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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國際愛滋病防治研討會報告 

前  言 

自 1981 年美國發現第一個愛滋病案例後，短短十幾年間，疫情迅速在全

球各地蔓延，據聯合國統計截至 2000 年 6 月底最新的愛滋病例報告顯示，

全球已有超過 5,300 萬人感染愛滋病毒，其中 1,900 萬人因此喪生，目前

約有 3,430 萬存活者，而預估至 2005 年將會增加到 4,000 萬人。這些存活

者中，如以地區別來區分，則以非洲地區最為嚴重，約有 2,450 萬人遭受

感染，而在撒哈拉沙漠以南地區的波札那、史瓦濟蘭、辛巴威、賴索托、

尚比亞、南非等十六個國家 15-49 歲的人口中，超過 10%均已感染了愛滋

病毒。亞洲地區情況雖然稍好，統計愛滋病毒感染人數約 600 萬人左右，

但近年來亦快速竄升。台灣地區則自 1984 年發現第一例愛滋病患者後，

統計至本(九十)年十一月底止，已發現 3,856 個愛滋病毒感染者，其中 1172

人已發病。由於愛滋病毒的感染並無種族、性別、年齡的區分，若不積極

防治，未來將面臨人口結構改變，生產力降低，經濟蕭條，甚至影響到國

家的興衰：因此，愛滋病防治是跨越了國界、族群、性別與年齡，需要大

家共同關心的議題。 

目  的 

疾病管制局係主管我國各項傳染病防治的政府機關，為了解國際最新愛滋

病資訊，掌握流行趨勢及現況，增進專業職能，並作為日後釐定愛滋病防

疫政策之參考，因此奉衛生署核定派員參加本次在南非德爾班市舉辦的第

十三屆國際愛滋病會議。 

心  得 

由於本次大會正式研討時間只有四天，而發表之論文則高達五千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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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因此必須在同一時間分別進行不同主題之研討，加以研討會會場分

散於各處(計有 13 處)，故僅能就不同之主題項目，採取重點式的參加，以

下就參加本次大會所獲得的資訊及心得，依基礎醫學、臨床醫學及流行病

學、衛生教育等部份，摘要敘述如下： 

基礎醫學 

1.HIV 病毒基因的複製、病因學及演化 

由於 HIV 病毒在進入感染者體內細胞並進行複製繁殖的過程中，往往

在進行反轉錄作用(reverse transcription)時，會發生一些錯誤，且因 HIV 病

毒複製所需的時間非常短暫且複製頻率很高，因此在不斷繁衍下一代的過

程中，病毒基因本身即有相當程度變異；另外在體內由於受到宿主免疫力

或藥物作用的影響，故 HIV 病毒為求生存，其基因結構更易改變，俾能適

應於宿主環境中，再加上如有不同次型(subtype)的病毒株同時感染時，可

能會經由混合重組(recombination)的過程，而造成另一種新型的病毒株出

現，這就是現今無論以藥物或研發疫苗來治療愛滋病(AIDS)所遭遇到困難

的主要原因。此外，由於病毒之基因型(genotype)並不完全與病毒之表現型

(phenotype)一致，但病毒之基因資訊對於 HIV 感染的溯源及追蹤，則相當

有用。故目前有學者利用不同基因型的 HIV 病毒進行研究，以了解病毒之

適應性與疾病之發展以及其與抗藥性產生之間的關係。 

HIV 病毒感染的病因學也可能和不同的人種有關。根據一項在以色列

針對衣索匹亞後裔所做的研究顯示，此一族群其體內細胞上 CCR5 受體含

量普遍較對照組為高，由於 CCR5 受體含量的增加，會使週邊血液中的單

核球(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對 HIV 病毒的感受性增

加。雖然研究的結論並不能只考慮單一因素，但本研究卻反應出某種專一

基因本質上的特性，並可能對衣索匹亞人對 HIV 病毒感受性較高，以及愛

滋病在非洲快速散播的原因有一合理的推論。 

另外，其他病原體與 HIV 病毒共同感染(co-infection)，也可能對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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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演化造成影響。例如，有研究指出，在急性肺囊蟲肺炎(Pnumocystis 

