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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儘管相關單位為降低輸血感染愛滋的風險，設有許多關卡，也提供匿名

篩檢，但捐血中心統計顯示，平均 350 萬到 400 萬袋血袋，仍有一袋血導致感

染愛滋。也就是說，仍有人會利用捐血順便篩檢愛滋，而此課題很少被探討。

由於青少年很可能成為愛滋的高危險群，且愛滋的教育課程可早在國高中便提

供，所以，本研究對桃園地區國、高中、職、夜校學生進行問卷調查，探討現

代青少年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的比例，及其愛滋的知識與愛滋篩檢態度，以作

為衛生單位後續推動相關衛生教育及宣導活動之參考。 

對桃園地區國中、高中、高職生與夜校生採分層多階段集束比例抽樣，

獲得一有代表性的樣本。在 2005 年 9 -10 月間，共得有效問卷 3087 份，回收

率為 94.5%。曾捐血的學生有 142 位（4.6%），並分為三組：A 組－曾捐血沒

有順便驗愛滋病（n=119）；B 組－曾捐血並順便驗愛滋病，沒有愛滋病的高危

險行為（n=16）；C 組－曾捐血並順便驗愛滋病，又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

（n=7）。即有 23 位(16.2%)曾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病，信賴區間為 10.1%－

22.3%。愛滋知識答對比例低於 50%的題目有：愛滋的早期症狀（35.9%）、台

灣近年成長率最快的愛滋的高危險群（35.2%）、目前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

供的服務（26.1%）、刑責（23.2%）、潛伏期（21.1%）、空窗期（17.6%）、愛

滋的治療方式（16.2%）。A、B、C 組在愛滋病潛伏期的答對比例，分別為 24.4%、

6.3%、0.0%，達顯著統計意義（p=.0298）。比較 A、B、C 組在愛滋篩檢態度

分數（分數愈高愈積極），雖然個別題目均未達顯著統計意義，但總平均分數

均是 A 組最低（2.92）、B 組次之（3.06）、C 組最高（3.48），達統計顯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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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75）。又愛滋知識與愛滋篩檢態度沒有顯著關係。 

結論：青少年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的比例偏高，關於愛滋的早期症狀、台

灣近年成長率最快的愛滋的高危險群、目前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

刑責、潛伏期、空窗期的知識不足，有加強宣導的必要。可用健康信念模式來

解釋愛滋知識、篩檢態度及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行為的關係。 

前言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不過捐血一袋也有可能害

人一命。原因是一些血液傳染疾病（如愛滋、梅毒、B 型肝炎、C 型肝炎），

可能因捐血者的血液帶有病原而將疾病傳染給受血者[1-2]。其中，愛滋病因空

窗期、漫長潛伏期、烙印等特質，特別令人關注。 

台灣地區自 1984 年發現首位愛滋個案(外國籍)後，政府便於 1985 年成立

「行政院衛生署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小組」，開始愛滋防治工作。在 1993

年發現第一例因輸入空窗期血液而感染愛滋病毒的個案後，即公佈禁止民眾利

用捐血管道來檢驗是否感染愛滋 [3]。依據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例第十

五條「明知自己感染人類免疫缺乏病毒者….而以供血或以器官、組織、體液

或細胞提供移植或他人使用，致傳染於人者，處七年以下有期徒刑…未遂犯罰

之」 [4]。此外，台灣血液基金會為了確保血液安全，捐血者須填寫捐血登記

表，再以面談確認是否為高危險群及其身體健康狀態。然後是「良心回電」，

也就是醫護人員會發給捐血者一份衛教單張，上面貼有捐血人血袋號碼，若捐

血者在回家之後良心發現，認為自已不適合捐血，可在五小時內打電話取消捐

血。最後則是進行血液檢驗 [5]。1997 年後，政府開始提供匿名篩檢諮詢服務。

目前國內有 31 家愛滋篩檢合約醫院，及 4 家藥癮愛滋病指定醫院，提供免費

匿名篩檢，民眾也可赴當地衛生局接受篩檢，或利用免付費專線 0800-888-995

查詢 [6、7]。 
儘管相關單位為降低輸血感染愛滋的風險，包括勸阻高危險群不要捐血

（最近曾嫖妓、多重性伴侶、罹患性病、毒癮患者等），設置「良心回電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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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不當捐血的刑責、及匿名篩檢等。捐血中心統計輸血感染愛滋的風險，平

