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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腸病毒疫情在亞洲各地爆

發，更凸顯出我們需要提升醫護人員腸病

毒知識的迫切性。本研究採用描述性橫斷

式問卷調查法於 2009 年 8 月，在台灣台

北一所大學教學醫院，深入探討護理人員

對腸病毒的了解程度，所遵循的洗手消毒

方式，以及獲取腸病毒資訊的來源。 

經由隨機抽樣而得到來自該院中 18

個不同部門的 293 名護理人員參與研

究。問卷內容包括護理人員對腸病毒病

原、症狀、治療及疫情的了解，以及洗手

的頻率和消毒的方法。大多數參與本研究

的護理人員，均能正確指認出與腸病毒感

染有關的許多症狀，不過也有不少人將與

腸病毒無關的症狀和腸病毒的症狀混為

一談。值得一提的是，超過四分之三的受

測者認為，腸病毒可以用抗生素來治療。

最後，關於洗手習慣方面，調查顯示絕大

多數的護理人員，都謹慎地遵守良好的洗

手規範。 

本研究發現護理人員較一般民眾對

腸病毒有更深入的了解。也發現了幾項護

理人員知識不足，亟需改進之處。 

 

關鍵字： 腸病毒、手足口病、洗手、護

理人員、台灣 

 

前言 

腸 病 毒 的 病 原 包 括 脊 髓 灰 質 病 毒

（ polioviruses ） 、 柯 薩 奇 病 毒

（coxsackieviruses）、腸病毒（enteroviruses）

和其他病毒。大多數感染腸病毒的人毫無徵

狀或只有輕微的徵狀。一般徵狀包括發燒、

昏睡、上呼吸道不適、紅疹、水泡，或其他

皮膚病變。腸病毒感染可能導致胸膜痛、疱

疹性咽峽炎或手足口病 (這可能由不同型

的腸病毒引起)[1-2]。少數的患者可能引起嚴

重的併發症，例如無菌性腦膜炎或病毒性腦

膜炎、神經後遺症、心肌炎，甚至癱瘓[3]。

腸病毒主要經由糞口途徑傳染，亦可經由飛

沫，或其他可能帶有病毒的體液包括唾液、

痰液、鼻涕等傳染[4]。因為腸病毒是透過接

觸傳染，預防腸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

經常澈底洗手。雖然腸病毒主要感染群是兒

童[5]，但是照顧兒童的護理人員也可能傳播

病毒給其他兒童和抵抗力低易受感染的

人。因此，每一個人包括兒童、父母、醫護

人員和其他人，都要非常注意雙手衛生。 

台灣某醫院護理人員對腸病毒的認識與洗手消毒習慣評估 
 

張啟惠 1、Kathryn H. Jacobsen1、林偉如 2、鄧麗珍 3 

 

1.美國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 

2.美國新澤西州立羅伯屋強生醫學院 

3.國立台灣大學醫學院 

本期文章 

60 台灣某醫院護理人員對腸病毒的認識與

洗手消毒習慣評估 

68 桃園地區警方查獲性工作者與性消費者

的愛滋知識 



61                                          疫情報導                             2011 年 3 月 22 日 
 

 

 

 

 

 

 

 

 

 

 

 

 

 

腸病毒的威脅是全世界性。過去二十多

年來，腸病毒疫情曾經在亞洲，大洋洲的許

多地區，包括澳大利亞[6]、馬來西亞[7]、中

國[8]、台灣[9]爆發過。90 年代末期在台灣

爆發的那一次疫情，造成 78 人死亡，其中

91%是五歲以下的兒童[9]。現在腸病毒的病

例在台灣仍然很普遍[10]。2008 年就有 373

位腸病毒病患演變成嚴重的併發症，造成 14

位死亡，死者大多數是兩歲以下的兒童

[11] 。 

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於 2008 年進行了一

項研究以調查民眾對腸病毒的認識，了解普

通大眾的洗手習慣，以及人們獲得腸病毒資

訊的來源。受訪者中有 61%的人是 5 歲以下

兒童的照顧者。這項調查發現，幾乎所有照

顧兒童的人都可能帶疑似受腸病毒感染的

病童去醫院或診所。因此，提高醫護人員對

腸病毒的警覺，並教導他們適當的防禦措施

[12]，是台灣醫療界刻不容緩的的當務之

急。我們於 2009 年設計了這個腸病毒的研

究計畫，以確切評估護理人員對腸病毒的了

解程度，以及所採用的洗手消毒防禦措施。 

 

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我們選擇在台北市的某大醫院進行這

項研究，該院是一所規模宏大的教學醫院，

有 27 個醫療部門和 1,933 個床位。2009 年進

行這項研究時，這醫院有 1,712 位護理人

員，806 位醫師，和 2,063 位職員。以隨機

取樣選出 437 位具有護理執照，來自兒科，

新生兒科，急診室，外科和內科 18 個護理

站的全職護理人員，並採用描述性橫斷式問

卷調查法來進行研究。所有的調查在 2009

年 8 月的兩周時間內完成。在調查之前，先

透過醫院的護理部門照會其他各部門的護

理長，然後讓研究人員在現場作簡短說明，

再分發問卷。要求參與者在沒有他人的協助

下獨自填完問卷，然後交給護理長，或交給

在護理站收集問卷的研究員。雖然調查表不

問任何私人的資料，但是我們還是將問卷與

同意書分開收回，以確保參與者的匿名身

份。參加這項調查的 437 位護理人員中有 293 

位（67%）完整地填完了整份問卷。(本調查

取樣人數確保調查結果在信賴區間為 95%

時，其檢定力高於 80%)  

