，建立起良好的跨部門合作模式，95

年起愛滋疫情首度反轉，96 年後因注射藥癮感染人數持續下降，

占當年新通報個案數之比例由 94 年的 71.7%降至 98 年的 11.3%、

103 年的 2.5%，顯見該計畫已獲得具體成效。 

而國內於 104 年有發現 31 位共用牛奶針「丙泊酚（Propofol）」

感染愛滋的事件，經調查為藥癮者使用牛奶針會昏睡，因無法分辨

未使用完畢的藥物和針具是誰的，其他人再共用其針筒及藥水而導

致。由於近年來牛奶針被藥癮者濫用，行政院已於 104 年 3 月 26

日公告已將其列為第四級管制藥品，本部疾病管制署亦已加強各項

宣導措施，以避免藥癮者透過此管道感染愛滋。 

4. 婦女與兒童 

(1) 婦女防治策略 

以全部愛滋感染者之性別分析，男女比約 15:1，而以 103 年

當年通報資料來看，男女性別比則為 36:1。惟因女性的生殖構造使

得女性在本質上更容易感染愛滋病毒，特別是年輕女性，且女性較

男性感染愛滋病毒的機會高出一倍，因此仍應著重於女性之愛滋防

治。 

而對於年輕女性之愛滋病防治，除了要針對一般青少年加強

愛滋防治及兩性教育，並輔助學校教育宣導，積極推動健康促進學

校計畫，透過相關介入方案，提醒做好自我保護，延遲第一次性行

為的發生，同時利用各種管道，呼籲女性主動要求性伴侶使用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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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建立自我保護之觀念。另為避免特殊社群之弱勢女性成為愛滋

易感族群，透過愛滋防治講習及加強矯正機關愛滋病防治宣導，以

降低其透過不安全之性行為或危險行為傳染給其他人。 

另，由於外籍配偶人數日益增多，基於國際人權之考量，為

維護外籍人士自由遷徙之權益，並兼顧社會人倫及家庭完整性，已

於 104 年 2 月 4 日公布愛滋條例部分條文修正案，刪除外籍愛滋感

染者入境及停居留限制，以保障感染愛滋病毒之外籍或大陸配偶繼

續停居留之權益。 

而為預防外籍配偶感染愛滋，透過外籍及大陸配偶建卡管理，

由各縣(市)衛生局輔導初入境無健保孕婦，對產檢及免費孕婦愛滋

篩檢資源之運用，並提供外籍配偶健康服務及定期訪視，提高外籍

配偶自我保護意識。另透過外交部駐外館處辦理「外籍配偶入國前

輔導講習」，或內政部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理「新住民生

活適應輔導班」時，加入愛滋病預防與「權益保障」等相關課程及

諮詢，並於「外籍配偶及大陸配偶在臺生活相關資訊簡冊」，提供

愛滋衛教之相關資訊。 

另為了解女性感染者之感染因素，應持續針對所有女性感染

者進行性別統計資料分析，包括：生育年齡婦女、女性注射藥癮者

等對象，以即時介入加強防治，並使感染者獲得妥善醫療照護及生

活品質。有鑑於女性感染者半數為注射藥癮者，該族群之就醫率較

其他危險因子偏低，故由個案管理師早期協助及教導感染者定期就

醫，並轉介接受美沙冬治療，以降低其藥癮。另，推動民間團體與

愛滋病指定醫院入監提供服務，透過衛教、諮詢及管理服務，提升

感染者出監後之規則就醫率及服藥順從性。 

 (2) 預防母子垂直感染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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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03 年底，我國累計通報存活之女性感染者共 1,452 人，

年齡介於 15-49 歲者占 85%，且女性感染者高達 8 成以上為育齡婦

女，因此針對女性感染者之非計畫性懷孕應加強預防措施，並同時

預防愛滋病毒透過母嬰傳播給下一代。 

我國自 94 年開始推展愛滋母子垂直感染防治策略，以篩檢、

醫療及照護等三方面，建構母子垂直感染防疫網，以杜絕愛滋母子

垂直感染。自相關防治政策推動以來，每年約提供 20 萬名孕婦免

費愛滋篩檢服務，截至 103 年底總計篩檢出 95 例新通報感染愛滋

的孕婦，感染愛滋病毒的孕婦接受預防措施的比率超過 90%以上，

母子垂直感染通報人數逐年下降。 

透過母子垂直感染防治策略，提供懷孕愛滋病毒感染者預防

介入措施，配合生產前後藥物治療，透過愛滋病指定醫院之個案管

理師，加強其懷孕期間藥物服用之諮詢與衛教，使其能規則服藥，

並減輕懷孕的不適。同時補助無健保身分之感染愛滋病毒孕婦剖腹

產手術醫療費用，以提升醫療資源之可近性，更保護嬰兒於周產期

中免於感染愛滋病毒。 

另，本部疾病管制署自 97 年起辦理「疑似愛滋寶寶醫療照護

作業」，針對疑似感染新生兒，於出生後 6-12 小時內，開始提供預

防性抗病毒藥物治療，並由專人協助服藥6週，另提供母乳替代品，

以減少透過哺餵母乳可能導致 5-20%感染的機率，且由各縣(市)衛

生局定期追蹤採檢及監控服藥，以確保感染愛滋病毒孕婦所生之嬰

幼兒，免於母子垂直感染，獲得適當之醫療照護。 

然，目前仍會有少數女性感染者逃避追蹤管理，而這些失聯

之女性感染者大多為注射藥癮者，由於該族群於懷孕時易因使用毒

品造成生理週期不規律，不易發現懷孕，或因害怕曝光而不去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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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檢，導致錯失孕期預防性投藥之時機，而形成防疫漏洞；另，部

分女性感染個案因早產、急產或未至指定醫院生產，亦可能造成產

程中無法進行預防性投藥或剖腹產之預防措施，均是當前防治工作

面臨之難題。 

未來，除持續推展一般育齡婦女預防觀念，更應著重高危險

育齡女性或矯正機關女性收容人之防治教育；強化醫護人員敏感度，

主動針對疑似高危險臨產婦執行快速篩檢，以及時提供適當醫療處

置，摒絕母子垂直感染個案發生。 

5. 性病病患 

依據本部疾病管制署之統計資料顯示，發現部分愛滋感染者

於通報前曾罹患性病相關病史，亦有重複感染性病之情形，顯示感

染者於感染性病之後，仍持續發生不安全性行為，導致最後感染愛

滋病毒之憾事。而根據國外研究指出，提升性病病患之治療服務，

亦能有效減少愛滋感染的發生率(34)。 

為及早提供性病病患提供愛滋病毒諮詢及篩檢服務，本部疾

病管制署自 97 年起推動「性病病患全面篩檢愛滋病毒計畫」，並委

託本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代收代付，其提供衛教及篩檢服務人數從

101 年的 55,846 位增加至 103 年 118,202 位病患，其新增陽性率分

別為 0.5%及 0.3%。 

另，為強化性病病患醫療照護品質，本部疾病管制署亦自 99

年起委託感染科、泌尿科、家醫科、婦產科等醫學會辦理「愛滋病

及性傳染病門診品質提升計畫」，對於醫護人員辦理性病相關教育

訓練課程，及製作相關診治手冊，提升醫護人員對於性傳染病診治

及衛教諮詢之相關知能，並針對性病病患落實提供衛教諮詢、愛滋

篩檢及鼓勵其攜帶性伴侶就醫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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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建立友善性傳染病門診醫師名單，並依各專科特性訂

定友善性病門診指標，以建立符合性病病患需求之醫療環境，降低

其就醫障礙，提高其看診意願。截至 104 年 5 月底止，計有 1,309

位醫師加入本計畫為病患服務。 

此外，為有效遏止性病之傳播，本部疾病管制署透過上述計

畫，自 103 年起試辦「性伴侶感染風險告知服務」，請醫護人員針

對確診感染性傳染病之病患，能建議其攜帶性伴侶一併就醫，接受

性傳染病相關檢驗、診治及衛教諮詢服務。103 年共有 354 位性伴

侶透過本項服務至醫療院所接受性傳染病診治及衛教諮詢。 

由於性病與愛滋感染均透過不安全性行為感染，為避免性病

患者再度感染愛滋等其他性病，應持續加強針對性病患者落實進行

衛教服務及行為介入措施，鼓勵其採行安全性行為，並建立性病友

善醫療環境，提高性病病患提早就醫之意願，以藉此減少其感染愛

滋等其他性病之風險。 

6. 性工作者及其顧客 

目前國內具合法登記許可提供性工作服務之場所不到 10 家，

各縣(市)衛生局均以自治條例管理，並明訂每 1 至 3 個月應接受愛

滋及性病相關檢查，若罹患性病則不得接客。 

根據本部疾病管制署調查資料顯示，其實多數性工作者皆了

解性傳染病之傳播途徑及相關防護措施，但是在實際工作時，他

們仍會可能因為顧客拒絕使用保險套、工作場所未提供保險套等

因素，而無法落實安全性行為，因此，針對該等易感族群，仍需

持續加強相關防治工作。 

其中，針對警方查獲之非法性工作者，依據愛滋條例第 8 條

授權訂定之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及其他性病防治講習辦法，及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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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授權公告有接受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檢查必要者之範圍，規範性

工作者及其顧客應接受愛滋病毒篩檢及講習。101 年至 103 年警方

查獲性工作者及其顧客之篩檢及講習人數分別為 3,089 人、3,426

人及 3,760 人，陽性率為 0.13%、0.09%及 0.11%。 

此外，各縣(市)衛生局亦不定期派員至八大行業及按摩店等場

所，或是配合警察單位至八大行業進行稽查，請性工作者接受愛

滋病及其他性病衛教及篩檢服務，101 年至 103 年分別提供 55,489

人、65,191 人及 84,947 人衛教及篩檢服務，新增陽性率為 0.12%、

0.07%及 0.07%。 

另，本部疾病管制署持續補助日日春等民間團體，針對特種

行業推廣自我健康照護觀念，並加強其與顧客應對之技巧及能力，

以加強性工作者對於性病之認知及採取相關防治措施，提升防治

之成效。 

然，隨著社會之發展，性工作者的型態愈來愈多元，除了傳

統的性工作者模式，現在尚發展出不同經營模式，而目前能觸及

到的範圍仍然有限，針對該族群之愛滋防治成效亦受到限制，因

此，未來應發展創新策略，擴展介入之對象，以針對該族群提供

更完整之愛滋防治介入策略。 

（五）篩檢諮詢服務 

為鼓勵易感族群接受愛滋篩檢諮詢服務，以早期發現及治療，

自 86 年開始推動「免費匿名檢驗計畫」，並每年持續辦理多項檢驗

計畫，如孕婦、性病患者、役男、注射藥癮者、捐血中心、矯正機

關、全民檢驗等計畫，101 年至 103 年共計篩檢超過 750 萬人次。 

為共同凝聚社群對早期檢驗議題的共識及支持，以促進社群

的健康，參考國際作法，透過社群參與（Community Eng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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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至 102 年辦理「社群動員愛滋檢驗計畫」，總計篩檢 51,901

人次，發現陽性感染者 557 名，陽性率為 1.1%。 

另，為透過網路及實際生活場域，影響民眾對愛滋病的認知

及態度，並強化行為的改變，103 年推動「同儕教育員培訓計畫」，

共召募 244 名同儕教育員，計有 635 人次經由同儕教育員轉介至匿

名諮詢網完成風險評估，其中 487 人(76.7%)評估結果為具高風險

情形者，並有 190 人(39%)接受篩檢，其中有 20 人(10.5%)檢驗結

果為陽性，期望透過這些計畫之執行，喚起年輕族群之注意力，並

引發大家一起共同接受愛滋病毒篩檢。 

而為了提供民眾較具隱私且便利的檢驗方式，於 101 年至 103

年，本部疾病管制署提供唾液篩檢試劑，並透過 5 家同志健康中心

及部分匿名篩檢醫院寄送或發放給需要的民眾，讓民眾可自行在家

篩檢，陽性率為 1.1%，執行成效尚佳，未來可嘗試擴大推動，並

依該次執行成果檢討改善，以提高篩檢效益。 

由於近幾年延遲診斷之比率呈現些微上升之趨勢，因此，未

來應持續研議創新且符合易感族群需求之篩檢策略，才能提高其篩

檢意願，進而鼓勵他們及早篩檢、及早接受治療。 

另，為了加強工作人員對於愛滋篩檢之知能及處遇敏感度，

每年持續辦理 2-3 場愛滋篩檢諮詢之相關教育訓練，且避免部分偏

遠地區人員錯失接受進修的機會，自101年起，亦拍攝成影音教學，

放置於「傳染病數位學習網」，以供無法參與實體課程之工作人員

隨時可以進行線上課程。 

而為確保愛滋檢驗品質，自 98 年起針對有提供愛滋病毒檢驗

之醫療院所進行能力試驗，共計有 368 家接受酵素連結免疫吸附分

析 法 (Enzyme immunoassay, EIA) 及 顆 粒 凝 集 法 (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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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lutination, PA)檢驗方法測試，其一致性為 100%；有 33 家接受