均 350 萬到 400 萬袋血袋，有一袋血導致感染愛滋 [8]。又直至 2005 年 12 月

底，因接受輸血而感染愛滋者，總計有 15 人(本國籍) [9]。 

捐血中心目前採用的愛滋篩檢試劑是偵測感染者血液中抗體，從感染愛

滋病毒、到驗血能發現抗體的時間，平均 22 天(空窗期)。已有些先進國家改

驗抗原，將空窗期縮到 3.6-5.7 天，但篩檢成本相當昂貴 [10]。台灣尚未引進

此種方法，以台灣現況而言，改變篩檢方法每年要多花八億元[8]。與其花這

麼多經費在少數人身上，不如好好加強宣導，以減少高危險群利用捐血篩檢愛

滋 [8、11]。由於青少年很可能成為愛滋的高危險群，且愛滋的教育課程可早

在國高中便提供，所以，本研究在桃園地區國、高中、職、夜校學生進行問卷

調查，探討現代青少年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的比例、愛滋的知識及愛滋篩檢態

度，作為後續推動相關衛生教育及宣導活動之參考。 

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及樣本數 

對桃園地區國中、高中、高職生、夜校採分層多階段集束比例抽樣，以

獲得一有代表性樣本。第一層為學校別(國中、高中、高職及夜校)、第二層依

學校別性質決定抽樣層級。國中者再分兩層：一般地區、偏遠地區、私立國中；

市、鎮或鄉。高中者只有一層，分：國立、縣立（屬綜合高中，有國中部，國

中生可直升高中）、私立。高職生、夜校也是只有一層，分：國立、私立。樣

本數為 3000 位。第一層級的學校別是國中、高中、高職生、夜校生各需 1000

位、1000 位、500 位、500 位。第二、三層級的第一階段依學生人數多寡決定

要抽多少所學校，並採隨機抽出學校，第二階段再自中選的學校的每個年級以

隨機亂碼抽出班級。抽中的班級全班學生均填寫問卷。 

二、研究工具 
問卷係依據研究目的、參考文獻，並經專家效度、前驅測試（至某安親

班請不同年級的學生填寫）後定稿。採不記名，希望學生能據實作答。又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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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數眾多，採用劃卡方式作答，以便檢查題目有沒有填寫完整及資料品質。 

(一) 是否曾經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 

 在問卷內，先詢問「是否曾經捐血？」回答有的學生，會詢問「共多少

次，最近一次捐血的時間為民國哪一年？哪一月？」。接著再詢問「是否

曾經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之後依據學生填寫這些題目的答案來將學

生分組。 

(二) 愛滋病知識 

 共 14 題，包含傳播途徑、流行現況、主要症狀、高危險群、相關刑責、

愛滋病篩檢。以選擇題形式詢問，每題有 5 個選項，最後一個選項為「不

知道」，避免猜題。答對給一分，答錯或不知道則不計分，分數愈高表示

對愛滋病的知識愈佳。 

(三) 愛滋病篩檢態度 

 愛滋病篩檢態度有 4 題：選項為非常不同意（1 分）、不同意（2 分）、同

意（3 分）、非常同意（4 分）。反向題反向計分，即分數愈高表示態度愈

積極。 

三、資料收集 
於 2005 年 8 月間，取得桃園縣國中、高中、高職、夜校各班級的名單，

進行抽樣，抽出需要的班級。在 2005 年 9 -10 月間，與被抽中學校聯絡，取

得同意，並聯絡發問卷的日期，由桃園縣政府衛生局人員及衛生所公衛護士到

被抽中的班級發問卷。發放問卷時，向學生說明研究的重要性，並贈送小禮物

（免削鉛筆：畫答案卡用；紅筆：填寫開放性問題；尺：畫答案卡對齊用），

請學生閱讀問卷，將答案填寫在答案卡上，回收時檢查答案卡的完整性。並由

衛生局人員或衛生所公衛護士記錄班上的填寫或異常狀況。 

四、資料處理及統計分析 
已填寫的答案卡回收後，以人工方式檢查填寫答案卡的正確性。例如，

有些卡片在知識、態度問題上都是勾選相同的選項，或出現十字形、X 字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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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樣，便視為廢卷。然後蓋上流水號，以茲辨識，再送入讀卡機，產生電腦檔。