carinii pnemonia)的患者中，其細胞上 HIV 病毒的共同受體(co-receptor)會

擴張，而在恢復期時，則會受到抑制；另外在一個 HIV/TB 的患者中發現，

其體內好幾種細胞群上 CCR5 的表現有增加的情形。經由以上的觀察顯

示，如果細胞上共同受體或是病毒受體的趨向性得以改變，也許可以使病

毒進入細胞的機制亦隨之改變。 

由於 HIV 病毒基因持續不斷的改變，使 HIV 病毒分子結構的多樣性

增加，因而使得在流行病學上的追蹤或對於診斷、治療，甚至在疫苗製造

過程中如何選擇適當的免疫抗原均造成相當大的困擾。尤其現今交通旅遊

發達，促使各國原有 HIV 病毒主要流行之型別均有所改變，例如在南非原

以 C 次型(subtype C)為主，而現在 subtype B 及 subtype F 均已出現；而在

法國，原以 B 次型為主，但目前非 B 次型(non-subtype B)的 HIV 病毒也已

高達 16%。因此，使得 HIV 病毒發生混合重組的現象大為增加，且此種情

況正持續增加中，目前在許多非洲國家中，這些重組的 HIV 病毒株其盛行

率高達 30%。 

2.抗病毒藥物研發之進展 

高活性抗反轉病毒治療(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已

證實對 HIV 感染的控制具有相當良好的效果，但仍有其侷限性，因為即使

在患者血液中測不到病毒的存在，但仍有少數受到感染的細胞存活(主要存

在於淋巴組織內)，並在停止治療時，大部份病人體內的病毒含量會立刻上

升。另外，由於現行使用的一些抗病毒藥物陸續發現有誘導產生抗藥性病

毒株的情形，且無法將病毒複製的現象完全抑制，因而加速第二代抗病毒

藥物的研發進度。本次大會中，有幾位學者對第二代抗病毒藥物的研發進

度提出報告，主要針對病毒生活週期中四個部位進行干擾，其中二個是新

的部位，歸納如下： 

（1）病毒進入細胞之抑制物(entry inhibitors)：包括 CCR5 及 CXCR4 等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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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物。Progenics Pharmaceutics 公司已研發出三種藥物，分別命名為 PRO 

452(包含一段 CD4 peptide)，T-20 (為一段 gp41 peptide)及 PRO140(CCR5

的單株抗體)，這些藥物都具有阻礙病毒進入細胞的作用。如將 PRO452 及

T-20 合併使用，實驗發現病毒含量降低幅度高達 10-20 倍，目前這些藥物

已進行 phase I/II 臨床試驗中。此外 AOP-RANTES 及 TAK-779 是 CCR5 的

抑制物，而 T-7 則是 CXCR4 的拮抗物，但它們在臨床上的實效仍待證實。 

（2）CGA137053 是對抗 HIV 病毒所產生 Tat protein 的藥物，其作用係直

接與 Tat protein 結合而非與其拮抗，故較具特異性且毒性較低，本藥物之

動物試驗即將展開。 

（3）DPC96 及 DPC083 是新一代的 NNRTIs (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藥物，它們對現行 NNTRIs 具抗藥性的 HIV 病毒株

相當有效，此外這些藥物具有較長的半衰期，故每天服用一次即可，目前

已在臨床試驗中。 

（4）DPC681 及 DPC684 此二種藥物是新開發的蛋白酶抑制物(protease 

inhibitors, PIs)，實驗發現對蛋白酶抑制物有抗藥性的 HIV 病毒株具有相當

好的抑制功效，Phase I 臨床試驗即將開始進行。 

目前除了針對 reverse transcriptase 及 protease 設計抑制物外，針對 HIV 病

毒其他部分來設計藥物也已積極開發，尤其是同時抑制二種以上部位的藥

物(fusion inhibitors)，其效果應該更好，不過這些仍處於初期階段。 

3.疫苗研發之進展 

由於 HIV 病毒具有快速變異及重組的特性，再加上疫苗所產生的免疫力是

否具有保護作用仍然無法完全確認，因此使得疫苗之研發可說是 HIV 研究

中 最 嚴 酷 的 挑 戰 。 不 過 目 前 已 有 許 多 證 據 顯 示 體 液 性 免 疫 (humoral 

immunity，如中和抗體)及細胞性免疫(cellular immunity，如細胞毒殺 T-淋

巴球)對抵抗 HIV 病毒均佔有重要的角色，這些資料對 HIV 病毒疫苗之研

發相當重要。HIV 病毒疫苗可分為預防性疫苗及治療性疫苗二類，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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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概述如下： 