西方墨點法(WB)檢驗方式測試，一致性為 95.8-100%；而 22 家接

受核酸檢驗測試(Nucleic acid testing, NAT)之一致性則為 100%，顯

見國內大型醫院和學術機構對愛滋病毒的檢測品質，均具有相當檢

驗水準；103 年則針對醫療院所進行愛滋核酸檢驗測試，並針對不

合格之醫療院所，進行實地訪視及輔導，以確保其檢驗品質。另，

每年亦定期召集專家學者檢討並修訂現行之愛滋病毒檢驗流程，以

提升檢驗效率及品質。 

（六）個案照護服務 

國內自 86 年開始免費提供感染者 HAART 藥物，目前由指定

醫院提供個案管理機制，提供感染者衛教資訊、諮詢及轉介等服務，

共同規劃服務內容及治療方式，增進疾病防治資訊連結與共享，使

感染者改變其行為模式並負起自我照護之責任，亦使其病情能獲得

控制，而有加入此計畫之感染者，其就醫率、服藥順從性之比率均

有明顯提升，執行成效良好。 

除愛滋指定醫院外，另補助民間團體辦理愛滋個案管理服務，

以提供個案資源整合之社區服務照顧，並持續強化現有之整合服務

平台，整合公衛、醫療與社區個案管理三方面之資訊，了解個案獲

得各方資源服務之狀況，以提供個案多元愛滋照顧服務。 

而由於醫療技術進步，大幅降低感染者之死亡率並延長其壽

命，累計感染人數日益增多，也造成醫療費用逐年升高，目前已面

臨公務預算嚴重短缺之困境，本部疾病管制署近年已致力於多元藥

價調控策略，綜合考量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指引建議及我國愛滋藥

品之市場供應狀況，透過藥價協商及集中採購，結合處方使用規範

規定用藥選擇優先順序，以及藉由第四類處方事前審查作業管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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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藥品使用狀況，達到減緩藥費成長的目的。 

惟因前揭各項策略之介入，亦多少影響及限制了感染者的用

藥選擇性，增加感染者於用藥初期因副作用引起的不適及轉換藥品

造成的不便。 

另，為利推動愛滋病與結核病之共病管理，自 102 年起，推

行｢HIV/TB合作模式管理」機制，針對15-49歲確診為結核病個案，

抽血進行愛滋病毒檢驗，希望透過中央及地方衛生機關建立合作模

式，分析與評估愛滋病及結核病共病的趨勢，亦增加 15-49 歲結核

病患進行愛滋病毒常規性檢驗之機會，103 年該族群之愛滋病毒檢

驗率達 88%，篩檢愛滋病毒陽性率為 0.6%。 

醫療照護是影響感染者生活品質之關鍵，如何在資源有限的狀

況下，提供感染者更有品質的醫療照護服務，鼓勵感染者及早且規

律服藥，阻卻傳染他人的途徑，是應持續思考的方向。 

（七）研究發展 

從 101 年至 104 年共執行 48 件愛滋防治相關研究計畫(含 3 件

整合型計畫)，內容包括愛滋病相關流行病學調查、開發愛滋病高危

險族群創新防治介入措施及成效評估、愛滋高危險群行為及認知等

社會學研究、國內愛滋病毒基因型及抗藥性監測與實驗室診斷技術

研究、抗反轉錄病毒療法及愛滋病預防性投藥等臨床研究。藉此提

升國內科學量能並促進愛滋相關研究合作團隊研發實力，同時以各

式大型在職訓練或研討會，擴大提升國內專業人才接受愛滋防治專

業知識之管道。 

其中，與台大醫院合作辦理愛滋病防治中心計畫，該計畫重要

目的係建立愛滋病診療、檢驗、教學、研究整合性的防治中心，重

點工作為結合全國愛滋病指定醫院醫療資源協力從事感染者流行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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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臨床診斷與檢驗、伺機性感染治療與預防、就醫意願、高危險

行為、治療之抗藥性及副作用等臨床與防治相關研究，其研究成效

對政策擬定之方向貢獻良多。 

另定期辦理「台北國際愛滋病研討會」，於 99 年及 102 年以「全

面照護、落實人權」及「逆轉愛滋，從我做起」為主題，邀請國內

外各領域的學者專家進行愛滋防治相關研究議題之探討，促進國際

交流並拓展研究視野。 

（八）國際合作 

每 2 年辦理「台北國際愛滋病研討會」及愛滋病相關國際論壇，

邀請國際相關領域之專家、學者、醫事人員等專業人士，於會中分

享最新研究成果及經驗，並展示我國愛滋病相關研究成果，進行交

流討論。 

而世界愛滋病會議及亞太地區國際愛滋病會議等國際最大規

模之愛滋相關會議，每 2 年舉辦一次，由各國專家、學者、防疫人

員等發表及交流愛滋最新研究成果及防疫經驗，本部疾病管制署亦

派員參與，不僅了解各國防治作為及經驗，以作為未來防疫政策之

參考，並分享我國防治經驗及成果，增加國際曝光度。 

為增加同仁之愛滋國際知能，亦積極參與愛滋相關之研習進修，

赴歐美等先進國家學習或進行雙邊合作，除了深入了解國外防治政

策推動的優缺點，並藉此提高同仁之國際視野。 

另，自 103 年與日本國立感染症研究所合作，了解國內愛滋感

染個案合併感染鳥型分枝桿菌群(Mycobacterium avium complex, 

MAC)之盛行率，以作為擬訂整合醫療服務及個案管理策略之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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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執行策略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一) 強化防疫體系及效能 

(二) 積極推動全民預防策略 

(三) 擴大篩檢及早期發現 

(四) 加強愛滋治療及照護 

(五) 研究發展 

(六) 擴展國際合作 

 

二、分期(年)執行策略 

執行策略/工作項目 
年度執行進度 

106 107 108 109 110

一、強化防疫體系及效能      

1. 強化中央各部會之合作      

2. 落實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分工      

3. 加強公共衛生及醫療單位之連結      

4. 強化長期照顧體系之功能      

5. 結合民間團體資源，拓展防治網

絡 

     

二、積極推動全民預防策略      

1. 提升全民預防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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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策略/工作項目 
年度執行進度 

106 107 108 109 110

2. 擬定行為介入計畫      

三、擴大篩檢及早期發現      

1. 強化愛滋篩檢服務量能      

2. 檢驗陽性個案即時介入      

    3. 確保檢驗品質      

四、加強愛滋治療及照護      

1. 增加醫療照護可近性      

2. 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      

3. 以治療作為預防策略(TasP)      

五、研究發展      

六、擴展國際合作      

 

三、執行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 強化防疫體系及效能 

1.強化中央各部會之合作 

為利愛滋防治工作之推動，定期邀集感染者權益促進團體、

民間機構、學者專家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組成「愛滋病

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會」，推動愛滋防治工作，並透過各部會

之平臺，宣導愛滋防治理念。 

透過保障會之運作，由各委員及各部會代表，定期就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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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治療照護及權益保障等議題進行溝通討論，並提供政策推

動之建議，而各部會除了運用現有之通路加強宣導及進行相關防

治工作外，依據愛滋條例第 7 條規定，各部會每年明定年度重點

工作計畫積極作為，並由各部會自行編列相關預算，共同合

作達成各項防治目標。 

為強化中央各部會之功能並愛滋防治工作，依設置要點規

定，落實依不同議題及任務不定期於各工作小組（包括：政策、

衛生教育、權益保障及臨床檢驗等 4 組）進行研討，並由委員提

供愛滋病防治政策相關諮詢，以強化各部會之合作機制及執

行成效。 

2. 落實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及分工 

依據現行地方自治精神，中央政府負責指定政策，並給予

地方政府必要之協助；各縣(市)衛生局則應配合中央政策，督導

所轄人員，確實執行各項防治工作，以達分層負責之目的。 

為利防治工作順利進行，由中央訂定全國性愛滋防治政策，

並透過跨部會及跨單位之合作，整合全國性資源，共同推動各

項愛滋防治工作，針對新訂或修訂之重要政策，分層召開相關

說明會議，使基層工作人員了解政策規劃之緣由及執行方式，

並隨時監測全國疫情變化，同時進行政策評估，以作為政策推

動之實證基礎及調整之參考依據。另，依據防治重點，訂定年

度考評指標及考核工作，以確保政策執行品質及落實度。 

而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

透過本部補助地方政府辦理之傳染病防治計畫，地方政府應將

中央補助經費納入年度預算外並編列相對預算，並提供年度預

算之佐證資料。以中央所訂防治政策作為主軸，因應地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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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及特性，結合在地政府與民間資源，及透過跨局處聯繫會

議，強化各局處之溝通機制，以訂定因地制宜之愛滋防治計畫，

並提高整體防治效益。 

3. 加強公共衛生及醫療單位之連結 

愛滋防治需公衛及臨床醫療緊密合作，透過個案管理系統，

協助個案連結至醫療體系，並持續就醫，若公衛體系及醫療單

位能雙向連結，個案管理師就能透過系統之紀錄，隨時掌握個

案之輔導及照護情形，透過雙邊合作機制，以有效控制個人病

情及整體疫情。 

為提供公衛及醫療端完整之雙向連結機制，定期辦理個案

諮詢討論會，由衛生單位及醫療機構共同參與，就個案之醫療

照護、生活輔導及困境等議題進行討論，不僅能提供感染者整

合性之照護服務，同時有效運用防疫人力，使每個環節皆能充

分配合與連結，以降低防疫漏洞。 

4. 強化長期照顧體系之功能 

為解決感染者長期照顧之問題，本部疾病管制署將加強與

部內相關單位（如：社會及家庭署、護理及健康照顧司）溝通，

除了協調本部附屬醫院附設護理之家，率先收置符合收容條件之

感染者外，未來亦將擴大示範機構名單，並針對第一線工作人員

辦理愛滋教育訓練，如於長期照顧服務員的教育訓練課程及醫事

人員之長期照顧課程中納入愛滋病防治相關知能、去歧視及防護

措施等內容，以提升第一線工作人員正確認知，並減低其對於感

染者之恐懼及歧視。 

另，為使有長照需求感染者得以獲得妥適安置，業已建立

具長照需求個案轉介作業流程，協處其社政福利補助資源，提昇



 

50 

 

感染者使用長照服務的可負擔性。針對感染者仍時有被機構拒絕

或經濟弱勢而安置於民間團體中途之家照護之情事，囿於部分民

間團體因設備及設施未能符合社福及長照機構設置標準以致無

法合法立案，本部將規劃經費補助協助其合法立案。另亦積極尋

找有意願合作之長照機構，逐步提昇合法立案之安置機構的收治

意願及量能，以保障感染者之安、就養權益。 

強化長期照顧機構落實相關規範，與部內相關單位溝通，

評估將各機構針對愛滋感染者之長期照顧執行情形納入該單位

對機構之管考項目及建立溝通協調機制，以共同建構完善的長期

照顧機制。 

5. 結合民間團體資源，拓展防治網絡 

基於不同群體須透過不同管道與方式進行宣導，提供適當

的教育宣導策略與活動，愛滋防治需要政府單位及民間團體共同

合作，才能達事半功倍之效，針對政府部門較不容易觸及的群體、

資訊取得不易的相對弱勢族群，更需要愛滋相關民間團體協助，

以共同推動愛滋病防治的工作。 

為拓展愛滋防治網絡，應持續結合民間團體資源與力量，

扶植與補助國內愛滋相關民間團體，包含社團法人、財團

法人等民間組織，除協助政府辦理愛滋病衛生教育宣導外，由其

專業醫護人員、社會工作師、心理師等人員，提供電話諮詢、個

案輔導、篩檢諮詢等服務，以共同拓展愛滋防治網絡，並擴大防

疫效能。 

(二) 積極推動全民預防策略 

1. 提升全民預防知能 

(1) 愛滋病去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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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大眾對於愛滋之認知已較過去有明顯進步，但仍有

部分民眾對於愛滋病存有污名及歧視，也造成防治上的困

難。 

為了使民眾及相關人員對於愛滋病能有正確的認知，進

而減少污名及歧視，於辦理各項愛滋防治宣導活動及訓練課

程時，應將愛滋病之基本概念、反歧視及關懷感染者等內容

一併納入，並適時引用案例及時事，使民眾能更了解、接受。 

另，部分部會列管之法令，可能已數十年未更新，或未

依愛滋之現有知識進行修正，而對愛滋有污名之虞，因此，

將請各部會檢視權管法令及規定中，是否若存有污名之虞並

進行修改，以符合實際狀況，並達到去污名之目的。 

由於本部訂有愛滋條例，已針對感染者之就學、就業及

安養等相關權益予以保障，若有違反規定之情事，應依法處

以罰鍰，除了遏止類似情事持續發生，給予感染者公平之對

待，亦可藉此教育大眾。 

要消除愛滋病之污名與歧視，並非一蹴可及，需要長期

的教育及溝通，才有可能達到，而透過政府及相關團體的努

力，民眾對於愛滋病之認知已漸漸改變，因此，仍應持續凝

結眾人的力量，加強去歧視之衛教及宣導，才能早日達到零

歧視之目標。 

 (2) 加強衛教宣導  

隨著性觀念開放、成癮藥物濫用情形增加，社會大眾對

於自我保護及安全性行為的觀念，仍有加強的空間。為了提

高全民愛滋防治相關知能，將持續透過各式衛教宣導活動、

各種傳播媒體等方式，結合相關節日，宣導愛滋防治及去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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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相關訊息，並配合每年 12 月 1 日世界愛滋病日，呼籲國人