二、調查方法 

問卷以中文設計，範圍涵蓋知識、態度

及行為三方面。問卷初稿完成之後，送專家

修訂，以確保遣詞用字符合台灣文化民情。

問卷內容包括三部分：受調查者基本資料、

腸病毒知識及洗手習慣。受調查者基本資料

包括：年齡、教育程度、是哪一科的護理人

員，家裡是否有孩子。腸病毒知識的部分有

40 題是非題，包括腸病毒的知識來源、腸病

毒病原和會引起的疾病、受感染後的症狀、

可能的併發症、易感染的危險群，以及醫療

方法。為了能與其他研究結果比較，在設計

問題時，特別從台灣網站中選取了一些 2008

年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腸病毒調查所用的題

目再度使用[12]。由於良好洗手習慣是預防

腸病毒的關鍵，所以在問卷第三部分，設計

了 18 個有關洗手方法和頻率方面的問題。

在洗手頻率方面，要求受調查者從 5 個等級

中選出最能反映他們的習慣：1 表示從不洗

手，5 表示經常洗手。除此之外，又問參與

創刊日期：1984 年 12 月 15 日 

出版機關：行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發  行  人：張峰義 

總  編  輯：賴明和 

執行編輯：吳麗琴、劉繡蘭 

電  話：(02) 2395‐9825 

地        址：台北市中正區林森南路 6 號 

網  址：http://teb.cdc.gov.tw/ 

文獻引用： 

[Author].[Article title].Taiwan Epidemiol Bull 

2011;27:[inclusive page numbers]. 



第 27 卷 第 6 期                              疫情報導                                          62  

 

者他們「比較喜愛的洗手方式」，和他們「在

執行護理工作時的洗手方式」。比方說，洗

手洗多久，用多少肥皂，和怎樣擦乾等等。

這部份的問卷也再度選用 2008 年疾病管制

局調查中曾經用過的問題 [12]。 

三、道德考量 

本研究是由美國維吉尼亞州喬治梅

森大學人道委員會、台灣的教學醫院審議

委 員 會 和 台 灣 的 醫 學 院 護 理 系 共 同 核

准。研究說明及參加同意書中特別強調，

參與本研究完全是基於自願，並不屬於員

工的基本職責，而且參加者亦不會得到任

何酬勞。 

四、統計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視窗版第 16 版做數據

分析。在是非題方面，我們用一個含有兩個

數值的變數來記錄回答的正確與否。將調查

結果用統計學來描述 ，並用卡方檢定的雙向 

p 值法分析不同年齡層(30 歲以下，或 30 歲

以上)，在不同科病房服務 (小兒科，或非小

兒科)，以及家裡有沒有孩子的護理人員之

間的回答，是否有顯著的差異，因為上述這

三個因素，可能造成對腸病毒有不同的認知

程度。除此之外，更進一步用卡方檢定法來

比較參加本研究的專業護理人員，和參加

2008 年台灣疾病管制局研究的一般民眾對

腸病毒的了解[12]，有沒有顯著的不同。 若

分析結果的 p 值小於 0.05，即表示在統計上

有顯著的不同。 

 