預防性疫苗： 

（1）Subunits vaccine： 

P. Berman 研發二種疫苗，均以誘導人體產生中和抗體為主，且均已進行

phase III 臨床試驗中。其中一種係將 B 次型(subtype B)病毒表層的 gp120

蛋白當做抗原，目前在美國試驗中；另一種則係針對 E 次型(subtype E)的

gp120，目前在泰國試驗中。以上這些臨床試驗預定在公元 2002 年將會有

結果。另外，M. Robert-Guroff 的疫苗則是針對病毒 gp120 與細胞 CD4 的

結合部位進行干擾。目前正進行動物試驗中，初步結果顯示可誘發細胞毒

殺 T-淋巴球(CTL)及特定輔助 T-淋巴球(specific helper T- cell)的產生，但無

法產生中和抗體。 

（2）Virus vector vaccine: 

委 內 瑞 拉 馬 腦 炎 病 毒 (Venezuelan equine encephalitis, VEE) 之 複 製 子

(replicons)具有高度表現基因的能力且可進入細胞以及淋巴結內又不致對

人體造成危害，因此被選為病毒之載體(vector)；利用 HIV 病毒基因(如

gag，env 及 pol 等)與之結合，並注入宿主內即可有效產生免疫力。在動物

試驗中，結果顯示可同時誘發細胞毒殺 T-淋巴球(CTL)及中和抗體產生，

目前使用本法將 HIV gag 基因送入人體的實驗即將在南非及美國進行。此

外，另一種能表現 HIV env 基因的病毒(Adeno- associated virus, AAV)也在

老鼠及猴子體內，發現可誘導長時間的免疫力。 

（3）Live viral vaccine： 

一種能表現出 HIV gp160 蛋白的狂犬病病毒活體疫苗也在研發中，實驗結

果顯示，只要注射一次即可獲得很高的免疫力，包括中和抗體以及特異性

細胞毒殺 T-淋巴球(CTL)均可大量的產生。 

（4）DNA vac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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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HIV gag 的 DNA 片段與 PEI (polyethylene- imine-mannose)載體結

合的 DNA 疫苗注入老鼠體內，發現其可迅速進入細胞內並被送到淋巴結

中，實驗結果顯示，細胞毒殺 T-淋巴球可大量產生，但並無抗體反應，本

項實驗將在猴體中繼續進行。另外，以 HIV gag 為標的之 DNA 疫苗也已

在猴體中進行，初步研究顯示，該疫苗所誘發的細胞毒殺 T-淋巴球具有保

護作用。其他尚有將 DNA 載體與 Fowlpox 病毒(Fowlpox virus, FPV)結合

以誘導產生對抗 HIV-gag 及 HIV-pol 免疫力的研究，雖然在動物試驗中此

法並無中和抗體產生，但在細胞免疫(cellular immunity)方面，包括誘導產

生細胞毒殺 T-淋巴球及輔助性 T-淋巴球的效果均相當不錯。 

治療性疫苗： 

在治療性疫苗方面，一種利用 HIV-Tat 多價蛋白當作免疫抗原的新方

法正進行研發，其原理係利用此一多價蛋白所誘導產生的抗體可與 Tat 

protein-host cell interaction 之活性部位結合，故應可減低 HIV 病毒對宿主

細胞的傷害，從而延緩愛滋病發病的時間。此外，尚有其他一些類似的研

究正準備進行動物及人體志願者之實驗。在本次大會，多位學者專家強烈

要求應結合全球的力量，加速進行愛滋病疫苗之研發，將一些最新的實驗

成果能即早應用，以使愛滋病的流行趨於緩和，並使 HIV/AIDS 罹病者的

生活品質得以提高。 

臨床醫學 

1.母子垂直感染與母乳哺育之問題 

據估計，在南非每天約有 500 位經由母子垂直感染的愛滋嬰兒出生，

因此如何避免母子垂直感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議題。本次大會即有多篇論

文加以探討，並提出研究結果供與會者討論，這些研究者所採用的藥物大

都為 nevarapine, zidovudine,及 lamivudine 等。其中，在泰國所作的一項研

究顯示，如果對 HIV 陽性婦女從懷孕第 28 週起即給予 zidovudine 治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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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出生嬰兒連續七天給予相同藥物治療，則可將母子垂直感染的可能性