重視愛滋病及接納愛滋感染者，另針對不同族群，以不同價

值取向及方式，製作創意文宣、影片或教材，透過多元行銷

管道進行衛教宣導，傳達安全性行為的重要，並加強愛滋感

染之風險觀念，及針對愛滋錯誤觀念進行澄清。 

除了持續針對民眾辦理各項愛滋防治宣導活動外，並應

定期進行成效評估，以調整衛教宣導之策略，並符合民眾之

需求。 

(3) 宣導保險套使用之重要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建議(11)，使用保險套可以有效預防愛

滋病及其他性病。而泰國政府從 1991 年全面推動 100%保險

套使用計畫，使得全國保險套使用率從 1990 年的 14% 提升

至 1994 年的 94%；而性傳染病亦從 1994 年 410,406 例下降

至 1997 年 27,362 例，顯見保險套是預防性病及愛滋病傳播

的最佳預防工具。 

依據本部疾病管制署於 103 年針對國內 15 至 49 歲男性

民眾保險套使用的調查，結果顯示 66.8%受訪者不知道使用保

險套應搭配水性潤滑劑、第一次發生性行為時沒戴保險套者

占 34.9%；最近一次性行為中 44.2%受訪者沒戴保險套；而針

對性經驗為多重性伴侶者，其最近一次性行為沒戴保險套者

占 46.3%、第一次發生性行為年齡在 19 歲以下者占 22.9%，

顯見男性民眾對發生性行為使用保險套及正確使用水性潤滑

劑觀念仍待加強。而根據該次調查結果，亦發現 19 歲以下年

輕族群發生性行為比例(22.9%)，較 102 年 16.8%有增加趨勢，

因此，保險套推廣就更顯重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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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持續透過多元化宣傳管道，包括：男男間性行為者

聚集場域、同志健康中心、校園及相關宣導活動等，針對易

感族群及年輕族群，宣導保險套之重要性並廣發保險套，並

持續於大專院校內增設保險套自動服務機；另於針對易感族

群辦理篩檢諮詢時，分送保險套，並於校園增設保險套販賣

服務機，以提高取得之可近性。 

而針對各類易感族群，應依其不同特性訂定保險套推廣

及宣導策略，並結合相關機關、業者及民間團體，增加保險

套提供之通路，提升其可近性，使每個人將採行安全性行為

當作一種健康的生活習慣，預防感染愛滋及其他性病。 

2. 擬定行為介入計畫 

(1) 男男間性行為者 

除持續與網路交友及交友軟體業者合作，並拓展其他新

媒體平台，運用創新行銷策略，及建立創意標語，宣導健康

促進的訊息，及設置愛滋匿名篩檢之連結，同時推廣同志諮

詢服務專線，提供即時的諮詢服務。 

深耕及推動同儕團體及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運用領

袖介入模式，培植意見領袖，透過其領袖魅力及同儕號召力，

協助推動各項介入措施，另拓展與各縣(市)政府合作建置之同

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持續透過該社區服務中心辦理娛樂性

成癮藥物防治相關健康講座，並定期於夜店、酒吧、俱樂部

等場域辦理娛樂性成癮藥物防治外展宣導及性傳染病諮詢篩

檢服務，以提供多元性別友善環境及健康服務，並隨時檢討

以調整服務方向。 

(2) 年輕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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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結合教育部積極推動校園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 

透過教育部之健康促進學校計畫，積極推動性教育及愛

滋病防治工作，以提升各校對愛滋防治之重視；對於年輕學

子的愛滋防治課程，更要從國小五、六年級開始學習正確的

愛滋防治訊息，並依不同教育階段，循序漸進規劃課綱。 

另，藉由各級學校相關主管會議，向各校主管傳達愛滋

防治對於年輕學子之重要性，並鼓勵各大專院校開設相關課

程，建立相關教師研究社群，用創新教學方式傳達愛滋防治

概念。 

此外，結合教育部請各級學校利用家長會、相關座談會

等場合，提供愛滋防治相關宣導資訊，以提升家長愛滋防治

之認知，並藉此影響其孩童。 

B. 建置多元化新興媒體宣傳管道 

由於年輕族群喜歡透過網路交友或與人互動，因此，積

極製作適合年輕族群之創新宣導素材，並透過網路平台宣導，

強化年輕朋友重視愛滋病防治。 

而為了使愛滋防治訊息能更貼近年輕族群需求，亦規劃

與手機交友軟體及網路交友平台業者合作，置入愛滋相關宣

導廣告，間接使該族群懂得自我保護，進而減少其感染愛滋

之風險。 

C. 辦理年輕族群愛滋防治宣導活動 

持續推動各項校園宣導活動，並透過感染者現身說法，

不僅增進師生對愛滋防治知識，並藉由師生的感動，減少其

對於愛滋感染者的歧視與烙印，以正確的態度與愛滋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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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另於各級學校推動健康促進學校計畫中持續辦理優質

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議題活動，並於健康促進學校網絡中，

建置以青少年為主軸之性教育宣導素材及資源，供各級學校

於宣導或教學時參酌運用。 

另，持續透過整合相關單位辦理衛教諮詢 (如愛滋病及性

傳染病門診、青少年親善醫師/門診等)服務，及透過各縣(市)

衛生局及民間團體等通路，針對青少年族群辦理各式宣導活

動，並對於相關人員提供訓練課程，以有趣、輕鬆的呈現，

與年輕朋友互動，傳達愛滋正確觀念及拓展青少年愛滋防治

衛教之服務。 

(3) 藥物濫用者 

A. 注射藥癮者 

(A) 加強監測及疫調 

  加強監測疫情變化，針對注射藥癮感染者持續進行疫

情調查及管理照護服務，深入了解其行為模式是否改變，

並定期檢討執行策略。 

(B) 持續推動減害計畫 

i. 衛教及監測篩檢諮詢服務 

針對矯正機關收容人，加強不共用針具及稀釋液等危

險行為之衛教宣導，並利用於接觸藥癮者之機會提供相關

教育宣導，發放替代治療服務兌換卷，鼓勵其至替代治療

執行機構或各縣(市)衛生局接受衛教諮詢服務。 

另，提供藥癮者免費篩檢檢驗服務，並與民間團體、

藥局等機構合作，於藥癮者常出入的地點提供外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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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擴大辦理「藥癮者擴篩檢驗轉介服務」，透過愛滋衛教諮

詢服務站及藥癮同儕教育者轉介，提供抽血及檢驗服務，

並給予轉介及鼓勵措施。 

ii. 清潔針具交換服務 

為能持續提供完整清潔針具交換服務，各縣(市)政府均

定期檢討執行成果，並研議能提升服務品質及可近性之策

略；另，結合藥師或藥劑生相關團體之資源，鼓勵有意願

者加入諮詢服務站，並定期提供教育訓練，以利建立執行

人員及藥癮者之信任關係，並提供清潔針具等相關服務。 

iii. 替代治療服務 

持續配合管制藥品成癮替代治療，由執行機構提供藥

癮者愛滋防治衛教諮詢及篩檢服務。另，為提高執行成效，

結合警政機關、法務部相關單位等管道轉介服務資源，以

增加藥癮者參與之意願。 

B. 其他成癮藥物濫用者 

為避免因藥物濫用造成愛滋疫情擴散，除了加強藥癮

愛滋疫情監測與調查外，亦適時提出警訊與宣導，並積極

參與跨部會之反毒檢討及政策規劃會議，提出新興藥物於

藥癮者及男男間性行為者間濫用新趨勢，期以結合相關資

源，減少藥物濫用造成之影響；而針對警方查獲有施用三、

四級毒品者，由各縣(市)衛生局結合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對

於參與毒品危害講習之毒品施用對象，加強推動愛滋防治

介入措施及衛教宣導，並提供愛滋篩檢服務。 

 (4) 婦女與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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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婦女之愛滋衛教 

針對年輕女性，除透過校園教育強化其性知識及愛滋防

治知能外，並積極推動相關介入方案，提升青少女之女性自

我意識及自我防護敏感度，如：約會技巧及自我保護、生育

計畫兩性平等相處等技能及愛滋篩檢等相關資訊。另建構友

善性別校園環境，呼籲女性主動要求性伴侶使用保險套並強

化男性負責任態度，建立正確及全程使用保險套觀念。 

而針對育齡婦女，應結合女性相關健康活動(如婚前健檢、

癌症篩檢活動等)，進行愛滋防治衛教宣導(如全程使用保險

套、愛滋篩檢及孕婦愛滋篩檢等)，以及愛滋篩檢陽性時，應

採取之相關措施，若懷孕時亦可避免小孩感染。 

另，針對有受到家庭暴力、性侵受害者等高風險之女性，

由各縣(市)衛生局結合當地社政體系，提供愛滋病相關衛教

服務，並適時提供愛滋篩檢介入措施，針對受性侵害之被害

女性，亦給予愛滋病預防性投藥之經費補助。 

此外，印製宣導單張及文宣，加強女性篩檢愛滋之觀念，

並鼓勵女性接受愛滋檢驗，如婚前篩檢，以增加女性篩檢機

會。 

B. 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A) 完整篩檢服務 

持續配合全民健康保險之預防保健時程，提供懷孕婦

女愛滋病毒檢查，對於無健保之懷孕婦女，則由衛生單位

提供篩檢服務；另，對於孕程未施行愛滋病毒檢查之臨產

婦、無孕期愛滋病毒檢查報告或醫師認為有檢查必要之產

婦所生之新生兒，均應提供快速篩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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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列管之女性感染個案，則提供懷孕前、中及生產

時相關介入保護措施，確實掌握個案服藥及懷孕狀態；而

針對感染者之女性伴侶，應落實伴侶追蹤服務，並加強衛

教諮詢及預防母子垂直感染等資訊，如為育齡婦女時，應

隨時即時掌握其懷孕狀況。 

另，對於失聯女性個案，應每 1-3 個月透過個案就醫資

料、比對戶役政或 NIIS 系統資料、電話及家戶訪視等方式，

進行相關協尋作業；若為毒品犯者，可結合矯正機關或縣

市毒品危害中心協助，進行個案輔導與追蹤。 

(B) 完善醫療服務 

對於感染愛滋病毒之孕婦，由專人陪同協助產檢，並

提供諮詢輔導及每月定期訪視至少一次；依照愛滋病檢驗

及治療指引提供適當的治療，並於分娩過程中提供預防性

藥物及剖腹產補助等服務。 

(C) 加強配套照護措施 

除了免費提供母乳替代品，對於疑似感染新生兒，於

出生後 6-12 小時內，開始提供預防性抗病毒藥物治療，並

由各縣(市)衛生局定期進行追蹤抽血檢驗，且於其出生 1 週

內，完成高風險家庭之評估作業，如符合通報對象，則主

動通報並轉介社政單位介入處理。 

(5) 性病病患 

針對是類病患，連結及整合衛生及醫療資源(如: 「愛滋

病及性傳染病門診品質提升計畫」訓練之「友善性傳染病醫

師」)，建立性傳染病病患服務網，發展跨單位及跨科別合

作機制，提升對其衛教諮詢、愛滋病毒篩檢、接觸者追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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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以增加病患篩檢、伴侶告知及主動諮詢之意願，達全

面篩檢之目的。 

另持續推動相關策略，如：性病病患全面篩檢愛滋病毒

計畫等，並加強醫護人員對於性病診治及衛教諮詢之知能，

提供符合病患需求之友善醫療環境。 

(6) 性工作者及其顧客 

針對合法之性工作者，應規範其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及愛

滋等性傳染病之衛教及篩檢，及進行性交易時應使用保險套；

而針對查獲之非法性工作者及其顧客，應落實提供愛滋病毒

篩檢及講習，其執行成效亦應適時進行檢討及評估。 

而依性工作者之不同執業型態，包括：八大行業、按摩

店等，各縣(市)衛生局應加強與當地警察單位或相關單位合

作，並依其不同執業區域及客層差異，研訂不同之介入方式

及策略。 

另，透過同儕介入方式針對該族群推動愛滋防治工作，

以強化性工作者之性病防治認知、說服戴保險套的磋商技巧

及自我照護觀念，提高愛滋防治成效。 

 (三) 擴大篩檢及早期發現 

1. 強化愛滋篩檢服務量能 

愛滋篩檢及諮詢服務，是讓有愛滋感染風險的易感族群知

道自己狀態的第一個步驟，亦能讓該易感族群接受到愛滋預防及

照護等服務，因此，此項政策執行成功與否，對於愛滋防治之執

行成效，佔有舉足輕重之角色。 

目前針對各類易感族群持續推動不同之篩檢服務方案，如

擴大愛滋篩檢、匿名篩檢、孕婦篩檢、高危險對象篩檢等，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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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不同族群之特性，提供適合且完整的篩檢服務，以符合其需