開放性問題是以人工鍵入電腦檔。 

採用 SAS win 8.1 作統計分析。計算捐血順便驗愛滋的比例，及其 95%

信賴區間。以平均數、標準差表達愛滋病知識的答對比例及愛滋病篩檢態度分

數。以 Spearman 相關係數的顯著性檢定比較有層級的三組學生的愛滋病知

識、愛滋病篩檢態度的差異。愛滋病知識、愛滋病篩檢態度之關係是採 Pearson

相關係數。本研究的顯著水平為 0.05。 

研究結果 

一、捐血順便驗愛滋的比例 

被抽中的國、高、職、夜校生應有 3266 位，回收問卷 3236 份，有效問

卷 3087 份，回收率為 94.5%。曾捐血的學生共有 142 位（4.6%），男生 99 位

（5.8%）高於女生 43 位（3.2%）。又高中、高職、夜校的捐血比例均高於國

中生，應該與捐血年齡限制有關。在有捐血的學生中，共有 23 位(16.2%)曾利

用捐血順便驗愛滋，信賴區間為 10.1%－22.3%。（表 1） 

為瞭解學生填寫問卷的合理性，我們仔細檢查其填答內容，包括捐血日

期，有沒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如發生性行為、使用毒品等，可將此 142

位曾捐血的學生，分為三組：A 組－曾捐血沒有順便驗愛滋病（n=119）；B 組

－曾捐血並順便驗愛滋病，但沒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n=16）；C 組－曾捐

血並順便驗愛滋病，又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n=7）。 

二、愛滋病知識 
所有題目的答對比例為 53.1%，將題目答對比例高低排序，又大於 50%

答對比例的題目有：傳播媒介一（97.9%）、傳播途徑（92.3%）、破壞人體哪

一系統（88.0%）、傳播媒介二（81.7%）、病原（77.5%）、預防愛滋的方法

（65.5%）、愛滋的高危險群（61.3%）。低於 50%答對比例的題目有：愛滋的

早期症狀（35.9%）、台灣近年成長率最快的愛滋的高危險群（35.2%）、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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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26.1%）、刑責（23.2%）、潛伏期（21.1%）、

空窗期（17.6%）、愛滋的治療方式（16.2%）。其中依其組別屬性，其答對比

例下降的題目有愛滋病潛伏期，目前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A、B、

C 三組在愛滋病潛伏期的答對比例，分別為 24.4%、6.3%、0.0%，達顯著統計

意義（p=.0298）。A、B、C 三組在目前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的答

對比例，分別為 28.6%、18.8%、0.0%，未達顯著統計意義（p=.1057）。 

三、愛滋病篩檢態度 
在有捐血的學生中，愛滋病篩檢態度分數最低為「您認為利用捐血的機

會，可順便篩檢自己是否得到愛滋病(反)」（平均值為 2.61）；然後是「如果別

人知道您去做愛滋篩檢，一定會對您產生異樣眼光(反)」（平均值為 2.75）；「您

認為愛滋篩檢可以讓人儘早接受治療，延長壽命」（平均值為 2.94）；「您認為

如有不安全行為（如共用針具），您會主動驗血」（平均值為 3.21）。從這些題

目的涵義及平均值大小順序顯示學生在愛滋篩檢態度很合理，也很積極。 

比較 A、B、C 三組在愛滋篩檢態度個別題目的分數，「您認為利用捐血

的機會，可順便篩檢自己是否得到愛滋病（反）」是 A 組最大、B 組次之、C

組最小，與 A、B、C 三組意義吻合，又三組未達顯著統計意義。而其他題目

的得分均是 C 組最高、B 組次之、A 組最低，即 C 組對愛滋篩檢態度最積極、

B 組次之、A 組最低，又這些題目的分數在三組均未達顯著統計意義。由於「您

認為利用捐血的機會，可順便篩檢自己是否得到愛滋病（反）」在三組得分之

高低與其他題目在三組得分高低相反，所以此題分數不納入愛滋篩檢態度量表

計算。愛滋篩檢態度量表總平均分數， C 組的愛滋篩檢態度為 3.48、B 組為

3.06、A 組為 2.92，達統計顯著意義（p=.0375）。 

四、愛滋病知識與愛滋病篩檢態度的關係 
愛滋病知識總分與愛滋病篩檢態度相關係數為 0.12，p=.1561。即使只對

愛滋病潛伏期及目前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的答對比例合併，與愛滋



第 22 卷第 8 期                                      疫情報導 537 

病篩檢態度相關係數更低，為-0.05，p=.6008。 

討論 

愛滋的傳播有三大途徑：(1)性行為感染；(2)血液感染；(3)母子垂直感染。

較少被探討的是血液傳播中因接受被愛滋病毒感染的血液、血液製劑的相關議

題。本研究以一有代表性樣本，以問卷調查探討國、高中、職、夜校生的利用

捐血順便驗愛滋的比例、愛滋的知識及愛滋篩檢態度。 

一、捐血順便驗愛滋的比例 

本研究結果中共有 142 位曾經捐血，23 位（16.2%，95%信賴區間在 10.1%

至 22.3%）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95%信賴區間有涵蓋 1999~2003 年台灣血液