結果 

本研究有 293 名護理人員參與，其中 275

名（93.9%）是女性；264 名（90.1%）有護

理學士或學士以上的學位；參與者年齡從 20

到 49 歲不等，平均年齡 30 歲（標準誤差

6.0)。 這些護理人員中有 86 人（29.4%）在

小兒科病房工作；有 61 人(20.9%) 家裡有 18

歲以的下兒童。 

一、腸病毒知識 

總括來說，本研究參與者的腸病毒知識

水準是相當高的 (表一)。 幾乎所有參與者都

能正確地指出發燒 (99%) 和昏睡 (99%) 是

腸病毒的徵狀，有九成五的參與者知道ＥＶ

71 是一種腸病毒 (95%)，也知道手足口病是

由腸病毒引起的 (95%)。有八成以上的參與

者 知 道 糞 便  (88%) ， 唾 液  (87%) ， 痰 液 

(80%)，和鼻腔排泄物 (80%)可能帶有腸病

毒，知道腸病毒會造成神經系統後遺症

(88%)，而且正確地指出 4 歲以下的兒童是

腸病毒感染的最高危險群 (83%)。 

表 一、台灣某醫院護理人員腸病毒知識測驗積分 

腸病毒常識 正確回答百分率（n=293） 

發燒是一種常見腸病毒徵狀？(對) 99% 

疲倦是一種常見腸病毒徵狀？(對) 99% 

EV71 是一種腸病毒？(對) 95% 

手足口病是由腸病毒引起的？(對) 95% 

神經後遺症是腸病毒的一種嚴重倂發症？(對) 88% 

糞便是一種常見的腸病毒傳染方式？(對) 88% 

唾液是一種常見的腸病毒傳染方式？(對) 87% 

腸病毒最常見的感染群是 4 歲以下的幼兒？(對) 83% 

痰液是一種常見的腸病毒傳染方式？(對) 80% 

鼻腔排泄物是一種常見的腸病毒傳染方式？(對) 80% 

紅疹是由腸病毒引起的？(對) 71% 

抽筋 [胸膜痛]可能是由腸病毒引起的？(對) 70% 

黃疸是一種腸病毒徵狀？(錯) 56% 

出血性發燒是一種腸病毒徵狀？(錯) 37% 

鼻病毒是一種腸病毒的類型？(錯) 36% 

腸病毒感染很少會致命？(對) 30% 

腸病毒建議用抗生素治療？(錯)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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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發現，不同年齡層，和家裡有沒

有小孩的護理人員，對腸病毒有不同的了

解程度。年紀大一點的護理人員（30 歲

和 30 歲以上）比年輕的護理人員知道，

抗 生 素 不 能 治 療 腸 病 毒  (31.9% 比 

18.7%， p = 0.015) 。可是年輕的護理人

員卻比年紀大一點的護理人員了解， 出

血性發燒不是腸病毒的徵狀 (43.2% 比

28.3%， p = 0.015)。家裡有小孩的護理人

員，比家裡沒有小孩的護理人員更知道兒

童 是 最 易 受 腸 病 毒 感 染 的 人 群  (91.8% 

比 80.2%， p = 0.036) ，家裡有小孩的護

理人員也比較知道紅疹是一種腸病毒的

症狀 (82.0% 比 68.5%， p = 0.040)。至於

一位護理人員是不是在兒科病房工作，在

對腸病毒的了解上，並沒有顯著的差別。

除了上述這幾題以外，不同背景的護理人

員，在其他問題回答上的正確性都沒有顯

著的差異。 

二、洗手 

在醫院診所等地方，常洗手可以有效地

防止腸病毒的蔓延。我們的研究顯示，絕大

多數的受訪問者都有經常洗手的習慣。他們

洗手的場合包括：大便後(98.6%)、處理糞便

後 (96.9%)、與病人短暫接觸後 (93.2%)、準

備食物前 (92.5%)、吃東西前(90.8%)、回家

後 (88.4%) (表二)。 

    本研究發現在有些場合裏，並不是大多

數參與調查者都記得要洗手。像在打噴嚏或

咳嗽後，只有 72.7%的人經常洗手；在分送

食物前，只有 63.1%的人經常洗手；在摸過

辦公用品後，只有 56.7% 的人經常洗手。其

實在這些場合裏，應該要經常洗手，才能確

保病人、護理人員及其家人不會被感染。這

樣的結果，讓人擔心護理人員會成為腸病毒

的傳播媒介。 

本研究為深入了解護理工作者的洗手

習慣，要求參與者分別描述「個人的洗手習

慣」和「執行護理工作時的洗手方式」，以

便兩相比較 (見表三)。調查結果發現，這群

人之中，雖然僅有四分之三(75.4%)的人私底

下洗手的時候會用肥皂，但是在執行護理工

作時候，92.8%的人都會用肥皂洗手。在個

人偏好的洗手時間長短方面，大約有三分之

二的人(67.2%)表示他們會洗 20 秒左右，四

分之一的人(26.3%) 表示他們會洗 5 秒鐘左

右，快快結束。但是在執行護理工作時候，

86.3%的人表示他們會洗手洗 20 秒左右。在

個人的擦手方式方面，將近一半的人(48.5%)

喜歡用紙巾、超過五分之一的人喜歡用可重

複用的毛巾或手帕 (21.8%)，還有 13.7%的人

洗完手後根本懶得擦乾。雖然如此，但是在

執行護理工作時候，絕大多數(93.2%)的人都

會用紙巾來擦乾雙手。 

表二、台灣某醫院護理人員的洗手習慣 

場合 經常或總是洗手 

大便後 98.6% 

處理糞便後 96.9% 

與病人短暫接觸後 93.2% 

做飯前 92.5% 

吃東西前 90.8% 

回家後 88.4% 

打噴嚏或咳嗽後 72.7% 

分送食物前 63.1% 

摸過辦公用品後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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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較個人喜好和職業要求方面，發現

護理人員們在工作的時候，不見得會堅持用

個人喜歡的方式清潔手。比方說在手搓消毒

劑方面，76.1%的人平時比較喜歡含肥皂成

份的手搓消毒劑，但是在工作的時候，將近

四分之三的人 (74.7%) 會採用含酒精成份

的手搓消毒劑清潔手，只有 15%的人會堅持

用含肥皂成份的手搓消毒劑清潔手。還有，

雖然 67.9%的人平時生活中喜歡用溫水洗

手，但是在工作的時候將近半數的人 (49.1%) 

都是用冷水來洗手的。 

綜合上述觀察結果，我們認為護理人

員們深深了解洗手對減低疾病傳染的重要

性，而且他們在工作的時候都會遵循良好的

消毒洗手規範。 

 

討論 

研究發現參與本調查的 293 名護理人

員，比參與 2008 年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調查

 

 