求。然，仍有部分易感族群不願接受相關服務，為了達到 90%

感染者均能知悉自己的感染狀態之目標，須結合更多資源管道，

如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之外展篩檢服務等，以發展符合該易感

族群需求且創新之策略，以提高因害怕社會歧視眼光而不願出來

篩檢之高危險族群篩檢意願及篩檢率。 

除了目前持續提供之篩檢服務外，規劃發展篩檢管理APP，

以使用者角度考量，協助民眾記錄發生不安全性行為、應篩檢之

時程及歷次篩檢結果等資料，並與匿篩機構建立雙向溝通機制，

即時提供篩檢相關資訊，使民眾能掌握自己的篩檢等資訊。 

而原本提供之匿名篩檢服務，針對非初次到訪之民眾，規

劃縮減其篩檢諮詢之流程及內容，並配合近年資訊設備之發展，

將篩檢前問卷全面改用平板點選登錄，不僅可提供民眾更快速之

篩檢服務，亦減少民眾等候的時間。 

同時，為提升篩檢普及性，除現有的血液篩檢及快速篩檢

服務外，將積極推動歐美國家已施行之在家唾液篩檢，該篩檢工

具不具侵入性，係歐美等先進國家為了愛滋病毒之早期診斷避免

病毒散播以降低愛滋發生率所積極推行之措施，美國 FDA 已於

2012 年 7 月 3 日核准唾液篩檢試劑上市，目前該自我檢測工具

均可在美國各大連鎖藥局、超市附設藥局甚至網路購買，英國、

澳洲也陸續於 2014 年允許唾液自行篩檢試劑可合法於藥局販售，

另法國 2015年也准許DIY的愛滋病毒檢驗試劑在藥局販買，然，

國內目前的快速篩檢工具尚未准許讓想要篩檢的民眾可方便於

藥局購買取得，可能因此影響部分害怕社會歧視眼光不願出來篩

檢之高危險族群篩檢意願，為因應各國愛滋防治之趨勢，未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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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在家或 DIY篩檢方式規劃篩檢政策，以提高篩檢工具取得之可

近性與便利性，將防治觸角伸入真正目標族群，以擴大篩檢服務

量能與效能。另將結合更多篩檢資源服務管道，擴大多元化篩檢

方案，提高愛滋篩檢之可近性與便利性，期讓有需要或應接受愛

滋篩檢服務之民眾，均能接受完整且適切之篩檢服務。 

針對各類易感族群之篩檢服務，亦應持續辦理，並檢討其

執行情形。其中，有關網路預約篩檢計畫，為提高其便利性，未

來將所有匿名篩檢醫院均納入計畫，有需要的民眾可透過網路預

約服務，至匿名篩檢醫院接受篩檢，並持續參考國外之篩檢模式，

發展更多元、更便利的篩檢方式，以提高篩檢成效，並達早期治

療之目的。 

而要提供完整之愛滋篩檢諮詢服務，執行人員之服務品質

也是非常重要的，應持續提供篩檢諮詢之教育訓練及演練，增強

第一線人員對於愛滋防治政策之認知，並落實篩檢前後諮詢服務，

減少受檢者之焦慮與不安，並確保篩檢服務品質。 

2.檢驗陽性個案即時介入 

針對檢驗結果為陽性之個案，提供即時介入及轉介的服務，

才能使受檢者快速連結到醫療體系。因此，針對初步篩檢陽性之

個案，應立即給予受檢者相關衛教及資訊，適時提供個別化之輔

導、諮詢及心理支持，減少其焦慮及不安，並協助轉介至愛滋病

指定醫院進行後續檢查及治療，以提高篩檢服務之效益，而對於

確認診斷感染之個案，亦須進行後續接觸者追蹤及檢驗等工作。 

鑑於此項工作需要相關專業及技巧，應培訓專業之個案管

理人員，並不定期辦理教育訓練，提升其愛滋相關衛教及諮詢輔

導之技能；亦應訂定標準作業流程及工作手冊，並結合相關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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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醫療資源，提供檢驗陽性個案整合性諮詢服務，以達防疫目

標。 

3.確保檢驗品質 

目前已建立檢驗品質監測系統及確認制度，並委託學術單

位由定期評估及實地查驗，凡有品質不佳之狀況，均令其限期改

善或停止作業，以維護檢驗品質，另委託學術單位辦理相關檢驗

研討會，由專家學者、政府單位及檢驗單位共同參與討論，以持

續提升檢驗之水準。 

持續與學術單位合作，加強國家級標準實驗室之水準，發

展病毒型別鑑定等精密檢診技術，以了解在我國流行之病毒基因

序列與世界各國之異同，提供將來疫苗研發之參考依據。 

 (四) 加強愛滋治療及照護 

1.增加醫療照護可近性 

為了提高愛滋感染者之醫療可近性，未來除了持續增加愛

滋指定醫院之合作家數外，將放寬指定診所之相關規範，積極擴

展指定診所之合作並增加其參與意願，以提高感染者獲得醫療服

務之便利性，另為兼顧醫療服務品質，將定期針對相關醫護人員

辦理教育訓練，內容包括：愛滋防治現況及疫情、同志文化、愛

滋照護等內容，以提升其正確認知及友善態度，並研議將醫院對

於愛滋防治執行及感染者照護情形納入醫院評鑑項目中。當增加

醫療照護可近性的同時，又能兼顧醫院服務品質，則可提高感染

者之就醫意願，且減少其未按時服藥之狀況，使病情能獲得控制，

亦可減少其傳染給其他人的風險。 

2.以病人為中心的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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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幾年個案管理執行成效良好，其就醫率及服藥順從

性均有明顯提高，因此，未來將個案管理機制擴大辦理，以提供

以病人為中心之照護，並提高其醫療品質。 

為強化個案管理成效，規劃發展醫院個案管理 APP，以感

染者的立場考量，感染者只要透過手機，就能查詢自己的檢驗數

值，而個管師亦能透過APP發送相關訊息給感染者或與其聯繫，

以建立雙性溝通機制，提高其就醫意願及便利性，仍應確保隱

私。 

另，將現行紙本之全國醫療服務卡升級，並結合 APP 之功

能 ， 同 時 研 議 提 高 感 染 者 就 醫 意 願 之 相 關      

措施；而為提高個案醫療服務，規劃採購病毒量或 CD4 檢測儀

予衛生單位運用，可針對不願至醫院就診之感染者提供服務，並

可了解其病程進展，進而增加及早就醫之動機，避免病情惡化。 

鑒於感染者逐漸老化，其多重慢性病之問題亦值得關注，

亦透過此 APP 提供相關健康服務訊息（如：戒菸、糖尿病管理、

減重服務等），並使感染者可獲得相關協助，也增加醫院轉介相

關健康服務之連結，以提供感染者全人的醫療照護。 

而各縣(市)政府亦已廣泛成立同志健康服務中心，以及針對

感染者不定期提供病友支持團體，均可提供易感族群及感染者社

會支持之服務，亦提供感染者身心靈之整合性照護服務。 

另，對於愛滋病與結核病之共病管理，未來除了依｢HIV/TB

合作模式管理原則」，持續針對 15-49 歲之青壯年結核病個案進

行愛滋病毒篩檢服務，並加強共病個案之追蹤管理機制，以提高

個案之治療成功率及降低死亡風險；同時亦將針對愛滋感染者提

供結核病及潛伏結合感染之篩檢與治療，若為潛伏結核感染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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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個案，則及早提供醫療服務，以避免其發展為結核病，以降低

結核病疫情，提升個案生活品質。 

3.以治療作為預防策略(TasP) 

目前國內針對 CD4 低於 500 copies 以下之感染者，醫師會

建議接受雞尾酒藥物治療，為積極推動 TasP 防治策略，未來只

要感染者有服藥意願，不論其 CD4 值，均會提供藥物治療服務，

並配合個案管理機制，且強化其個人責任，以降低其傳染給伴

侶或其他人之風險。 

另，根據本部疾病管制署之監測資料，99-102 年通報個案

之抗藥性盛行率約在 6.6%~9.8%，雖尚未達 WHO 建議初次服藥

前必須進行抗藥性檢測之分級階段（抗藥性盛行率 15%）(35)，

但為提高感染者之服藥順從性及治療成效，本部疾病管制署將

持續透過與全國愛滋病指定醫院或其他機關(構)合作，收集我國

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檢體，以分子流行病學方法針對已知高危險

因子個案並逐步推廣至全體新案進行原生型抗藥性監測，以了

解人類免疫缺乏病毒抗藥性在不同的亞型、地區及危險因子之

散佈情形，俾利提高感染者之治療成效及避免藥物浪費；同時

進行抗藥型抗藥性監測，以作為本署第二線用藥審查通過與否

之重要參考數據及提供臨床醫師二線藥物選擇的參考。本署將

視其結果及資源配置情形，適時評估並提出適合之抗藥性檢測

策略。 

而依據 WHO 建議(11)，針對易感族群推行 PrEP 策略，可有

效降低其愛滋感染機率，因此，未來針對較具有高風險之易感

族群實施 PrEP 策略，是完整愛滋預防策略的一部分，並搭配相

關配套措施，包括：提供保險套及衛教資訊、篩檢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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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回診評估及後續轉介等機制(19)，亦將設計相關素材，透過

多元管道宣導，並與篩檢策略結合，以提高其執行成效；更藉

重台灣愛滋病學會之專業，協助撰擬並發布「臺灣暴露前口服

預防性投藥使用指引」，提供臨床醫師事前評估個案之適當性、

臨床用藥、衛教諮詢、追蹤、採檢、服藥後可能產生之相關問

題如副作用、抗藥性等，藉以提高其服務意願。 

由國際資料顯示，在愛滋感染發生率大於 3%之群體，實施

PrEP 可有效控制疫情，減少未來醫療費用支出，將研擬消除相

關障礙之策略，如：加速藥物適應症核准、透過集體採購或與

藥廠協商降低藥價。現階段則透過各同志健康中心，結合同儕

及民間團體等宣導，以自費方式辦理。另將研擬血清相異之夫

婦或同志伴侶等發生率大於 3%族群之弱勢對象補助試辦方案。 

另，應持續推廣 nPEP 策略，WHO 建議投藥後的追蹤與輔

導是提供預防愛滋病毒感染的重點之一，除強化醫療面提供藥

物及提升個案服藥順從性外，藉由多元宣傳管道及接受醫療服

務時，提供危險行為之衛教與諮詢等措施，能更有效減少感染

愛滋病毒之風險。 

(五) 研究發展 

研訂以愛滋防治政策為主之研究重點，並對外徵求研究計

畫，或與學術機構、醫療院所等機構合作，進行愛滋相關研究

發展，以使政策之研擬及執行，能與實證資料相輔相成。 

另，不定期依據國內愛滋疫情與危險因子等趨勢，研擬相

關研究方案，如：特定群體相關流行情形及其危險因子分析、

愛滋盛行率與發生率之長期調查、近期感染人數及抗藥性之

監測與趨勢分析、醫療照護品質及防治成果、男男間性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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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防治介入措施及其成效評估、網路意見領袖策略…等，並

加強性病相關之監測及研究，包括性傳染病流行趨勢、性傳染

病病史與愛滋感染之關聯性等，以作為後續政策規劃之參考。 

而國際愛滋病預防疫苗研發及治療新藥之開發，雖然距離

完成仍有一大段距離，但近幾年還是有些進展，國內應積極參

與該等研發工作，然，相關研發工作需投入大量國家資源，避

免會影響現行已明顯不足的愛滋防治及醫療預算，將透過國家

科學委員會或經濟部之科技發展計畫等，鼓勵國內相關研究單

位或產業界申請補助或獎勵計畫，參與愛滋疫苗研發或新藥開

發之工作。 

其他如女性防愛滋陰道凝膠等創新方案，其成效均需有進

一步的實證依據，未來將持續針對相關研究進行了解，若證實

對於防治有重要成效，亦將積極採用，以研擬符合我國之防治

策略，並視國際研發成果，考量運用於我國防治策略。 

(六) 擴展國際合作 

愛滋防治為全球重視之健康議題，先進國家均投入大量經

費及人力，進行研發疫苗、藥物及協助推動各項愛滋防治工作，

而愛滋防治策略需要不斷創新求變，以因應疫情的變化及科技

的變遷，若是閉門造車，恐無法成功遏止愛滋病毒之蔓延。 

目前國內除了持續每 2 年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

專家學者共同參與，並運用國際資源，至少每年參加 1 次國際

性相關活動或會議，以了解世界各國防疫作為及促進合作交流，

亦可藉此發表我國相關研究成果及防疫經驗，並增加國際曝光

度。 

而為加強愛滋檢驗之國際能力試驗，亦規劃申請 WHO 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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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性能力試驗，以增加國際能見度。 