基金會的統計，捐血前面談不合格率(11.6%) [12]。如果只考慮利用捐血順便

驗愛滋且有愛滋高危險行為的 7 位（4.9%，95%信賴區間在 1.3%至 8.5%），

95%信賴區間有涵蓋美國的捐血順便驗愛滋且有愛滋高危險行為的比例

（1.9%） [13]。應是本研究的樣本具代表性，又學生有誠實作答，所以 95%

信賴區間有涵蓋台灣血液基金會的捐血前面談不合格率，及美國捐血順便驗愛

滋且有愛滋高危險行為的比例。 

本研究樣本中的 23 位勾選曾捐血且順便驗愛滋病的學生，有 16 位沒有

愛滋高危險行為，可能是這此學生出於好奇的心態，有點類似採用捐血來知道

自己的血型，其實捐血中心並不會告知捐血者其愛滋檢查結果，建議相關單位

在未來愛滋教育可加強這方面的宣導。至於 7 位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並利用

捐血順便驗愛滋病的學生，除了因危機意識想知道自己是否罹病外，我們猜測

一些捐血車到學校募血，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的學生在同儕壓力下，不得不去

捐血。如果我們猜測合理，建議捐血中心到集團（如學校、公司、工廠、軍隊）

在募血時，要特別注意同儕壓力的問題，再加強告知良心回電，降低血液被污

染問題的發生。 

二、愛滋病知識 

本研究在愛滋病知識的結果，大於 50%答對比例的題目有：傳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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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途徑、破壞人體哪一系統、病原、預防愛滋的方法、愛滋的高危險群。與

前人研究結果相似 [14-16]。也暗示國、高中、職、夜校學生對上述愛滋重點

已有基本認識，應是學校提供愛滋衛教努力的成果。另一方面，低於 50%答

對比例的題目有：愛滋的早期症狀、台灣近年成長率最快的愛滋的高危險、目

前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刑責、潛伏期、空窗期、愛滋的治療方式。

在空窗期、潛伏期的答對比例低於暑訓大專生的 25%（空窗期）、41%（潛伏

期）[17]，又一個中國大陸的研究顯示醫護人員對於空窗期、潛伏期的知識也

是不足 [16]。除了因為空窗期、潛伏期都牽涉數字，可能記憶上較困難外，

也顯示不同世代青少年，對於愛滋病的空窗期、潛伏期仍不太清楚。建議在愛

滋病的衛教，可告知空窗期及漫長的潛伏期，使得愛滋病在防疫上的困難，個

人自身的健康保護，才是上上之策。 
至於愛滋的早期症狀、台灣近年成長率最快的愛滋的高危險、目前政府

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刑責等問題的答對比例，因未找到相關文獻，所

以無法比較。因答對比例偏低，建議在愛滋病的衛教內容上可加強這些重點。

可告知政府在這方面提供的免費愛滋篩檢項目有哪些，及蓄意傳染他人，是要

接受有期徒刑的刑責。對於懷疑自已是否得到愛滋的人，很多醫療院所有提供

匿名篩檢。 

三、愛滋病篩檢態度 
探討愛滋篩檢態度的研究並不多，只找到一篇論文有詢問「如有不安全

行為(如共用針具)，會主動驗血」、「去做愛滋篩檢，別人會產生異樣眼光」的

態度問題，又為了與本研究結果比較，依論文發表的數值、人數及方向，轉換

為本文的四分法，及方向愈大表示愈積極。「認為如有不安全行為(如共用針

具)，會主動驗血」，嫖客的意願（3.35） [14]高於本研究有捐血的學生（3.21），

應該是嫖客的高危險行為，使得其接受篩檢意願較高，高於低危險行為的學

生。而「去做愛滋篩檢，別人會產生異樣眼光（反向題）」的態度分數，則是

本研究有捐血的學生（2.75）高於嫖客的分數（2.58）[14]，可能是學生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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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危險行為，不在意別人的眼光。 