降至最低；另外在南非進行的一項研究，則發現對 528 位 HIV 陽性懷孕婦

女無論單獨給予 nevarapine 或合併給予 lamivudine/AZT 均不致造成嚴重之

副作用，其中胎兒死亡者有 4 例，惟均證實與用藥無關，孕婦則無人死亡，

此足以反駁一些反對 HIV 陽性懷孕婦女使用抗病毒藥物的論點。然而，對

nevarapine 抗藥性的問題倒是值得擔心，因為單獨給予 nevarapine 的試驗

組中，30 位婦女有 12 位後來檢驗證實對 nevarapine 具有抗藥性，且有 3

位嬰兒感染愛滋病毒。此外，有研究指出，如果 HIV 陽性婦女於生產期間

服用抗 HIV 病毒藥物，但於生產後親自哺乳，則 18 個月後，小孩感染 HIV

病毒的比率與那些未服用抗 HIV 病毒藥物婦女生產的小孩相比並無差

異，此顯示母子垂直感染可於生產時與母乳哺育期間發生，然而在大部分

非洲國家，母乳哺育被視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如未親自以母乳哺育則

將招致責難；此外，在當地經濟及衛生環境普遍低落的情況下，有報告指

出如出生後完全以奶粉哺育則會增加嬰兒之腹瀉疾病，因此該研究報告建

議 HIV 陽性母親採取混合哺育方式，即嬰兒出生後一個月內採用母乳哺

育，其後則採用奶粉哺育。 

2.抗病毒藥物之臨床研究結果 

本次大會有多篇論文是有關於臨床藥物的評估報告，包括新一代藥物

的使用及抗藥性的報告等。因為最近的一些研究報告顯示，抗病毒藥物

NRTIs (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及 PIs (protease inhibitors)

對同時罹患 C 型肝炎的愛滋病患有加重肝病病情的危險，故其中有一篇論

文嘗試利用較新研發的藥物 NNRTIs (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e 

inhibitors) 來治療以改善這種情形，但研究結果顯示，在分組使用 NNRTI

及未使用 NNRTI 的 HAART 治療中，二組對於肝病病情的改善並無顯著差

異。另外在抗藥性研究方面，有報告指出第二代的 NNRTI(如 DPC961 及

DPC083)，對於目前具有較廣泛抗藥性的 K103N 病毒株的療效較為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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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服用後存在於血液中的時間及濃度均較長。 

3.藥價昂貴的議題 

由於目前絕大部分的 HIV/AIDS 患者位於非洲地區，而該地區大部分

國家均相當貧瘠，幾乎每個國家的經濟狀況及醫療資源均明顯不足，因此

非常不利於推展愛滋病的防治工作。據統計，每名愛滋病患者每年所花費

的醫療費用，在美國為 7,400 美元，泰國為 250 美元，中國大陸為 233 美

元，而位於非洲的盧安達及坦桑尼亞則每年僅有 63 美元及 50 美元。而估

計一個完整的 HAART 療法，每名病患每年約須 10,000-12,000 美元，因此

除非藥廠大幅度降價，否則絕大多數非洲的愛滋病患將無法獲得 HAART

之療法。雖然本次大會，聯合國組織及一些開發中國家曾與數家藥廠舉行

會談，希望對於開發中國家所極需的抗愛滋病毒藥物，能大幅調降或開放

藥品專利權，但並未獲致具體結論。因此比較實際的作法是找尋較為價廉

的替代藥物，本次大會有人提出 hydroxyurea 的藥物研究報告，但該藥物

的毒性較強且有可能引起周邊神經病變，故目前仍無法予以臨床應用；另

外，有研究指出，在一些曾接受疫苗注射但未服用抗愛滋病毒藥物的愛滋

病患中發現，他們體內 CD4 淋巴細胞有明顯增加的現象，這也可能是延緩

使用抗愛滋病毒藥物的方式之一。 

流行病學、預防及公共衛生 

1.HIV 流行病學趨勢 

根據許多報告顯示，目前位於北半球一些較為富裕的國家，其 AIDS

流行趨勢正在改變當中。由於這些國家的愛滋病毒感染者較有機會獲得

HAART 治療，因而使得在延緩發病時間或是降低死亡率方面均有好轉趨

勢；尤其因為 HAART 治療可使感染者的精液或陰道分泌物中病毒的含量

大為降低，再加上較易取得衛教資訊而能採取預防措施，故這些地區的同

性戀者、毒癮者及性工作者等高危險群的 HIV 感染傳播速率已趨於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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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南半球部分，雖然有些地區尚屬穩定，但整體 HIV/AIDS 流行趨