未來將加強與國際愛滋病相關組織或學術研究機構聯繫，

建立合作管道，並持續蒐集國際上愛滋病防治科技、政策及行

動方案之最新進展，評估於我國實行之可行性，並拓展國際交

流，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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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本計畫自民國 106 年 1 月 1 日至 110 年 12 月 31 日。 

 

二、所需資源說明 

    本計畫執行期間為民國 106 年至 110 年，所需經費共計

12,504,544 千元(不含人事費)。本計畫辦理期間所需各項資源，將

依照本計畫分年執行策略及方法實施及管考。 

 

三、經費來源及計算基準 

 (一) 經費來源 

  1. 中央及地方政府每年循公務預算編列程序編列支應。 

  2. 依「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第 16

條規定，106 年 2 月 4 日前愛滋感染者之醫療費用仍由疾管署公

務預算給付，106 年 2 月 4 日後感染者自確診開始服藥後二年內

及確診開始服藥二年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應自行負擔之費

用及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未能給付之檢驗及藥物，由疾管署公務預

算給付。 

3. 有關償還以前年度撥付健保不足之醫療費用計 117 億元，依行政

院 103 年 2 月 10 日院授主預社字第 1030100286 號及 104 年 3 月

18 日院授主預社字第 1040100554 號函示，推動由菸品健康福利

捐等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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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算基準：針對不同對象及防治工作而編列不同之經費(表 4)                

1.中央政府部分： 

(單位：千元) 

執行策略/工作項目 年度執行進度 

 106 107 108 109 110 

一、強化防疫體系及效能   

小計 37,000 38,000 39,000 40,000 41,000

強化中央各部會之合

作 
500 500 500 500 500

落實中央與地方政府

合作及分工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加強公共衛生及醫療

單位之連結 
0 0 0 0 0

強化長期照顧體系之

功能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結合民間團體資源，

拓展防治網絡 
9,000 9,500 10,000 10,500 11,000

二、積極推動全民預防策略  

小計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提升全民預防知能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擬定行為介入計畫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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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策略/工作項目 年度執行進度 

 106 107 108 109 110 

三、擴大篩檢及早期發現    

小計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強化愛滋篩檢服務量

能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檢驗陽性個案及時介

入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確保檢驗品質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四、加強愛滋治療及

照護   

 

小計 2,382,154 2,399,360 2,150,360 2,149,980 2,077,690

2 年內支付之醫療費

用註1 

1,961,494 1,880,000 1,552,000 1,502,000 1,410,000

部分負擔註2 106,910 129,000 158,000 178,000 198,000 

其他註3 (包括：nPEP、

PrEP、抗藥性檢測、

孕婦愛滋篩檢、性病

及藥癮個案愛滋篩

檢、愛滋個管計畫、

藥癮愛滋替代治療) 

313,750 390,360 440,360 469,980 469,690 

五、研究發展     108,900 千元另透過整合型計畫爭取預算辦理 

六、擴展國際合作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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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策略/工作項目 年度執行進度 

 106 107 108 109 110 

總計 2,649,154 2,667,360 2,419,360 2,419,980 2,348,690

註： 
1. 有關愛滋病醫療費用計算基準，乃以 103 年健保申請資料服藥個案平均每年

醫療費用約 20 萬元/人、未用藥個案平均每年醫療費用約 3萬元/人，並依

據目前國內感染人數和服藥情形，再以本計畫訂定之傳播率及服藥率進行估

算： 

(1)106 年 1 月仍須支付全部個案之醫療費用(27,388 人*1 月) 

 (2)106 年 2 月回歸健保，回歸健保後本署需支付前 2 年內之醫療費用：106

年2月後支付用藥個案人數預估分別為106年(7,140人)、107年(8,543人)、

108 年(7,045 人)、109 年(6,957 人)、110 年(6,671 人)。 

(3)支付未用藥個案醫療費用：106 年(6,536 人)、107 年(5,720 人)、108 年(4,769

人)、109 年(3,680 人)、110 年(2,528 人)。 

2. 部分負擔：106 年 2 月回歸健保後支付每名個案部分負擔費用約為 480 元/人

/月，分別為 106 年(20,248 人)、107 年(22,374 人)、108 年(27,388 人)、109

年(30,917 人)、110 年(34,433 人) 。 

3. 其他： 

(1) 針對各篩檢對象(孕婦、性病患者、藥癮者等)進行 EIA檢測(225元/人)，

陽性個案進行西方墨點確認(1,564元/人)，預估每年篩檢約 35萬人次。 

(2) 暴露愛滋病毒前預防性投藥試辦計畫，預估費用約 151 千元/人/年；愛

滋醫療品質提昇及個案管理計畫，費用約需 11,350 元/人/年；藥癮愛滋

替代治療醫療費用，約需 50,000 千元/年；維護用藥品質及抗藥性監測

抗藥性檢測，約需 10,000 元/人。 
2. 地方政府部分：循預算編列程序籌編縣市愛滋病防治經費，並依據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每年編列總計約

300 萬至 350 萬元相對配合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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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需求(含分年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度配合情形 

(一)經費需求 

本計畫執行期間為民國106年至110年，所需經費共計12,504,544

千元(不含人事費)。按年度分，106 年度所需經費為 2,649,154 千元，

107 年度所需經費為 2,667,360 千元，108 年度所需經費為 2,419,360

千元，109 年度所需經費為 2,419,980 千元，110 年度所需經費為

2,348,690 千元(如表 5)。其他單位分工辦理部分，則由各機關自行編

列預算支應。 

表 5  分年經費需求表 (單位:千元) 

年度項目 106 107 108 109 110 總計 

經常門 2,644,154 2,662,860 2,414,860 2,415,480 2,344,190 12,481,544

資本門 5,000 4,500 4,500 4,500 4,500 23,000

合計 2,649,154 2,667,360 2,419,360 2,419,980 2,348,690 12,504,544

 (二)與中程歲出概算額度配合情形 

本計畫所需經費之計算基準，係依未來執行防疫工作所需項目

進行估算及編列，並於逐年辦理年度先期作業計畫及編制年度概算

時，配合檢討經費需求，調整資源分配並依法定預算數調整修正計

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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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預期效果及影響 

經由本計畫之推行，投入大量資源，降低國內愛滋新增感染人

數，並使我國愛滋病防治成果與國際各國接軌，預期效果及影響如

下： 

一、 有效降低愛滋新增感染個案人數。 

二、 提高易感族群接受篩檢之意願，以利早期發現，早期接受完整的

醫療照顧及輔導，並延長其生命，提升其生活品質。 

三、 透過各防疫單位落實愛滋病防治之角色及權責，整合全國愛滋防

治資源，以提高管理效能及執行效率。 

四、 由各部會/單位共同提供多元化的愛滋衛教宣導活動，提高一般民

眾對於愛滋防治之認知，並減少大眾對於愛滋之污名及歧視。 

五、 降低愛滋新增感染個案人數，有效節省愛滋相關醫療費用支出，

促使政府財政資源得以進行更妥適之配置。 

(一) 根據國內一項評估防治介入措施對男男間性行為者(MSM)愛滋疫

情變化趨勢之研究顯示，如果執行擴大篩檢找出感染者，加上診

斷即刻服藥等介入措施，預估至 2050 年國內的 MSM 疫情可下降

48%
註
，依此研究為基礎，估計第 6 期 5 年計畫實施後，初期因積

極推展及進行多元化篩檢，可發現較多冰山下潛藏之感染者，預

期計畫初期疫情將呈現上升趨勢，但因早期發現執行即刻治療措

施後，因可降低感染者再將病毒傳染給他人之風險，計畫後期感

染人數將持續下降，預估可減少 2,500 名感染者，節省國家約 460

億元之支出。 

註：擴大 HIV＂篩檢與治療＂策略對台灣男男同性間性行為傳染愛滋疫情的
防治效果：數理模式研究,張嘉珍, 國立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流行病學
與預防醫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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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財務計畫 

本計畫為中央主辦計畫，其經費依中央主管相關法令規定，由

疾病管制署年度預算支應，並依中央各級機關辦理預算相關辦法，所

需經費均於中程歲出概算額度內編列，且經費均依未來執行防疫工作

所需項目進行估算及編列，並於逐年辦理年度先期作業計畫及編制年

度概算時，配合檢討經費需求，並依法定預算數調整修正計畫經費。

本計畫各項工作內容經費分配權重，請參閱表6。 

本計畫非公共建設計畫，亦無民間機構參與，且非屬自償性質，

未來本計畫之執行亦將依核定經費撙節運用，以發揮最大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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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各項工作內容經費分配權重(單位:千元) 

工作項目內容 
執行年度 

整體計畫各項策略分配比例 
106 107 108 109 110 

一、強化防疫體系及效能   

小計 37,000 38,000 39,000 40,000 41,000 1.6% 

強化中央各部會之合作 

500 500 500 500 500

1.3% 內含： 

「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

障會」、工作小組會議之委員出

席費及行政事務費  100% 

落實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及分工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23,000

59% 內含： 

補助縣市專案計畫費用  86% 

縣市考評獎勵制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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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內容 
執行年度 

整體計畫各項策略分配比例 
106 107 108 109 110 

加強公共衛生及醫療單位之連結 0 0 0 0 0  

強化長期照顧體系之功能 

4,500 5,000 5,500 6,000 6,500

14.1% 內含： 

補助設置符合社福及長照體系

設置標準之安置機構  100% 

結合民間團體資源，拓展防治網絡 9,000 9,500 10,000  10,500 11,000
25.6% 內含： 

補助民間團體  100% 

二、積極推動全民預防策略  

小計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4.4% 

提升全民預防知能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1% 內含： 

一般大眾宣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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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內容 
執行年度 

整體計畫各項策略分配比例 
106 107 108 109 110 

世界愛滋病日宣導  15% 

擬定行為介入計畫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90.9% 內含： 

同志健康服務中心  30% 

藥癮愛滋減害計畫  60% 

性傳染病品質提升  7% 

預防母子垂直感染  3% 

三、擴大篩檢及早期發現    

小計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110,000 4.4% 

強化愛滋篩檢服務量能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95,000 86.4% 內含： 

匿名篩檢計畫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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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內容 
執行年度 

整體計畫各項策略分配比例 
106 107 108 109 110 

在家篩檢計畫  23.3% 

特定族群篩檢(性工作者、藥癮

者等)  23.3% 

補助辦理外展篩檢計畫   14% 

發展、設置及維護篩檢管理 APP

系統  6.8% 

檢驗陽性個案及時介入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9.1% 內含： 

陽性個案介入方案  50% 

專業人員培訓計畫  50% 

確保檢驗品質 5,000 5,000 5,000  5,000 5,000 4.5% 內含： 

引進及發展新/快速等精密檢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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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內容 
執行年度 

整體計畫各項策略分配比例 
106 107 108 109 110 

技術  85% 

檢驗方法改良研究  10% 

檢驗人才培訓  3% 

實驗室品質監控  2% 

四、加強愛滋治療及照護   

小計 2,382,154 2,399,360 2,150,360 2,149,980 2,077,690 89.2% 

2 年內支付之醫療費用 1,961,494 1,880,000 1,552,000 1,502,000 1,410,000
74.4% 內含： 

愛滋個案醫療費用  100% 

部分負擔 106,910 129,000 158,000 178,000 198,000 6.9% 內含： 

部分負擔費用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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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內容 
執行年度 

整體計畫各項策略分配比例 
106 107 108 109 110 

其他(包括：nPEP、PrEP、抗藥性

檢測、孕婦愛滋篩檢、性病及藥癮

個案愛滋篩檢、愛滋個管計畫、藥

癮愛滋替代治療等) 

313,750 390,360 440,360 469,980 469,690

18.7% 內含：  

nPEP、PrEP 費用 45.1% 

愛滋個案管理師計畫 16.8% 

藥癮愛滋替代治療計畫 12.0% 

孕婦愛滋病毒篩檢計畫 12.0% 

性病及藥癮病患愛滋病毒篩檢

計畫 6.0% 

抗藥性檢測 8.1% 

五、研究發展     108,900 千元另透過整合型計畫爭取預算辦理 

六、擴展國際合作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4% 內含： 

出國訓練及參與國際會議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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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內容 
執行年度 

整體計畫各項策略分配比例 
106 107 108 109 110 

辦理國際會議  45% 

總計 2,649,154 2,667,360 2,419,360 2,419,980 2,34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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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則 

一、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本計畫係為我國唯一訂定之愛滋防治計畫，具獨特性，且目前

尚無治癒的藥物，若無法有效遏止愛滋傳播之疫情，將影響國家財政

及青壯族群之生產力，因此本計畫具有不可替代之特性，尚無可替選

之方案。假若整體經費受限，將造成本計畫之防疫工作執行困難，故

亟需挹注充足經費持續支應，以確保我國愛滋防治工作能順遂推動。 

 