四、愛滋病知識、篩檢態度、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行為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潛伏期及目前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的答對比

例在 A、B、C 三組有一順序下降，又潛伏期的答對比例在 A、B、C 三組的

順序下降達顯著統計意義，即愛滋病知識與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的行為有一負

關係。兩者的負關係從題意來解釋應是合理，即對潛伏期不瞭解，不知道目前

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不包括捐血驗愛滋，學生會偏向利用捐血順便

驗愛滋。從衛教的角度來看，增加學生此兩題的知識可能有效降低學生採捐血

順便驗愛滋的比例。不過，此猜測必需後續的教育介入研究才能得以証明。 

而本研究的愛滋篩檢態度分數，是 C 組最積極、B 組次之、A 組最低，

即愛滋篩檢態度分數與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的行為有正關係。可能是學生有危

險行為、擔心自己罹患愛滋，所以愛滋篩檢態度愈積極。 

雖然本研究結果看到愛滋知識與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的行為有一顯著關

係（但屬於負關係），也看到愛滋篩檢態度與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的行為有一

顯著關係（但屬於正關係），但是卻無法看到愛滋病知識與愛滋病篩檢態度的

關係。似乎不能用知識、態度、行為的一致性理論（consistency theory of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來解釋愛滋病知識、篩檢態度、利用捐血順便驗

愛滋行為的關係[18]。若使用健康信念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也許較合適。

所謂健康信念模式是指（1）個人自覺有罹病的可能性，又明知其嚴重性，心

理已預備好要採取行動，如果沒有障礙，便會採取行動；（2）個人心理還沒有

採取行動的預備，當障礙很高，便會偏向不採取行動；（3）心理已有採取行動

的預備，但障礙很高，便會產生要解決問題卻很難進行的衝突，最後是否要採

取行動，要看個人對健康行動降低疾病威脅的信念來決定[19]。本研究的結

果，比較偏向第一種情況，學生有危險行為、擔心自己罹患愛滋，而他們並不

知道不可以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也就是沒有障礙，所以會採取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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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限制 
儘管本研究的樣本具代表性，且人數達 3000 人以上，因年齡較小，只有

142 位（4.6%）有捐血經驗。又在利用捐血順便驗愛滋的比例的結果，應頗為

正確，但 95%信賴區間則略嫌寬闊。而在比較三組的愛滋知識、愛滋篩檢態

度上，統計檢力便不足。建議可將本研究族群定為大專以上學生，相信研究成

果將更佳，統計檢力應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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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捐血及曾捐血而順便驗愛滋病(%) 
 全體 國中 高中 高職 夜校 
曾捐血1      
男 99 ( 5.8%) 15( 3.0%) 35 ( 5.7%) 22 ( 6.8%) 27 ( 9.9%) 
女 43 ( 3.2%)  2 ( 0.5%) 11 ( 2.8%) 18 ( 7.4%) 12 ( 4.8%) 

曾捐血而順便
驗愛滋病2      

男 17 (17.3%)  1 ( 7.1%)  7 (20.0%)  4 (18.2%)  5 (18.6%) 
女  6 (14.0%)  0 ( 0.0%)  0 ( 0.0%)  4 (22.2%)  2 (16.7%) 

1分母為全體學生；2分母為曾捐血者。 
表 2. 愛滋病知識的答對比例(%) 

  全體 
(n=142) 

A 組 
(n=119)

B 組 
(n=16)