 

 

 

 

 

 

 

 

 

 

 

 

 

 

 

 

 

 

的 911 位台灣民眾 [12] 有更高深的腸病毒

知識。護理人員比一般民眾更能正確地指認

出腸病毒的徵狀，比方說發燒是一種感染徵

狀 (護理人員 99% 比民眾 78%，p<0.001)；

瞌睡是一種感染徵狀 (護理人員 99% 比民

眾 53%，P<0.001)；神經後遺症一種嚴重倂

發 症  ( 護 理 人 員 88% 比 民 眾 32% ， 

p<0.001)；腸病毒也可能引起抽搐 (護理人員

70% 比民眾 47%，P<0.001) 等等。在有些方

面，一般民眾和護理人員的知識卻相當。比

方說，雙方都知道腸病毒感染可能出現紅疹

(民眾 70% 比 護理人員 71%，p = 0.664)。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護理人員比一般民

眾了解腸病毒，但是有相當多的護理人員卻

沒有正確認出與腸病毒無關的徵狀。比方

說，有將近一半的護理人員 (44%) 誤認為

黃疸是腸病毒的一般徵狀；有幾乎三分之二

的護理人員 (63%) 誤認為腸病毒會造成出

血性發燒；有幾乎三分之二的護理人員

表三、台灣某醫院護理人員的洗手習慣 (個人習慣與執行工作時之比較) 

洗手方式 
個人喜好的
洗手方式 

護理工作時的
洗手方式 

個人喜好與護理工作時
的洗手方式一樣 

用肥皂 75.4% 92.8% 

不用肥皂 22.2% 4.8% 肥皂 

沒回答 2.4% 2.4% 

74.4% 

大約 20 秒 67.2% 86.3% 

大約 5 秒 26.3% 4.1% 

至少一分鐘 3.8% 6.1% 
洗多久 

沒回答 2.7% 3.4% 

71.7% 

溫水 67.9% 46.4% 

冷水 27.6% 49.1% 

熱水 2.0% 2.0% 
水溫 

沒回答 2.4% 2.4% 

70.6% 

紙巾 48.5% 93.2% 

可重複用毛巾 20.8% 0.0% 

不擦(自然乾) 13.7% 2.0% 

多重乾燥方法 12.3% 1.7% 

熱風 1.7% 1.0% 

手帕 1.0% 0.0% 

擦乾 

沒回答 2.0% 2.0% 

52.2% 

含肥皂消毒劑 76.1% 15.0% 

含酒精消毒劑 18.8% 74.7% 手搓消毒劑 

兩者都用 2.4% 7.8%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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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將普通感冒的鼻腔病毒誤認為是腸

病毒的一種。還有，大多數的護理人員高估

了腸病毒的死亡率，只有不到三分之一的護

理人員 (30%) 正確地指出腸病毒致死率極

低。另外，儘管護理人員知道腸病毒是由濾

過性病毒引起的，但是竟然還有四分之三的

護理人員 (76%) 認為應使用抗生素治療腸

病毒。這表明，雖然護理人員很關切腸病毒

這個課題，但是他們尚未接收完整的腸病毒

醫療訊息。 

護理人員經由多元化管道來獲得腸病

毒訊息，他們的資訊來源包括：報紙、廣播

或電視新聞 (97%)；醫學雜誌或專業報紙 

(80%)；朋友、家人和同事(78%)；公共衛生

電視廣告(64%)；公衛海報 (54%)；公衛廣播

廣告(41%)等等。這些資訊管道，大部份並

非針對執業護理人員的需求，提供他們所需

要的專業知識。 

與 2008 年衛生署疾病管制局的調查結

果相比，參與本研究的醫院護理人員，顯然

比一般民眾對腸病毒感染和症狀有更深入

的了解。調查發現護理人員的背景，除了個

人的年齡、有沒有小孩、或是在哪一科病房

服務等影響少數幾個問題回答的差異性

外，其他因素並不明顯影響他們對腸病毒的

認知。  

有不少護理人員把不是感染腸病毒的

徵狀誤認腸病毒徵狀。顯示有必要在腸病毒

的感染特徵方面加強教育。過去幾個研究，

針對不同的醫學專題，對護理人員進行在職

訓練，都能立竿見影迅速收到成效[13-15]。

我們深信以腸病毒為教材設計的課程，不但

可以提高護理人員照顧的醫療服務品質，更

可以推廣到病人及社區的衛生教育。 

大多數參與者都遵照建議規範來洗

手，也就是說，有熱水時，用熱水和肥皂洗

手，至少洗 15 秒鐘以上，然後用烘手機或

乾淨毛巾擦乾[16-17]。不過護理人員也說，

在工作的時候，不容易對水溫有太多的要

求。他們喜歡用溫水洗手，可是大半的時候

也只有冷水可用。雖然多數的規範是建議用

溫水，護理人員們也喜歡用溫水，不過溫水

或熱水並不比冷水更能消滅手上的細菌

[16]。調查還發現，護理人員比較喜歡含肥

皂成份的手搓消毒劑，可能是一般人都覺得

酒精比肥皂傷皮膚[18]。還有，過去研究中

觀察到的一些防礙洗手的原因，像清潔用品

短缺[19-20]或是以為接觸過某些類型的病

人後不必洗手[21-22]等不正確的觀念，並未

發生在此研究的調查樣本中。倒是不同的研

究不約而同地證實了，經常強調洗手的重要

性，對推廣正確洗手習慣，是相當重要的

[23-25]。 

最後要談談幾個潛在影響本研究結果

的因素。首先，由於腸病毒有許多不同的

病原，感染後的症狀相當多樣化，使得指

認其相關症狀或罕見倂發症的難度大大地

提高。其次，由於調查表回收率只有三分

之二左右，必需考慮這是否會造成潛在的

取樣偏差。所幸高回收率 (九成以上的) 