二、風險評估 

依據「行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理及危機處理作業基準」之規

範，針對「風險評估」之定義，進行下列要項之評估： 

(一) 風險辨識 

1. 疾病特性 

愛滋病毒主要係透過體液傳播，其傳染途徑為不安全性行

為、血液及體液、母子垂直傳染，目前國內最主要之傳染途徑

為不安全性行為，雖然大家都知道保險套是預防愛滋感染之最

佳方式，但大部分之易感族群於性行為時卻不會每次均使用保

險套，亦增加感染之風險。 

而檢測是否感染愛滋病毒，尚有三個月的空窗期，且感染

愛滋病毒後，並不會馬上出現症狀，若無查覺到有感染風險，

亦不會去接受血液檢查，直到身體出現症狀，才會因症就醫，

然，此過程可能經過數年以上的時間，除了可能會耽誤自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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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的時間，亦容易將愛滋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另，目前愛滋感染之年齡層分布，以 25-34 歲為最多，其

次為 15-24 歲，主要集中於青壯年族群，雖說感染愛滋後遵照

醫囑服藥，可以延長生命，提高生活品質，但感染者多為青壯

年族群，感染後不僅對個人及家庭造成心理壓力及無法估算之

損失，而對國家之醫療費用支出亦造成衝擊，並影響其他防疫

經費。 

2. 尚無預防之疫苗，亦無治癒之藥物 

雖然我國自 1997 年起，由政府提供雞尾酒療法，使得感

染者的發病率及致死率明顯下降，亦大大延長其壽命，然，對

於愛滋病毒感染人類免疫系統之機制複雜，尚無法研發出有效

預防之疫苗及治癒之藥物，使得愛滋防治成效仍受到限制。 

3. 整體醫療經費不足，影響防治成效 

目前由政府提供雞尾酒療法，已有效延長感染者之生存年

限並提高其生活品質，但因為每年感染者持續增加，醫療費用

亦逐年快速成長，造成國家財政龐大負擔，亦排擠愛滋及其他

疾病之防疫經費，影響防治成效。 

(二) 風險分析 

1. 政府形象部分 

愛滋病一直是國際關注的傳染病防治焦點之一，而世界經

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 已將愛滋病納入全球競

爭力評比項目，聯合國、世界衛生組織及比爾蓋茲基金會等，

均為防治愛滋投入大量資源與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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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愛滋防治之未來目標，若無法達成，並跟上國際趨勢，

將造成愛滋防治成果落後其他國家，亦會使其他國家誤認臺灣

為不健康之居住環境，不僅影響臺灣之國際排名，亦會重挫我

國之國際形象。 

近年來，發生幾起愛滋相關新聞事件，因部分民眾對於愛

滋病仍不甚了解，並具有負面之印象，導致產生無謂之恐慌及

非理性反應，甚至引起媒體高度注意，而使得事件處理更加複

雜化，亦可能導致政府形象及民眾對於政府處理事件之信任感

受到嚴重傷害。 

2. 人員傷亡部分 

雖然愛滋病毒感染已經可以透過 HAART 治療而控制病情，

但於 103 年國內仍有 367 人因愛滋病而死亡之個案，且倘若愛

滋病患合併感染結核病等其他疾病，亦將提高愛滋感染者死亡

之風險。另，假使感染者沒有就醫，則可能很快發病而導致死

亡；但若感染者沒有持續就醫定期接受治療，亦可能產生抗藥

性，不僅增加死亡之風險，亦提高防疫上之困難度。 

3. 民眾抗爭部分 

由於民眾對於愛滋仍有許多誤解及恐慌，因此，愛滋感染

者仍會受到許多歧視及不公平之對待，每當爆發愛滋相關新聞

事件，均會引起媒體及民眾關注，而本部疾病管制署設有 1922

疫情通報諮詢專線及陳情信箱等管道，民眾可以透過這些管道，

表達對於政府處理之不滿及想法，本部疾病管制署亦會統一回

應，以解決民眾之疑惑並安撫其情緒。 

4. 目標達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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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我國愛滋防治工作成效，如果維持現有之防治資源，

無法推行更全面、更有效益之防治工作，若要以 UNAIDS 規劃

於 2020 年達到之 90-90-90 為目標，以目前國內之狀況為 75.2%

知道自己已感染、感染者有 73.3%服藥、接受治療者有 86.7%

的人病毒受到成功控制，如果要達到 90-90-90 目標，勢必要投

入更多之資源及經費，才能有機會達到。 

(三) 風險評量 

若無法有效推行愛滋防治工作，經風險圖像評估風險等級結

果顯示，影響程度屬「非常嚴重」；發生機率為「可能發生」。 

 

三、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一) 內政部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辦理役男徵兵體格檢查時，於內政部會商衛福部指定之役男體

檢醫院，在體檢流程中辦理愛滋防治宣導教育，如播放宣導影

片、發放宣導資料等，並協調指定之檢查醫院善盡告知責任取

得當事人同意並嚴密檢查，進行愛滋血液檢測，而對於檢查時

發現疑似感染個案，由檢查醫院依傳染病通報原則，通報衛生

主管機關，以辦理後續愛滋病防治相關事宜。 

3. 加強替代役役男愛滋病防治教育宣導，將愛滋病、性病及其他

傳染病防治納入宣導，以維護替代役役男之健康及服役安全。 

4. 針對第一線消防救護工作人員辦理愛滋防治相關課程，內容應

包括感染者權益保障內容，並列入人員交接班注意事項，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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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發生感染者身分曝光情事。 

5. 配合縣市政府聯合稽查小組辦理八大行業稽查，當警方查獲之

性工作者及其相對人、施用或販賣毒品者，通知衛生單位辦理

愛滋病毒及其他性病防治講習及提供篩檢諮詢與衛教。 

6. 警政單位與本部合作擴大辦理警察人員協助「愛滋減害計畫」

及「愛滋病患之認識與防護」，要求各警察機關利用常年訓練、

聯合勤教或配合本部辦理愛滋防治宣導講習時，通知所屬員警

參與。 

7. 員警於查訪治安顧慮人口(毒品人口)及執行尿液採驗時，配合

本部協助發放兌換卷及相關鄰近替代治療執行機構資訊予藥

癮個案，宣導鼓勵參加替代治療。 

(二) 外交部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於外派人員行前講習課程納入愛滋防治教育，並加強駐外人員

對愛滋病防治工作重要性的認識。 

3. 駐外相關館處辦理「外籍配偶入國前輔導講習」時，加入愛滋

防治與權益保障等課程，並提供諮詢服務。 

4. 因應愛滋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修法後，外籍人士入境不

再需要接受愛滋篩檢，請加強外籍人士及外籍配偶於母國篩

檢愛滋之宣導。 

5. 協助推動我國與其他國家愛滋病防治經驗交流。 

 (三) 國防部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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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軍及新訓單位辦理感染個案停除役業管人員，應注意個人隱

私及權益；新訓單位於感染個案退、離營時給予相關衛教單張、

手冊等資訊，以強化個人防治工作。 

   3. 加強各軍種現役軍人、義務役新兵、軍事學校學生、軍醫人員

等之愛滋病防治宣導。 

   4. 針對離、退營官兵，運用退伍座談會及衛生教育時機，給予相

關衛教單張、手冊、就醫權利等諮詢資訊，強化其認識愛滋病

及保護自己之知能。 

(四) 教育部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各校應建立諮詢窗口以提供愛滋病及其他性病篩檢資訊，對於

請求協助學生資料加以保密，並透過相關學校社團及民間團體

合作，藉由同儕影響力量提供貼近學生需求的協助及支持。 

    3. 各級學校應實施愛滋病及其他性病防治預防教育課程師資培訓，

提升相關教師之相關課程教學能力，結合多樣化與貼近學生之

教學方式，並進行成效評估。 

    4. 鼓勵大專校院開設藥物濫用及愛滋病防治通識課程，以推動校

園反毒、愛滋病防治教育，並培訓種子師資於校內落實防治教

育工作。 

    5. 鼓勵高中職以上學校（尤其大專院校），結合同志諮詢或性別實

務相關專業之民間團體資源或專家學者入校宣導，將同志友善、

安全性行為等列為重要宣導內涵，加強學生性別認同、身體保

護知能及愛滋病防治觀念。 

6. 對於各級學校之師生，加強愛滋防治宣導講座，並於校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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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防治相關競賽及活動，以提升學校師生對於愛滋防治之

重視及認知。 

7. 核定師資培育大學辦理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在職進

修，愛滋病防治與性教育等增能學分班。 

8. 各級學校應利用家長會、親職教育、家庭訪問或其他有家長參

加之活動，伺機實施愛滋病防治宣導，並呼籲家長共同參與愛

滋病防治工作，以增加輔導成效。 

(五) 法務部 

1. 提升所屬機關（包括檢察機關、矯正機關）之業務相關及行政

人員之愛滋防治正確認知，並針對愛滋病感染者個人資料保密

及愛滋病法治權益資訊加強宣導。 

2. 於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觀護人執行保護管束時，結合當地衛教單

位加強辦理愛滋病相關之法治權益宣導。 

3. 編列收容人篩檢愛滋檢驗費用，協同衛生單位或醫事機構進行各

矯正機關收容人毒品防治、愛滋病防治教育宣導、方案推動及篩

檢。 

4. 各地方法院檢察署針對一般民眾辦理反毒宣導、法治教育等業

務時，適時加入愛滋病患法治權益之宣導。 

5.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六) 經濟部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針對特定目的事業營業場所之從業業者，定期提供合法新設立

名冊供各縣市政府單位辦理講習，並請於講習時針對愛滋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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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感染者就業權益維護等加強宣導。 

3. 配合於各產業相關工業同業公會召開會員大會時，針對各產業

及企業領袖或高階主管進行愛滋病防治及權益保障相關宣導，

並就感染者就業權益維護等加強宣導。 

4. 配合加工出口區保健所辦理活動及愛滋防治與感染者就業權益

維護等宣導。 

(七) 交通部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強化領隊及導遊人員對於愛滋病防治觀念及其扮演重要角色，

進而協助愛滋病防治宣導工作。 

3. 委託各縣市旅館公會辦理研習訓練時，持續加強對旅館業者從

業人員對愛滋病防治之宣導。 

(八) 勞動部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就業服務人員與替代治療執行機構或愛滋病指定醫院合作，於

醫院內提供駐點服務，以增加服務之可近性，並適時提供相關

職業訓練課程及符合免費參加訓練對象範圍等資訊。 

3. 於職業安全（衛生）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課程納入愛滋病

防治之課程，俾其於職場強化愛滋病預防之宣導及提供勞工權

益維護諮詢之管道。 

4. 加強雇主或企業主等愛滋防治及權益保障相關知能，藉以強化

職場愛滋防治及勞工權益保障工作。 

5.因應愛滋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修法後，外籍勞工入境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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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接受愛滋篩檢，請針對外籍勞工來源國及仲介業者加強外

籍勞工來台前於母國篩檢愛滋之宣導。 

 (九)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於辦理大陸配偶生活輔導課程及編印之相關刊物中，配合納入

愛滋病防治相關宣導內容及法令。 

3. 運用現有兩岸交流體系，針對大陸臺商進行愛滋病防治與宣

導。 

 (十)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於各項漁船船員訓練課程內納入愛滋病、性傳染疾病防治及感

染者權益保障之相關訓練課程。 

3. 於辦理農、漁會及家政班研習課程，納入愛滋防治宣導內容。 

(十一) 原住民族委員會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於所屬單位辦理相關訓練課程、演講或活動時，納入愛滋病防

治宣導等內容。 

3. 於原住民族衛生保健服務計畫內，針對原住民族加強辦理愛滋

病權益保障工作，提供原住民族感染者相關協助與關懷。 

 (十二) 衛生福利部 

1. 檢視權管法令與規定，是否存有污名之虞，並加以修正。 

2. 督導兒少安置教養、老人福利及身心障礙福利機構之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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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辦理愛滋防治及權益保障研習課程或教育宣導活動。 

3. 督導兒少安置教養、老人福利及身心障礙福利等所屬機構，落

實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之相關

規定，不得拒絕提供感染者服務及給予感染者不公平之待遇及

歧視。 

 

四、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及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如附錄二) 

 

五、附錄 

   附錄一：國內愛滋相關民間團體名單 

   附錄二：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含性別影響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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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愛滋防治相關民間團體     104.10.1 

單位 網頁 電話及地址 工作內容 

日日春關懷互助

協會 
http://coswas.org
/about 

(02)2553-5138 
10358 臺北市大同區歸綏街

128 號 

辦理性工作者愛滋病防

治工作 

中華民國醫務社

會工作協會 
http://www.mswa
.org.tw/ 

(02)27657068 
10570 台北市松山區南京東

路 5 段 163 號 2 樓之 3 
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 

中華民國社會工

作師公會全國聯

合會 

http://www.nusw.
org.tw/ 

(06)2092705 
70144 台南市東區前鋒路 24
巷 7 號 

愛滋病防治教育訓練 

台灣預防醫學學

會－希望工作坊

（台北、高雄） 

http://www.aids.o
rg.tw/ 

台北:(02)2392-0010 
10084 台北市中正區羅斯福

路 2 段 70 號 9 樓之 4 
南部(07)312-101分機2559小
分機 11 
80708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

路 100 號之一國研大樓 11 樓

11002 室 

愛滋篩檢 
諮商輔導 
醫療轉介 

台灣愛滋病學會 http://www.aids-
care.org.tw/ 

(02)23616136 
100台北市中正區常德街1號
(景福會館地下室) 