勢仍然十分嚴重。 

2.有效防治 HIV 的因素 

泰國自數年前針對性工作者實施「百分之百保險套計畫」，至今已相當

有效的降低 HIV 的發生率；而在非洲部分，由於烏干達政府非常重視愛滋

病防治工作，因此經過數年來的努力，HIV 之感染比率也有相當程度的下

降，然而在其鄰近的幾個國家，如肯亞其 HIV 發生率仍持續上升，而尚比

亞及馬拉威 HIV 感染率更已高達警戒區範圍內。比較這四國發現在保險套

使用比率方面差異並不大，但在烏干達境內，其同性或異性間之性伴侶數

目比其他三國有明顯下降趨勢，因此這也是控制 HIV 感染的一個重要的因

素。在本次大會所發表的報告中，針對 HIV 防治策略方面，大約可歸納出

以下數點： 

（1）性病之控制： 

在一場針對一般大眾性病控制(control of sex transmitted infections)的

辯論會中，正反雙方均同意性病控制可降低 HIV 的感染率並可減低個人對

HIV 病毒的感受性，因此對於 HIV 早期流行的預防應有相當助益，但對於

這些性病的診斷及治療方式卻無法提出一套適當且符合大多數國家需求的

模式。對於絕大多數資源相當欠缺的非洲國家而言，普遍缺乏價廉、可靠

的設備及技術來做症狀出現前的診斷與治療，因而使得性病的控制並不理

想。本次大會對於性病控制的相關報告尚有尼加拉瓜的 Maragua 地區對女

性性工作者採取分發免費醫療券的方式嘗試來控制性病的傳播，該地區女

性性工作者及其顧客可憑券至各特約醫療院所免費接受性病檢驗及醫療；

該報告顯示，從 1995 年至 1999 年共分發將近 8,500 張免費醫療券，其中

約 3,400 (40%)張被 2,000 餘名女性性工作者所使用，檢驗結果顯示，整體

女性性工作者的淋病盛行率由 10%降為 7.9%；而在嫖客方面，計分發 1,700

餘張，約 200 多位使用過，檢驗結果顯示，其中約有 52%的人患有 1 種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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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種以上的性病。在肯亞則有一項針對女性性工作者採取每月定期給予 1 

gm azithromycin 治療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對淋病、梅毒及 chlamydia 等

性病的感染率均比對照組為低。此外南非有一項研究報告指出，如同時感

染第二型疱疹病毒(Herpes simplex virus 2, HSV 2)及 HIV 病毒，則此二種病

毒會有重組變異發生，而造成彼此相互增強毒性的結果，雖然本項說法仍

須進一步探討，但對南非 HIV 如此高感染率的國家而言，控制 HSV 2 的

流行確實是一項刻不容緩的工作。 

（2）AIDS 諮商與檢驗系統 

由於大多數現今存活於世界各地的愛滋病毒感染者並不知道自己已經

遭受感染，其中原因包括本身對 HIV/AIDS 的忽視或刻意漠視，以及一般

社會大眾仍對 HIV/AIDS 患者懷有恐懼及敵意態度等有關，但相當重要的

一個原因是缺乏適當的諮商與檢驗管道。過去數年來的研究顯示，AIDS

自願諮商與檢驗措施(voluntary counseling and testing, VCT)對於 HIV/AIDS

感染之防治，尤其在預防夫婦、情侶等長期親密接觸間之相互感染方面發

揮了相當好的功能。然而在大會多篇的報告指出，VCT 的實施仍有相當多

的困難，諸如在經費、器材以及人才培育方面等均須再加強，而國際間對

貧困國家的實際援助也還不足，此外 VCT 實施的範圍也應擴大並依不同的

國情稍作修改，使其在避免母子垂直感染及在年輕族群中 HIV 感染的預防

等方面均能適用。 

（3）母子垂直感染之控制 

自從 HIV/AIDS 流行以來，估計已有 380 萬個小孩因愛滋病而死於 15

歲之前，以 1999 年估算，即將近有 50 萬個小孩死於愛滋病，因此如何避

免母子之間的垂直感染是一項非常重要且刻不容緩的工作；尤其對於非洲

地區更是如此，因為以 1999 年為例，超過 90%以上母子垂直感染的病例

是在撒哈拉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發生。經由過去數年在美國的一些研究發

現，對於 HIV 陽性懷孕婦女給予抗病毒藥物可大幅降低新生兒感染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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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率，且發現多種藥物使用較單一藥物效果更好。本次大會亦有多篇論