的病房護理站和低回收率 (少於一半的) 

的病房護理站所得到的調查結果，並沒有

顯著的差異，因此可以剔除此一隱憂。我

們可以說參與調查和沒參與調查的護理人

員，對本專題的了解，並沒有顯著的差異。

最後要說的是，本研究所蒐集到的洗手資

料，都是參與者的自我描述，而不是實地

的觀察紀錄。之前的一些研究發現，實地

去觀察人們有沒有按照建議方式洗手所得

到的結果，往往不像人們自己描述的那麼

好[26]。因此在設計洗手問題的時候，就決

定要參與者將「個人平時的洗手習慣」和

「執行護理工作時候的洗手方法」分別填

寫，以便能將理想和事實之間的潛在偏差

降到最低。從研究結果中可以看到，護理

人員們在兩種情形之下採用的洗手方法，

是有明顯的差異，因此我們深信本調查結

果，是充分反映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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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2008 年台灣衛生署特別呼籲要針對某

一些特定族群，加強衛生教育宣導 [27] 。

我們的研究清楚地披露了護理人員在職進

修的需求。未來可經由一些專題教育，像腸

病毒感染症狀及倂發症，抗生素的正確用

法，洗手對防止傳染病的重要等等，來增進

護理人員的知識，進一步提升他們的臨床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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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性工作者(sex workers)或性消費者(sex 

consumers)具有多重性伴侶之特質，一直是感

染愛滋或性病的高危險族群。自2006年7月，

桃園縣政府衛生局開始對警方查獲的性工作者

或性消費者進行愛滋知識之問卷調查，在問卷

填寫完成後，提供愛滋衛教單張；2007年3月

後針對愛滋知識問卷答錯部份進行衛教。本研

究利用警方查獲的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填寫問

卷，瞭解其愛滋知識及評估衛教(含單張)成效。 

2006年7月至2008年1月間桃園警方查

獲性消費者及性工作者467人，有效問卷142

份(30.4%)。性工作者佔 83.1%，性消費者佔

16.9%。愛滋知識答對率為56.2%。其中有22%

性工作者/性消費者錯誤認為可服用增強抵抗

力的藥物來預防愛滋感染；24.3%不知道尚無

藥物可根治愛滋。在愛滋篩檢部分，「台灣政

府對於愛滋感染篩檢所提供的服務？」答對率

只有 12.7%，又多數性工作者/性消費者不知

道不應用捐血來篩檢愛滋。愛滋知識答對比

例並沒有隨著時間上升而上升，暗示性工作

者/性消費者並沒有將愛滋預防知識告知其

同儕。 

 

關鍵字：愛滋知識、性工作者、性消費者、衛教 

 

前言 

愛滋的傳播途徑包括不安全性行為、污

染針具、母子垂直感染，又大部份愛滋感染

來自不安全性行為[1]。目前愛滋尚無疫苗，

也無根治的方法。安全性行為仍是預防愛滋

性行為傳播的最有效方式。由於性工作者

(sex workers) 或 性 消 費 者 （ 嫖 客 ） (sex 

consumers)具有多重性伴侶，且進行性行為

時使用保險套的比例偏低，使得這兩個族群

一直是愛滋或性病感染的高危險族群[2-6]。 

儘管大部份愛滋感染來自不安全性行

為，性工作者和性消費者在愛滋預防知識仍

存有錯誤的觀念，如錯誤以為愛滋感染者可

以從外表辨認、透過吃藥或注射藥物可以預

防感染到愛滋，對愛滋早期症狀不瞭解

[7-9]。 

由於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其身分特殊性

較不易對此族群進行抽樣調查研究。過去相

關研究是由研究者親自到風化場所調查願

意填寫問卷或訪問的性工作者、性消費者[2, 

9]，本研究利用警方查獲的性工作者、性消

費者填寫問卷，瞭解其愛滋知識。 

我國愛滋防治條例有：1990 年 12 月，

頒佈「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例」，經

查獲的性工作者或性消費者應接受人類免

疫缺乏病毒(HIV)篩檢及防治講習[10]。2007

年，此條例修正為「人類免疫缺乏病毒傳染

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例」。又 2006 年 3

月頒佈「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及其他性病防

治講習辦法」，明訂講習時數每次為二小時 

[11]，但上述條文中並無相關罰則，故落實

不易。 

2004-2006 年，台灣地區愛滋疫情在靜

脈藥癮族群中暴漲[12]。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2006 年 7 月起，開始對警方查獲的性工作