愛滋病學術研究 
愛滋研討會 
教育訓練 

世界和平婦女會

台灣總會 
http://www.wfwp
.org.tw/ 

(02)23637656#16 
10646 台北市大安區羅斯福

路 2 段 95 號 7 樓之 2 

針對婦女及一般民眾等

辦理愛滋防治宣導活動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愛滋感染者權

益促進會 
http://praatw.org/

(02)2550-5963 
10355 台北市大同區承德路 1
段 48 號 2 樓 

處理愛滋感染者權益受

侵害事件 
平權教育與倡導 
愛滋諮詢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台灣懷愛協會 
http://w3.csmu.e
du.tw/~aidscare/ 

(04)2473-0022 分機 11722 
40201 台中市南區建國北路 1
段 110 號研究大樓 13 樓 

醫療轉介 
陪同就醫 
篩檢前後諮詢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台灣女童軍總

會 

http://gstaiwan.or
g/ 

(02)27771714 
10491 台北市中山區建國北

路一段 23 巷 28 號 3 樓 

辦理愛滋教育徽章種子

教師營及愛滋教育徽章

考驗營 

社團法人台灣同

志諮詢熱線協會 
http://www.hotlin
e.org.tw/ 

(02)2392-1969 
10084 台北市中正區羅斯福

路 2 段 70 號 12 樓 

同志權益維護 
同志愛滋諮詢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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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台灣世

界快樂聯盟 
http://www.hiv.or
g.tw/hiv/ 

(08)778-6950 
91242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

學人路 257 號 

諮商輔導、就業輔導、

就醫輔導、監所收容人

輔導 

社團法人台灣關

愛之家協會 
http://www.hhat.
org/ 

(02)2738-9600 
11054 台北市信義區崇德街

66 號 

協助生活輔導及重建 
收容照護 

社團法人台灣愛

滋病護理學會 

http://www.tanan
urse.org.tw/index
.php 

(02)2531-7575 
10451 台北巿中山區林森北

路 413 號 6 樓之 1 

提升愛滋照護品質 
發展愛滋護理專業 

社團法人台灣愛

之希望協會 
http://www.loveh
ope.org/ 

(07)550-0225 
80452 高雄市鼓山區龍文街

31 號 5 樓 

電話諮詢 
陪伴就診與訪視 
推廣愛滋防治工作 

社團法人台灣露

德協會（台北、台

中） 

http://www.lourd
es.org.tw/ 

(02)2371-1406 
10041 台北市中正區中山北

路 1 段 2 號 2 樓 203 室 
(04)2229-5550 
40043 台中市中區綠川東街

32 號 12 樓之 11 

個案管理、諮詢、支持

團體、中途之家、同儕

陪伴、監所輔導、助人

者培訓 

社團法人台灣減

害協會 
http://www.harm
reduction.org.tw/

(02)2670-8633 
新北市鶯歌區(地址不公開) 

減害計畫 
清潔針具工作站 
衛教諮詢轉介服務 

社團法人台灣誼

光協會 
http://www.lofaa.
org.tw/ 

(02)2375-5413 
服務地址：新北市板橋區民

生路 2 段 250 號 5 樓 

愛滋病防治教育 
男同志社區健康中心 

財團法人台北市

愛慈社會福利基

金會 

http://www.aidsc
are.org.tw/ 

(02)2370-3579 
10041 台北市中正區公園路

20 巷 14 號 4 樓 

提供身心靈全人關懷及

照護 

財團法人台灣紅

絲帶基金會 
http://www.taiwa
naids.org.tw/ 

(02)2559-2059 
10341 台北市大同區南京西

路 410 號 8 樓 

推動愛滋防治 
醫療轉介 
衛教宣導 

財團法人台灣關

愛基金會 
http://www.twhhf
.org/ 

(02)2738-9600 
11054 台北市信義區崇德街

66 號 
愛滋關懷生命教育宣導

財團法人杏陵醫

學基金會 
http://www.sexed
u.org.tw/ 

(02)29153185 
23143 新北市新店區北新路 3
段 212 號 3 樓 

性教育暨愛滋防治教育

宣導 

財團法人國紹泌

尿科學教育基金

會 

http://gosouth-fo
undation.org/adm
in/message/front/
index.php 

(02)22182254#17 
23143 新北市新店區中正路

538 巷 8 號 4 樓 
辦理 Only Love 創意衛

教-愛滋防治宣導 

財團法人護理人

員愛滋病防治基

金會 

http://www.napf.
org.tw/ 

(02)2531-7575 
10451 台北巿中山區林森北

路 413 號 6 樓之 1 

辦理愛滋病防治之宣導

培訓愛滋病護理專業人

員及愛滋個案管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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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自評檢核表 （含性別影響評估表） 

  

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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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 

【第一部分】：本部分由機關人員填寫 

填表日期：   104   年 10  月 22 日 

填表人姓名：曾毓珊             職稱：技正          身份： ■業務單位人員  

e-mail：mnt1234@cdc.gov.tw     □非業務單位人員， 

(請說明：________________   )電話：23959825#3750 

填  表  説  明 
一、行政院所屬各機關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除因物價調整而需修正計畫經費，或僅計畫期程變更外，

皆應填具本表。 
二、「主管機關」欄請填列中央二級主管機關，「主辦機關」欄請填列擬案機關(單位)。 
三、建議各單位於計畫研擬初期，即徵詢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或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意見；計

畫研擬完成後，應併同本表送請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行程序參與，參酌其意見修正計畫內

容，並填寫「拾、評估結果」後通知程序參與者。 

壹、計畫名稱 愛滋防治第六期五年計畫 

貳、主管機關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 主辦機關(單位) 
衛生福利部疾病管制署愛滋及結核

病組 

參、計畫內容涉及領域： 勾選(可複選) 

3-1 權力、決策、影響力領域  
3-2 就業、經濟、福利領域  
3-3 人口、婚姻、家庭領域  
3-4 教育、文化、媒體領域  
3-5 人身安全、司法領域  
3-6 健康、醫療、照顧領域 V 
3-7 環境、能源、科技領域  
3-8 其他(勾選「其他」欄位者，請簡述計畫涉及領域)  

肆、問題與需求評估 
項 目 說 明 備 註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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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計畫之現況問題
與需求概述 

1. 愛滋病一直是國際關注的重要議題 
  聯合國安全理事會於西元 2000 年通過第 1308 號決議

案表示：「愛滋病可能對國家穩定與安全產生威脅」。另於

聯合國千禧年高峰會議中，訂定 8 個「聯合國千禧年發展

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其中，

希望各會員能在 2015 年前，遏止並開始扭轉愛滋病等傳

染病的蔓延，且世界經濟論壇(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亦將愛滋病納入全球競爭力評比項目。 
  另，聯合國愛滋病規劃署(UNAIDS)於 2011-2015 年愛

滋全球策略中提出，期望能達到「Getting to Zero：零新增、

零愛滋相關死亡、零歧視」之目標，第 20 屆國際愛滋年

會亦將 2014 年愛滋防治主題訂為「加快步伐(Stepping up 
the pace)」，同年UNAIDS更將 2014年國際愛滋病日(World 
AIDS Day)之宣導主題訂為「縮小缺口(Close the Gap)」，期

望減小易感族群取得愛滋預防、篩檢及治療等服務之限

制，使每位需要的人均可接受到相關照護及服務，並於

2030 年終止愛滋疫情。 
  因此，UNAIDS 為愛滋防治成效擬定新目標，預計於

2020 年達到「治療達 90-90-90」之目標，意即 90%的感染

者知道自己感染狀況、感染者有 90%接受藥物治療、服藥

者有 90%病毒量成功被控制。 

2. 國內愛滋感染疫情集中於年輕族群 
  我國自 73 年發現第 1 例愛滋感染者以來，截至 103
年底，本國籍通報數計 2 萬 8,708 人，因不安全性行為感

染之比率占總通報人數超過 9 成，其主要影響具有生產力

的年輕族群，感染後目前尚無法治癒，因此不僅危害民眾

之生命健康，更耗損社會生產力，甚至影響國家競爭力。 
  我國 15-49 歲愛滋盛行率為 0.2%，仍屬低盛行率的國

家，但疫情主要發生在年輕族群，另在某些特定群體高度

蔓延中，是目前最重要且迫切需要解決的問題，分析問題

包括特定族群感受社會的歧視、不友善，使高風險族群害

怕曝光、權益受損而不願意接受篩檢及治療，同時藥物濫

用造成不安全性行為感染人數增加等等。 
因此，訂定「愛滋防治第六期五年計畫」，呼應 UNAIDS

提出的策略（90-90-90），著重篩檢、連結醫療體系及早治療，

同時強化感染者規則服藥降低體內愛滋病毒量，並強調以法

律確保人權，消除歧視為整體計畫主軸。 

簡要說明計畫之

現況問題與需求。



 

99 

 

4-2 和本計畫相關之
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 

  我國自民國 73 年發現第 1 例愛滋感染者以來，截至 103
年底，本國籍通報數計 2 萬 8,708 人，在感染危險因子部分，

以男男間性行為者 16,216 人(56.5%)為最多，其次為注射藥癮

者 6,828 人(23.8%)及異性間性行為者 5,314 人(18.5%)，由於

93 年注射藥癮者透過共用針具及稀釋液感染的人數快速攀

升，在推動減害計畫後，使注射藥癮者感染人數迅速受到控

制，而不安全性行為感染愛滋之疫情，自 94 年持續呈現上升

趨勢，尤其是男男間性行為者之疫情，而近幾年已逐年趨緩。 

  在性別方面，愛滋感染主要以男性為主，計 26,891 人，

女性僅占 1,817 人，男女比為 15：1，再以不同性別之危險因

子進行分析，男性感染途徑以男男間性行為者為主 (占
60.3%)、注射藥癮者次之(占 22.1%)；女性感染途徑則以注射

藥癮者為主(占 49.1%)、異性間性行為者次之(占 48.5%)；若

針對每年通報之愛滋感染者進行性別分析，亦集中於男性，

以 103 年新增通報個案為例，新增通報感染人數為 2,235 人，

其中男性為 2,176 人，女性為 59 人，男女比為 36：1。 

  分析感染愛滋之女性資料，主要為注射藥癮及性行為感

染為主，因愛滋減害計畫之推動，女性因注射藥癮感染愛滋

已明顯減少，而年齡層集中於 25-34 歲(42%)及 35-44 歲

(20%)。 

  雖然 103 年國內愛滋感染人數男女性別比為 36：1，且

每年女性感染通報人數占新增通報人數之 2.6%，但女性感染

愛滋之議題仍需持續關注，其感染愛滋之風險如下： 

1.生理因素：女性受男性感染的機會是男性受女性感染的 2
至 7 倍。 

2.社會文化與性教育： 
(1) 經濟能力較男性不足，在性關係常不具主導權，較

無法要求伴侶使用保險套。 
(2) 晚婚或單身比率增加，使得兩性暴露非婚性行為比

率增加，其中包括未婚懷孕、婚外情及多重性伴侶

等。 
(3) 網路發達：網路交友、一夜情的風險或網路援交，

以性換取金錢。 
(4) 女性注射藥癮者在藥物取得、用藥主控權、用藥順

序及乾淨針具的選擇等方面皆處於兩性中的弱勢地

位。 
3.性別因素的影響： 

(1) 女性感染者 8 成以上為育齡婦女，容易衍生母子垂

直感染問題。 
(2) 女性受到性暴力或性侵害的風險。 

1.透過相關資料

庫、圖書等各種

途徑蒐集既有

的性別統計與

性別分析。 
2.性別統計與性

別分析應儘量

顧 及 不 同 性

別、性傾向及性

別認同者之年

齡、族群、地區

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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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議未來需要強
化與本計畫相
關的性別統計
與性別分析及
其方法 

目前均定期針對愛滋防治成果數值進行性別分析，並公布於

本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未來將持續擴增各類數據性別分析結

果，提供各級防疫及學術人員查詢運用，俾利監測國內性別

疫情統計及其資源運用之情形，據以調整未來防治策略與強

化防治對象之參考。 

說明需要強化的

性別統計類別及

方法，包括由業

務單位釐清性別

統計的定義及範

圍，向主計單位

建議分析項目或

編列經費委託調

查，並提出確保

執行的方法。 

伍、計畫目標概述
(併同敘明性別
目標) 

為響應 UNAIDS 於 2020 年設定 90-90-90 之目標，我國預計於 109 年達到愛滋

防治篩檢治療 90-90-90 目標 (90%感染者知悉自己的感染狀態、感染者有 90%
接受藥物治療、服藥者有 90%病毒量成功被控制)。 

陸、性別參與情形或
改善方法 (計畫
於研擬、決策、
發展、執行之過
程中，不同性別
者之參與機制，
如計畫相關組織
或機制，性別比
例是否達 1/3) 

本署於研擬過程，召開多次會議共同研議，並邀集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

會委員與會提供修正意見。 

目前愛滋病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會，共設置 27 位委員，其中女性委員計有 11
位(占 41%)，符合女性委員比例須達 1/3 以上之規定。 