文確認此一論點，諸如在烏干達所作的 HIVNET 012 trial，南非的 SAINT 

study，泰國的 the Perinatal HIV Prevention Trial，以及在南非、烏干達及坦

桑尼亞的 PETRA trial 等試驗，這些臨床試驗的結果也同樣顯示 HIV 陽性

懷孕婦女服用抗病毒藥物後確可大幅降低新生兒感染 HIV 的比率；不過如

果在嬰兒出生後，即採用母乳哺育，則追蹤發現小孩的 HIV 陽性率會增

高，尤其是他們的母親如果 HIV 病毒含量過高，CD4 細胞數偏低，或已進

入發病期，或是乳房發炎等則小孩的 HIV 陽性率更高。因此在南非的一項

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在嬰兒出生後一個月內，完全不採用母乳哺育，則將

比一出生即採用母乳哺育或採用母乳與奶粉混合式哺育的方式，其嬰兒感

染 HIV 病毒的比率較低，且保護力可維持 15 個月之久，但本項研究尚待

進一步證實。綜合以上這些研究，與會專家、學者認為雖然仍有一些結果

不是很確定，但不致影響母子垂直感染控制計畫(Prevention of mother to 

child transmission, PMTCT) 的繼續實施，而且更應整體加強母親及小孩的

醫療照護、合格的諮詢服務、家庭的參與以及社會的支持等，才能使 PMTCT

的效果更加發揮。 

（4）衛生教育及宣導 

愛滋病雖然極為可怕，但卻可以事先預防，因此事先充分做好各項衛

生教育宣導工作，教導民眾不要從事高危險性行為以避免感染愛滋病毒，

絕對要比感染後的治療來的重要，並可避免龐大醫療資源的浪費。本次大

會亦有多篇論文針對愛滋病衛生教育的宣導工作提出報告，謹簡要摘敘三

篇如下： 

A.第一篇是以巴基斯坦 Karachi 省北部地區 12 所中學的學生(12-14 歲)做為

研究對象，這些學校被要求在暑假期間指派 2-3 位志願學生參加為期二週

的性病防治訓練課程，結訓後發給合格證書；而在他們回到學校後，每個

月尚須繼續接受 2-3 小時相關的諮詢與輔導並對其他學生進行同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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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r education)。該研究結果顯示，藉由同儕宣導，學生的接受程度普遍

較高，學習成效亦較佳。 

B.另外在馬拉威的 Blantyre 地區的一個基督教中心則以推動成立社區討論

群組(community discussion groups)，並透過討論、問答及戲劇的方式來推

展衛生教育。他們將各人每天日常生活的點滴，諸如誰結婚了? 誰生病了? 