者或性消費者進行愛滋知識之問卷調查，

在問卷填寫完成後，提供愛滋衛教單張；

2007 年 3 月後針對愛滋知識問卷答錯部份

進行衛教。本研究便是將 2006 年 7 月至

2008 年 1 月間桃園地區警方查獲所有的性

工作者或性消費者填寫之問卷進行統計分

析，瞭解其愛滋知識及衛教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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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與方法 

一、研究設計及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為桃園地區 2006 年 7 月至

2008 年 1 月間警方查獲所有的性工作者及性

消費者。當警方查獲性工作者及性消費者，

通知採檢單位及衛生單位填寫知識問卷

後，由合約醫事人員前往警局抽血、發放及

回收愛滋病知識問卷，給予保險套二個及安

全性教育衛教單張一份。自 2007 年 3 月後

針對愛滋知識問卷答錯部份進行衛教。若抽

血篩檢結果為 HIV 陽性個案，由衛生局進行

通報並聯繫接受治療與衛教諮商服務。 

本研究已獲得長庚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

通過(案號：97-1459B)，因屬政府單位依法收

集的資料，所以免除填寫受試者同意書。 

二、愛滋知識問卷 

問卷採記名方式，內容包括：查獲日期、

姓名、年齡、性別，愛滋知識及預防愛滋感

染行為。在愛滋知識問卷共 15 題，14 題屬單

選題（四選一），1 題屬是非題。題目包含愛

滋病原、傳染途徑、空窗期、潛伏期、症狀、

治療、預防、高危險群、相關刑責及愛滋篩

檢服務。愛滋知識問卷（14 題四選一的單選

題）已具信效度。9 位專家進行內容效度，

評分範圍在 1 到 5 分，專家評分均在 3.2 分

以上。對四個族群(在學青少年、警方查獲藥

癮者、使用美沙冬的靜脈藥癮者、公衛人員)

進行信效度之評估，在團體差異分析的建構

效度方面，愛滋知識答對率以青少年最低，

警方查獲成癮藥癮者、使用美沙冬的靜脈藥

癮者次之，公衛人員最高，顯示具團體分析

的建構效度。Cronbach＇s α 在 0.60-0.82 間，

顯示具良好的內在一致性。再測信度方面，

部份在學青少年及警方查獲藥癮者填寫愛滋

知識問卷兩次，總分之相關係數為 0.59，顯

示具良好的時間穩定性[13]。 

三、統計分析 

以 SAS9.2 軟體作統計分析。以人數及

百分比表達愛滋知識單題的答對率，以平均

數及標準差表達愛滋知識總分。採卡方檢

定、費氏精確檢定比較性工作者及性消費者

愛滋知識單題的答對率。採獨立樣本 t 檢

定、變異數分析、Wilcoxon rank sum 檢定比

較組別（性工作者 vs.性消費者）、年齡層、

HIV 狀態的愛滋知識總分。採卡方適合度檢

定比較樣本與母體在組別、年齡層、HIV 狀

態的差異。顯著水平為 0.05。 

 

結果 

一、人口學情形 

於 2006 年 7 月至 2008 年 1 月間，警方

查獲並填寫愛滋知識問卷之性工作者 137 人

（136 人為女性、1 人為男性）；性消費者 28

人，均為男性。刪除資料不完整(二題以上

未作答者) 22 人，及男性性工作 1 人，有效

問卷為 142 份。 

性工作者有 118 位(83.1%)，性消費者有

24 位(16.9%)。平均年齡為 34.3 歲(標準差

=9.5)。性工作者平均年齡(35.2±9.4 歲)顯著大

於性消費者 (29.8±8.5 歲) (p=0.0056)。愛滋篩

檢結果有二人為陽性。 

二、愛滋知識 

性工作者/性消費者愛滋知識總分為

56.2%。在愛滋篩檢部分，「目前政府對愛滋

篩檢所提供的服務(#1)」答對率為 12.7%，其

中有 51.4%的研究對象不知道政府有提供匿

名愛滋篩檢的服務。「預防感染愛滋的正確

方式(#9)」答對率為 64.5%，其中 22.0%的研

究對象錯誤認為服用增強抵抗力的藥物可

預防感染愛滋。「愛滋傳播途徑(#13)」答對

率為 88%，「共用針具清潔液、稀釋液會感

染愛滋(#14)」答對率為 96.4%。在愛滋感染

能力部份，潛伏期(#5)、空窗期(#6)答對率分

別 32.6%、33.1%。在愛滋高危險群方面，

25.5%正確勾選在台灣血友病患者不是感染

愛滋的高危險群(#2)，但 43.3%錯誤認為在台

灣注射毒品不是感染愛滋的高危險群。在愛

滋早期症狀(#3)及治療(#4)答對率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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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法令(#7)答對率為 61.3%。比較兩族

群的愛滋知識單題答對率，在 15 題當中，

有 6 題(#6、#7、#11、#13、#14、#15)的答對 

率是以性工作者較高，但未達顯著差異；其

餘 9 題的答對率是性消費者較高，而#3、#4、

#5 有達統計顯著差異(表一)。 

 表一、愛滋知識：桃園地區警方查獲性工作者與性消費者(n=142)(2006/07-2008/01) 