C 組 
(n=7) P 

愛滋病是依靠下列何種傳播？ 
空氣、體液、土壤、食物、不知道 

97.9 ± 14.4 97.5 100.0 100.0 .4466 

下列何者不是愛滋病的傳播途徑？ 
不安全性行為、共用針具、共同吃飯、
輸血、不知道 

92.3 ± 26.8 91.6 100.0  85.7 .5731 

愛滋病破壞人體哪一系統？ 
消化系統、免疫系統、內分泌系統、呼
吸系統、不知道 

88.0 ± 32.6 87.4 100.0  71.4 .7142 

下列何者不會傳播愛滋病？ 
血液、精液、唾液、陰道分泌物、不知道

81.7 ± 38.8 81.5  87.5  71.4 .9608 

愛滋病的病原是？ 
細菌、真菌、寄生蟲、病毒、不知道 

77.5 ± 41.9 74.8  93.8  85.7 .0913 

下列何者為預防感染愛滋病的正確方
法？ 

不共用針頭和針筒、服用抗愛滋病原藥
物、與不熟識的人發生性行為、陰莖插
入前再戴上保險套、不知道 

65.5 ± 47.7 63.9  68.8  85.7 .3263 

在台灣，下列何者不是愛滋病高危險
群？ 

注射毒品者、同性戀或雙性戀者、血友病
患者、愛滋病感染者生的嬰兒、不知道 

61.3 ± 48.9 61.3  62.5  57.1 .9507 

愛滋病早期症狀不易辨別，但不包含
以下何者？ 

視力變模糊、不明體重減輕、淋巴腺腫
大、對發炎性的疾病失去抵抗力、不知道

35.9 ± 48.1 36.1  37.5  28.6 .8766 

在臺灣過去一年，在愛滋病高危險群
中，何者是成長率最快？ 

注射毒品者、同性戀或雙性戀者、血友病

患者、愛滋病感染者生的嬰兒、不知道 

35.2 ± 47.9 34.5  25.0 71.4 .5501 

題目中有底線部份為正確答案。A 組：曾捐血沒有順便驗愛滋病；B 組：曾
捐血且順便驗愛滋病，但沒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C 組－曾捐血且順便驗
愛滋病，又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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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愛滋病知識的答對比例 (%)（續） 

 全體 
(n=142) 

A 組 
(n=119) 

B 組 
(n=16)

C 組 
(n=7) P 

欲知道自已是否感染愛滋時，目前

政府對於愛滋篩檢所提供的服務

不包括下列何者？ 
提供免費愛滋病篩檢、匿名做愛滋

篩檢、捐血時會順便驗愛滋、愛滋

病篩檢 5-7 個工作天即可知道結

果、不知道 

26.1 ± 44.0 28.6 18.8  0.0 .1057 

蓄意傳播愛滋病，在臺灣會接受何

種刑責？ 
沒有刑責、罰款、有期徒刑、無期

徒刑、不知道 

23.2 ± 42.4 23.5 18.8 28.6 .8866 

感染愛滋後，有一段時間是沒有症

狀出現，稱為潛伏期，最長可達多

久時間？ 
1-3 年、4-5 年、6-7 年、8-10 年、

不知道 

21.1 ± 41.0 24.4  6.3  0.0 .0298* 

感染愛滋病病源後，血液檢查無法

立即測出，但仍可傳染給他人，稱

作「空窗期」，這種狀況通常經歷

多少時間？ 
5-7 天、2-6 週、1-3 月、5-7 月、不

知道 

17.6 ± 38.2 18.5 12.5 14.3 .5405 

針對目前愛滋病治療方式，下列何

者不正確？ 
尚無愛滋病疫苗、尚無藥物根治、

雞尾酒療法有卓越成效、放射線治

療、不知道 

16.2 ± 37.0 16.0 18.8 14.3 .8837 

平均±標準差 53.1 ± 15.9 53.2 53.5 51.7 .8017 
題目中有底線部份為正確答案。A 組：曾捐血沒有順便驗愛滋病；B 組：曾

捐血且順便驗愛滋病，但沒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C 組－曾捐血且順便驗

愛滋病，又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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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愛滋病預防態度的分數(平均值±標準差) 
 全體 

(n=142)
A 組 
(n=119) 

B 組 
(n=16) 

C 組 
(n=7) p 

您認為利用捐血的機會，可順便

篩檢自己是否得到愛滋病(反)。
2.61 
± 1.13 

2.68 2.19 2.33 .0897 

如果別人知道您去做愛滋篩檢，

一定會對您產生異樣眼光(反)。
2.75 
± 1.00 

2.70 2.88 3.29 .1743 

您認為愛滋篩檢可以讓人儘早

接受治療，延長壽命。 
2.94 
± 0.91 

2.88 3.07 3.57 .1312 

您認為如有不安全行為(如共用

針具)，您會主動驗血。 
3.21 
± 0.83 

3.18 3.25 3.57 .5828 

      
總分1 2.96 

± 0.58 
2.92 3.06 3.48 .0375* 

1不含「您認為利用捐血的機會，可順便篩檢自己是否得到愛滋病(反)」。題目

中有（反）者為反向題，已反向計分。A組：曾捐血沒有順便驗愛滋病；B組：

曾捐血且順便驗愛滋病，但沒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C組－曾捐血且順便驗

愛滋病，又有愛滋病的高危險行為。*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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