誰家小孩出生了? 誰去世了?等等均溶入衛生教育宣導中，討論的主題係以

HIV/AIDS 為主，但亦包括其他較重要的傳染病。他們不止坐而言，並且

以分發保險套及探視病人等實際行動對須要幫助的人給予實質上的協助。

該篇報告顯示，透過如此的宣導，使得在傳統上社會地位較低的非洲婦女

開始敢於表達自己的意見，諸如敢在公開場合討論有關性方面的問題以及

敢和自己的丈夫討論使用保險套的問題等，這都對 HIV/AIDS 的防治有很

大的幫助。該報告統計自 1996 年 8 月，由 9 個社區討論群組、41 位成員

開始，至今已有 39 組成立並有超過 500 人參與，其中 17 組成立時間超過

二年。 

C.而在大學校園衛教方面，美國北卡州立大學開有正式的 HIV/AIDS 衛教

及防治課程，其內容包括 HIV/AIDS 之基本介紹、流行病學、心理學、如

何面對愛滋病患及國際合作預防感染等，教學方式則包括愛滋病患現身說

法、討論、同儕教育、錄影帶介紹及醫院訪視等。由學期結束後之問卷調

查顯示，超過 60%的學生改變現有性行為的方式及觀念，超過 70%的學生

改變對愛滋病患的態度，以及 83%的學生在公開場合談論 HIV/AIDS 時不

會感到困窘等；此顯示學校之衛生教育對愛滋病的防治有積極、正面的意

義，該校目前學期選修該課程的學生介 200-500 位之間。   

綜合以上各節的討論，與會的專家、學者一致認為除了衛教宣導外，另外

尚須結合大規模的篩檢(尤其針對年輕族群及高危險群)、嚴格的血液安全檢驗

及品管，並經由主動監測系統及早偵測並治療 HIV/AIDS、肺結核及各種性病

之病患，才能徹底的防治 HIV/AIDS 的傳播，以上這些措施不能僅依賴政府的



第十七卷第十二期                   疫情報導 617 

努力，而須結合所有民間組織的力量及各國共同的參與，此外最重要的是必須

立即行動，才能真正有效的解決全球愛滋病泛濫的問題。 

感想與建議 

一、此次參加本次會議，感觸最深的是愛滋病的防治是跨越了國界、族群、

性別與年齡，並且需要世界各國共同關注的議題；此外，愛滋病防治

的成功與否與政府領導階層重視的程度成絕對正比之關係。以本次會

議地主國南非為例，由於該國前數年對於愛滋病的防治並未特別重

視，致使該國近二、三年來淪為世界上愛滋病增加率最高的國家；目

前該國已有四百餘萬名愛滋病毒帶原者，幾近於全國人口總額的十分

之一，尤其在 20~40 歲青壯年人口族群中，其帶原比率更高達四分之

一，因此逼使該國政府目前不得不正視此一嚴重問題，但已錯失防治

先機，而其造成的人民生命威脅、醫療資源耗費及國家經濟損失比起

當初所節省防治經費的金額又何只千百倍？ 

二、我國自民國 82 年起迄今已連續推動二期(82-85 年及 85-90 年)後天免

疫症狀群防治計畫，內容包括疾病監測、衛生教育、檢驗服務、性病

防治、醫療服務、專業人員培訓及科技研究等七大類別，幾乎已將所

有應該有的防治措施均涵蓋在內；此外，除現有的衛生防治體系外，

並延聘相關的學者、專家及臨床醫師等組成各項諮詢委員會以作為政

策擬定之參考，尤其我國自 86 年起即對 HIV/AIDS 患者實施完全免費

之醫療措施，估計政府每年約須耗費數億新台幣，此項措施即使與已

開發國家相比，只有過之而無不及。雖然我國政府每年所投入的愛滋

病防治經費總金額與其他國家相比，也許並不算太高，但如以經費總

額與感染者總數之比值來計算，則應在全球各國排名中名列前茅，因

此我國可說已對愛滋病投注相當多的心力，相關的防治工作也可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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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周延。不過近些年來由於國人對性關念逐漸趨於開放，再加上青

少年性行為及使用禁藥的情形亦日趨嚴重，使得防治問題益形複雜，

感染人數亦迅速增加中，雖然我國目前官方資料的愛滋病毒感染者尚

不足 4,000 人，但實際感染人數可能數倍於此，故整體防治工作應再

加強，使 HIV/AIDS 感染者不致持續攀升。此行在觀察其他各國的作

法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如下，企盼供未來釐訂相關政策之參考。 

1. 國內民間防治團體宜予以整合：目前國內有將近 20 家的民間愛

滋病防治機構，但同質性頗高，多以辦理各項衛教宣導活動為

主，而對於病患之心理諮商、輔導及病患收容等項目則仍嫌不

足，因此宜加以整合、分工並配合官方的力量齊一步驟，以避免

有些地方資源投入不足，有些地方則資源投入太多或太過分散，

而未達預期之防治效果。 

2. 宜推廣女性保險套之使用：本次大會有好幾篇有關於女性保險套

使用之報告，並發覺女性接受程度及配合意願頗高，故宜推廣使

用，尤其對於不便強制要求男性使用保險套的女性性工作者而

言，更宜積極推廣，以加強防治成效。 

3. 加強國際合作：由於愛滋病的防治須要結合全球各國的力量共同

參與，才能克竟全功，我國自應積極參與各項國際性愛滋病防治

相關活動，以善盡國際社會一份子的責任。以下謹提出三項建議

供參採： 

A. 保險套捐贈：本次大會中，巴西提出一篇關於保險套售價

與其使用情形的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當地在 1992 年一

個保險套的售價約為 1 美元，如此高價係因進口關稅及及

當地各項名目之稅賦所導致，使得一年只有銷售 5,000 萬個

保險套(巴西人口總數約 1 億 4 千萬人)，故 HIV/AIDS 的感

染率始終居高不下，因此在各國際性民間組織、進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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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知名人士及大眾媒體的呼籲及請願下，稅賦終於逐年