  次數% 

      A B C D   p 值

性工作者 13.6 57.6 12.7 16.1 1.0000
1

性消費者 41.7 20.8 12.5 25.0 

(1)下列何者不是目前台灣政府對於愛滋感染篩檢所提供的服務？ 
A.已有醫院提供免費愛滋感染篩檢、B.已有醫院可以匿名做愛滋感染

篩檢、C.捐血是愛滋感染篩驗的一種形式、D.愛滋感染篩檢 5-7 個工

作天即可知道結果 全體 18.3 51.4 12.7 17.6 

性工作者 44.4 20.5 23.1 12.0 0.1334
2

性消費者 37.5 25.0 37.5 0.0 

(2)在台灣，下列何者不是感染愛滋的高危險群？ 
A.注射毒品者、B.同性戀或雙性戀者、C.血友病患者、D.愛滋病帶原

者生的嬰兒 
全體 43.3 21.3 25.5 9.9 

性工作者 22.2 39.3 34.2 71.4 0.0439
2

性消費者 41.7 5.8 4.2 8.3 

(3)感染愛滋的早期症狀不易辨識，但不包含以下何項？ 
A.視力變模糊、B.不明體重減輕、C.淋巴腺腫大、D.對發炎性的疾病

失去抵抗力 
全體 25.5 40.4 29.1 5.0 

性工作者 25.9 27.6 25.9 20.7 0.0023
2

性消費者 20.8 8.3 20.8 50.0 

(4)針對目前愛滋感染者的治療方式，下列何者敘述錯誤？ 

A.尚無愛滋病疫苗、B.尚無藥物根治、C.雞尾酒療法有卓越成效、D.

放射性治療 全體 25.0 24.3 25.0 25.7 

性工作者 9.4 27.4 34.2 29.1 0.0432
2

性消費者 8.3 16.7 25.0 5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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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3 年、B. 4-5 年、C. 6-7 年、D. 8-10 年 全體 9.2 25.5 32.6 32.6 

性工作者 13.6 22.9 35.6 28.0 0.1613
2

性消費者 8.3 20.8 20.8 50.0 

(6)感染愛滋病原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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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5-7 天、B. 2-6 週、C. 1-3 月、D. 5-7 月 全體 12.7 22.5 33.1 31.7 

性工作者 2.6 12.2 62.6 22.6 0.3169
2

性消費者 9.1 9.1 54.6 27.3 

(7)蓄意傳播愛滋病原，在臺灣會接受何種刑責？ 

A.沒有刑責、B.罰款、C.有期徒刑、D.無期徒刑 

全體 3.7 11.7 61.3 23.4 

性工作者 23.9 14.5 0.9 60.7 0.3266
2

性消費者 4.2 16.7 8.3 70.8 

(8)愛滋的病原是？ 

A.細菌、B.真菌、C.寄生蟲、D.病毒 

全體 20.6 14.9 2.1 62.4 

性工作者 62.4 25.6 5.1 6.8 0.2214
2

性消費者 75.0 4.2 12.5 8.3 

(9)下列何者為預防愛滋感染的正確方法？ 

A.不與他人共用針頭針筒、稀釋液與洗滌水、B.服用增強抵抗力的藥

物、C.與不熟識的人不戴保險套發生性行為、D.陰莖插入前再戴上保
險套，只接觸外陰部尚不必戴 全體 64.5 22.0 6.4 7.1 

性工作者 66.7 23.9 7.7 1.7 0.7351
2

性消費者 68.2 13.6 18.2 0.0 

(10)在台灣 2006 年，感染愛滋的高危險群中，何者是成長率最快？ 

A.注射毒品者、B.同性戀或雙性戀者、C.血友病患者、D.愛滋帶原者

生的嬰兒 
全體 66.9 22.3 9.4 1.4 

性工作者 4.3 76.7 15.5 3.5 0.6375
2

性消費者 16.7 70.8 12.5 0.0 

(11)愛滋病原破壞人體哪一系統？ 
A.消化系統、B.免疫系統、C.內分泌系統、D.呼吸系統 

全體 6.4 75.7 15.0 2.9 

性工作者 4.2 0.9 80.5 14.4 0.5676
1

性消費者 4.2 0.0 87.5 8.3 

(12)下列何者不會傳播愛滋病原？ 
A.血液、B.精液、C.唾液、D.陰道分泌物 

全體 4.2 0.7 81.7 13.4 

性工作者 1.7 8.5 89.0 0.9 0.4896
1

性消費者 4.2 12.5 83.3 0.0 

(13)下列何者不是愛滋的傳播途徑？ 
A.不安全性行為、B.共用針具、C.共同吃飯、D.輸血 

全體 2.1 9.2 88.0 0.7 

性工作者 97.4 2.6 - - 0.3369
1

性消費者 91.7 8.3 - - 

(14)共用針具、清洗液(俗稱洗筆水)、稀釋液會感染愛滋嗎？ 
A.會、B.不會 

全體 96.4 3.6 - - 

性工作者 - 98.3 1.7 - 0.4287
1

性消費者 - 95.8 4.2 - 

(15)愛滋是依靠下列何種傳播媒介？ 

A.空氣、B.體液、C.土壤、D.食物 

全體 97.9 2.1  

性工作者 55.4±17.0    0.3344
3

性消費者 60.0±10.0    

總分 

全體 56.2±17.5    

1
Fisher＇s exact test; 2Chi-square test; 3independent t-test; *有底線者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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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消費者在愛滋知識答對率(60.0%)高