柒、受益對象 
1.若 7-1 至 7-3 任一指標評定「是」者，應繼續填列「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及「第二部分－程序參

與」；如 7-1 至 7-3 皆評定為「否」者，則免填「捌、評估內容」8-1 至 8-9，逕填寫「第二部分－程

序參與」，惟若經程序參與後， 10-5「計畫與性別關聯之程度」評定為「有關」者，則需修正第一部

分「柒、受益對象」7-1 至 7-3，並補填列「捌、評估內容」8-1 至 8-9。 
2.本項不論評定結果為「是」或「否」，皆需填寫評定原因，應有量化或質化說明，不得僅列示「無涉

性別」、「與性別無關」或「性別一律平等」。 

項 目 
評定結果 
(請勾選) 評定原因 備 註 
是 否 

7-1 以特定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為
受益對象 

 V 
 歷年愛滋病感染人數男性感
染者占 9 成以上，性行為占
75%。自 94 年注射藥癮者愛滋

如受益對象以男性或女性為

主，或以同性戀、異性戀或雙

性戀為主，或個人自認屬於男

性或女性者，請評定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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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受益對象無區別，
但計畫內容涉及一
般社會認知既存的
性別偏見，或統計
資料顯示性別比例
差距過大者 

 
V 
 

 

感染疫情，女性感染人數迅速攀
升，在男、女性別比例，94 年 7：
1、95 年 9：1、96 年 10：1，經
過愛滋減害計畫及加強易感族
群篩檢等措施，於 97 年開始女
性感染比例顯著下降，於 103
年男女比已為 36：1。 
 而愛滋病防治議題透過性別
影響評估，男、女性別均為受益
對象。 

如受益對象雖未限於特定性別

人口群，但計畫內容涉及性別

偏見、性別比例差距或隔離等

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7-3 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涉及
對不同性別、性傾
向或性別認同者權
益相關者 

 
 
 

V 本案無涉及公共建設之空間規
劃與工程設計。 

如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

設計涉及不同性別、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者使用便利及合理

性、區位安全性，或消除空間

死角，或考慮特殊使用需求者

之可能性者，請評定為「是」。

捌、評估內容 
(一)資源與過程 

項 目 說 明 備 註 

8-1 經費配置：計畫如何編列

或調整預算配置，以回應

性別需求與達成性別目

標 

本計畫相關預算就公共衛生三段五級進行編

列，並針對年輕族群、婦女及各類易感族群

（包括：男男間性行為者、注射藥癮者、性

工作者及其顧客、性病病患等）之需求，編

列相關預算，以利後續推動策略。 

說明該計畫所編列經

費 如 何 針 對 性 別 差

異，回應性別需求。 

8-2 執行策略：計畫如何縮小

不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差異之迫切性與

需求性 

由於愛滋感染疫情以男男間性行為者為主，

因此，加強男男間性行為者之防治策略，將

透過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之運作，創造多

元友善的性別空間，並藉由教育宣導、性別

平權暨同志權益倡導、刊物等方式，爭取家

庭與社會認同，提升家庭、學校、社會等對

於同志的瞭解與接受度，共同營造一個開

放、尊重且無歧視的多元文化社會。 

計畫如何設計執行策

略，以回應性別需求與

達成性別目標。 

8-3 宣導傳播：計畫宣導方式

如何顧及弱勢性別資訊

獲取能力或使用習慣之

差異 

針對一般民眾、年輕族群、婦女及易感族群

如：男男間性行為者、注射藥癮者、性工作

者及其顧客、性病患者等，進行多元宣導與

預防教育（內容涵蓋愛滋防治認知與關懷、

去歧視）。同時透過各式衛教宣導途徑，以

喚起女性的自覺及男性的責任感，並突破既

有男尊女卑的文化，倡導多元實用之安全性

行為，以形成兩性平權之社會常模。 

說明傳佈訊息給目標

對象所採用的方式，是

否針對不同背景的目

標對象採取不同傳播

方法的設計。 



 

102 

 

8-4 性別友善措施：搭配其他

對不同性別、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者之友善措施或

方案 

廣設篩檢與衛教諮詢管道，包括愛滋病指定

醫院、匿名篩檢醫院、友善性病門診、各縣

市衛生單位、民間團體等，針對一般民眾及

易感族群，開發多款宣導素材（單張、手冊、

海報、影帶、網路宣導等）。並就不同生命歷

程的女性（青少年時期、懷孕期、育齡期等）、

不同國籍族群的女性，建置對女性友善之愛

滋感染者醫療照顧及衛教諮詢服務網。另亦

針對男同志建置友善之衛教諮詢空間，如服

務中心、網站、諮詢專線等。 

說明計畫之性別友善

措施或方案。 

(二)效益評估 

項 目 說 明 備 註 

8-5 落實法規政策：計畫符合

相關法規政策之情形 

本計畫依據「傳染病防治法」、「人類免疫缺乏

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益保障條例」訂定，

而依據前述條例第七條規定，主管機關應辦理

人類免疫缺乏病毒之防治教育及宣導，其內容

應具有性別意識，並著重反歧視宣導，並由機

關、學校、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協助推行。 

說明計畫如何落實憲

法、法律、性別平等政

策綱領、性別主流化政

策及 CEDAW 之基本

精神，可參考行政院性

別 平 等 會 網 站

(http://www.gec.ey.gov.
tw/)。 

8-6 預防或消除性別隔離：計

畫如何預防或消除性別隔

離 

一般大眾對於愛滋病感染者的標籤化，使得

易感族群在要進行篩檢時即面臨強大的壓

力，確認診斷後更不願意提供性接觸者及共

同生活者相關資訊，特別是一般大眾對於男

同志及外籍配偶的刻版印象，因此將創造多

元友善的性別空間，並藉由教育宣導、性別

平權暨同志權益倡導，提升家庭、學校、社

會等對於同志的瞭解與接受度。 

說明計畫如何預防或

消除傳統文化對不同

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限制或僵化期

待。 

8-7 平等取得社會資源：計畫

如何提升平等獲取社會資

源機會 

藉由考量不同性別需求而擬訂之執行策略

（含宣導方式），讓弱勢性別者可以取得資

訊，如在不同感染途徑中，分別降低男女感

染人數，提高女性及同志接受篩檢意識及營

造友善、支持性的就醫環境。 

說明計畫如何提供不

同性別、性傾向或性別

認同者平等機會獲取

社會資源，提升其參與

社會及公共事務之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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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空間與工程效益：軟硬體

的公共空間之空間規劃與

工程設計，在空間使用

性、安全性、友善性上之

具體效益 

非公共建設計畫 

1.使用性：兼顧不同生

理差異所產生的不

同需求。 
2.安全性：消除空間死

角、相關安全設施。

3.友善性：兼顧性別、

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者之特殊使用需求。

8-9 設立考核指標與機制：計

畫如何設立性別敏感指

標，並且透過制度化的機

制，以便監督計畫的影響

程度 

每年針對 15-49 歲民眾調查其對於愛滋病認

知之情形，並列為績效指標之一，屆時將了

解男性及女性對於愛滋病觀念認知率之差異

性，並針對不同族群及性別，提供適切之衛

教宣導方式；另每個月均會針對不同性別之

感染年齡、危險因子及地區等變相進行分

析，以作為制定策略之參考依據。 

1.為衡量性別目標達

成情形，計畫如何訂

定相關預期績效指

標及評估基準(績效

指標，後續請依「行

政院所屬各機關個

案計畫管制評核作

業要點」納入年度管

制作業計畫評核)。 
2. 說 明 性 別 敏 感 指

標，並考量不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者之年齡、族群、

地區等面向。 

玖、評估結果：請填表人依據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見之檢視意見提出綜合說明，包括對「第二部分、
程序參與」主要意見參採情形、採納意見之計畫調整情形、無法採納意見之理由或替
代規劃等。 

9-1 評估結果之綜合說明 

本計畫已針對不同性別或性傾向等因素，分析其原因並擬訂相關策略，

另，為增加各類易感族群之參與意願，除針對不同族群提供適切及符合

需求之策略外，定期針對第一線工作人員辦理相關教育訓練，並強化其

對於感染者及不同性傾向者之友善態度，以提高防治效益，並降低愛滋

感染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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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參採情形 

9-2-1 說明採納意見後

之計畫調整 
針對委員建議事項，簡要說明如下： 

1. 已補充於計畫第 61 頁，針對愛滋病指定醫院的

相關醫護人員，定期辦理教育訓練，內容

包括 :愛滋防治現況及疫情、同志文化、

愛滋相關照護等內容，以提升其正確認

知及友善態度，並提高病患之就醫率及

服藥率。 

2. 已補充於計畫第 20 頁，男性持續就醫比率為

79.5%，女性為 73.7%，可能因為女性感染者

中，半數為注射藥癮者，該族群之就醫率較其

他危險因子偏低，未來將持續針對不同性別分

析其持續就醫之差異，並擬定適切之執行策略。

3. 已補充於計畫第 49 頁，將於長期照顧服務員的

教育訓練課程及醫事人員之長期照顧課程中，

納入愛滋病防治相關知能、去歧視及防護措施

等內容，以提升第一線工作人員正確認知，並

減低其對於感染者之恐懼及歧視。 

9-2-2 說明未參採之理

由或替代規劃 
 

9-3 通知程序參與之專家學者本計畫的評估結果： 
已於 104 年 11 月 2 日將「評估結果」通知程序參與者審閱 

＊ 請機關填表人於填完「第一部分」第壹項至第捌項後，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進行「第二部分－程

序參與」項目，完成「第二部分－程序參與」後，再由機關填表人依據「第二部分－程序參與」之主

要意見，續填「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 
＊ 「第二部分－程序參與」之 10-5「計畫與性別關聯之程度」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評定為「有關」者，

請機關填表人依據其檢視意見填列「第一部分－玖、評估結果」9-1 至 9-3；若經評定為「無關」者，

則 9-1 至 9-3 免填。 
＊ 若以上有１項未完成，表示計畫案在研擬時未考量性別，應退回主管(辦)機關重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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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程序參與】：本部分由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填寫 

拾、程序參與：若採用書面意見的方式，至少應徵詢 1 位以上民間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意見；民間

專家學者資料可至台灣國家婦女館網站參閱

(http://www.taiwanwomencenter.org.tw/)。 
(一)基本資料 

10-1 程序參與期程或時間 104 年 11 月 2 日 

10-2 參與者姓名、職稱、

服務單位及其專長領

域 

王秀紅、教授、高雄醫學大學護理學系 
婦女健康、高齡長期照護、性別政策、衛生政策 

10-3 參與方式 □計畫研商會議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書面意見 

10-4 業務單位所提供之資

料 

相關統計資料 計畫書 計畫書涵納其他初評

結果 
有 很完整   

 □可更完整 
 □現有資料不足須設法

補足 
□無 □應可設法找尋 

□現狀與未來皆有困難

有， 
  且具性別目標 
□有， 
  但無性別目標 
□無 

有， 
  已很完整   
□有， 
  但仍有改善空間 
□無 

10-5 計畫與性別關聯之程

度 

有關          □無關    
(若性別平等專家學者認為第一部分「柒、受益對象」7-1 至 7-3 任一

指標應評定為「是」者，則勾選「有關」；若 7-1 至 7-3 均評定「否」

者，則勾選「無關」)。 
(二)主要意見：就前述各項(問題與需求評估、性別目標、參與機制之設計、資源投入及效益評估)

說明之合宜性提出檢視意見，並提供綜合意見。 
10-6 問題與需求評估說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7 性別目標說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8 性別參與情形或改善方法之合宜性 合宜 
10-9 受益對象之合宜性 合宜 
10-10 資源與過程說明之合宜性 合宜 
10-11 效益評估說明之合宜性 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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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綜合性檢視意見 「愛滋防治第六期五年計畫」能考量不同性別或不同

性傾向的個案或民眾的需求以及提供相關教育訓練及

性別統計資料。尤其是，基於國際人權之考量，於 2015
年 2 月 4 日公布愛滋條例部分條文修正案，刪除外籍

愛滋感染者入境及停居留限制，以保障感染愛滋病之

外籍或大陸配偶繼續停居留之權益。 
以下提供幾點建議： 
（一）對於愛滋病指定醫院的相關醫護人員，應加強

教育訓練，避免於接觸個案時在口語溝通上或對應態

度上，對病人/同志/不同性傾向者的不友善、歧視或偏

見。 
（二）針對愛滋感染者之持續或不持續就醫之比率及

原因，未來可提供性別差異分析。 
（三）對於國內居家式、社區式或機構式之長期照顧

服務人員，加強愛滋認知相關教育訓練，例如於長期

照顧服務員的教育訓練課程以及醫事人員之長期照顧

Level I、Level II 以及 Level III 課程中加強愛滋病防治

相關知能。 

(三)參與時機及方式之合宜性：合宜 
本人同意恪遵保密義務，未經部會同意不得逕自對外公開所評估之計畫草案。 
(簽章，簽名或打字皆可)    王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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