下降，至 1999 年每個保險套的售價約為 0.2 美元，而該年

保險套的銷售則達到 3 億個，由此可知保險套越便宜，使

用率越高，也就對愛滋病之防治越有幫助。而在非洲地區，

則貧窮人數更多，因而有更多的人無力購買保險套，本次

大會且有報告指出當地婦女有重複使用保險套的情形，因

此對這些國家地區捐贈保險套將對他們在愛滋病防治上有

實質的幫助，除表示我國對國際愛滋病防治貢獻一些心力

外，並可提升我國在國際社會的知名度。 

B. 建立我國 HIV 病毒株之基因庫及抗藥性之鑑定，並不定期

與其他國家交換相關資訊：由於愛滋病毒的基因相當容易

變異，且可能因與其他病毒共同感染，造成基因重組而產

生新的次型，因此宜將國內分離之 HIV 病毒株進行基因定

序(DNA sequencing)及抗藥性之鑑定，並與他國之主要流行

株比對，除可建立本地流行病毒株之型別、有無突變種及抗

藥性等基本資料外，並可供國際上新藥及疫苗研發之參考。 

C. 出版我國英文版之愛滋病年報：本次大會發現有不少國家

將其愛滋病防治現況或以單張、或以手冊方式分發與會代

表；因此，似可考慮將我國愛滋病防治之策略及成效，出

版英文版之愛滋病年報，除於各項國際會議或活動分發與

會代表外，並可分送各國際性組織及民間團體，以加深國

際間對我國積極防治愛滋病之印象。 

三、本次大會所製發的識別證，在我國的國籍欄係登載為「中國台灣省」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因此在報到時即提出異議，表示台灣並非

中國之一省，大會亦能理解並表示之前已有幾位台灣的代表抗議過，

故立即將之更正為台灣(TAIWAN)，然而在大會所印製的摘要則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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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好而無法更改，由此凸顯在國際社會上，中共刻意將我國矮化之企

圖，當然碰到此種情形，我們均應據理力爭，以免有損國格。 

四、本次大會計有來自世界各國數千篇的報告或展示論文，其中開發中國

家的論文亦為數不少，如來自中國大陸者即有 67 篇，而我國僅有 6

篇(其中一篇係與美國合作)，且均為學校及民間組織所發表的論文。

因此下次在巴塞隆納舉辦「第十四屆國際愛滋病會議」時，應可考慮

將我國政府愛滋病防治的成效向大會提出論文報告或壁報展示，俾利

與其他國家進行交流。 

五、本次大會屬一超大型會議，由於論文發表眾多且會場分散，再加上

不同類型之研討會經常在同一時段舉行，故許多精彩的演講或研

討，因只有一人參加而無法分身前往聆聽，難免稍感遺憾。反觀中

國大陸及越南則有十數人官方及民間的代表團前往，因此下次如能

派遣較多人參加的話，則不但資料收集較為完整，亦可使參加之人

員增廣見聞並利於培養國際觀。 

撰稿者：吳和生 

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實驗室資源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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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說明： 

有關「輸血傳染性病毒（TTV）：在健康人與 C 型肝炎病毒抗體病例

的陽性率」（疫情報導；第十七卷第十期；第 481-494 頁）文中探討國人

TTV 之傳播是否與 C 型肝炎病毒類似並或與輸血相關。並未對該病毒之

命名來源加以說明。為避免誤導讀者之觀念，因此必需對讀者加以提醒及

澄清。依原始報告（Nishizawa T. et al. Biochem. Biophys.Res.Commun. 

1997；241：92-7），此病毒之命名乃根據感染患者全名之縮寫（TT）。當

時，該病毒被懷疑與輸血後感染性肝炎（例如 non-A to G 型）相關，並且

可 能 具 有 輸 血 傳 染 之 特 性 。 輸 血 傳 染 性 病 毒 之 英 文 為

Transfusion-transmitted Virus，縮寫同為 TTV，存屬巧合，並非原意。截至

目前，輸血接觸被認為並非該病毒唯一傳染途徑。特此聲明。        

        

 

作者 王傳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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