於性工作者(55.4%)，但未達統計顯著意義

(p=0.3344)。愛滋知識答對率在不同年齡層相

似(p=0.6523)。愛滋篩檢結果呈陽性者(70.0%)

愛滋知識答對率較陰性者(56.0%)高，但未達

統計顯著意義(p=0.1425) (表二)。 

三、愛滋知識總答對率在研究時間的變化 

2007 年 3 月以前愛滋知識總答對率為

71.3%，在 2007 年 3 月到 2008 年 1 月間每個

月的愛滋知識總分答對率並無明顯的提升， 

反而是下降，介於 36.7%到 65.9%之間(圖一)。 

四、代表性 

在 2006 年 7 月到 2008 年 1 月間警方查

獲的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共 467 人。有填寫

問卷者共 165 人(35.4%)，又有效問卷數 142 

(30.4%)。本研究樣本的性消費者比例較母體

高(p=0.0022)。本研究樣本的年齡較母體的年

齡年輕(p=0.0047)。在愛滋篩檢結果方面，參

與本研究的愛滋感染者比例和母體愛滋感

染者屬邊緣顯著差異(p=0.0569)(表三)。 

 

 表二、依研究組別、年齡、HIV 狀態列出愛滋知識的影響因素 (2006/07-2008/01) 

    n 答對比例 p 值 

研究組別  0.33441 

性工作者 118 55.4±17.0%  

性消費者 24 60.0±10.0%  

年齡  0.65232 

<20 2 60.0±37.7  

20-29 50 58.9±17.6  

30-39 50 53.7±15.1  

40-49 28 54.0±18.4  

≧50 12 58.9±22.2  

HIV  0.14253 

HIV＋ 2 70.0±4.7%  

HIV－ 140 56.0±17.6%  
1 獨立樣本 t 檢定；2 變異數分析；3Wilcoxon rank sum 檢定 

圖一、愛滋知識答對率：桃園地區警方查獲性工作者與性消費者(2006/07-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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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 

自 2006 年 7 月，桃園縣政府衛生局對

縣內被警方查獲的性工作者和性消費者進

行愛滋知識問卷調查，以瞭解性工作者和

性消費者的愛滋知識程度。在問卷填寫

後，提供愛滋預防衛教單張，自 2007 年 3

月後針對愛滋知識問卷答錯部份進行衛

教。希望對被查獲的性工作者或性消費者

本人及藉由此族群間的網絡，提供正確的

愛滋預防知識。 

一、愛滋知識 

由本研究結果得知，性工作者愛滋知識

答對率為 55.4%，低於李媚媚等人(2000)以性

消費者為研究對象的愛滋知識調查結果

(69.5%)[2]，但因兩個研究詢問題目不同，不

能直接比較。 

在 2004 年台灣地區愛滋疫情有重大改

變，靜脈藥癮者首次在愛滋新感染者佔最大

比例[10]。本研究結果顯示只有 67%答對「在

台灣 2006 年，感染愛滋的高危險群中，何

者是成長率最快?(#10)」。又靜脈藥癮者主要

是透過共用針具、稀釋液而感染愛滋。本研

究與愛滋傳播有關的題目是，「共用針具、

清洗液(俗稱洗筆水)、稀釋液會感染愛滋病 

 

 

 

 

 

 

 

 

 

 

 

 

 

 

 

嗎？」答對率高達 96.4%(#14)，顯見性工作

者/性消費者多已知道共用針具、清洗液、稀

釋液有感染愛滋的風險。 

本研究結果顯示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對

預防愛滋感染(#9)仍不清楚。64.1%正確勾選

不共用針頭和針筒，但也有 22.0%錯誤勾選

服用增強抵抗力的藥物來預防愛滋感染，與

文獻結果相似[7-9]。本研究樣本有 7.1%勾選

陰莖插入前再戴上保險套。但是，台灣性消

費者[2]、泰國性工作者[5]和越南性工作者[6]

在進行性交易時會使用保險套的比例約佔

五成。暗示認知與行為常常會不一致，如何

讓性工作者及性消費者在全程使用保險

套，是未來努力的方向。 

在愛滋治療方式部份(#4)，有 25.0%的人

錯誤認為已有愛滋疫苗、有 24.3%的人錯誤

認為已有藥物可以根治愛滋，與文獻結果相

似[7-9]，顯示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對愛滋感染

並沒有危機意識。 

在愛滋感染力部份，潛伏期(#5)與空窗

期(#6)的答對率偏低。此偏低的潛伏期與空

窗期答對率應不是對潛伏期與空窗期定義

不了解。原因是我們的題目已描述潛伏期、

空窗期的定義，可更正確的評估性工作者/

表三、樣本代表性：桃園地區警方查獲性工作者與性消費者(2006/07-2008/01) 

 樣本 

 (n=142) 

母體 

(n=467) 
p1 

回收率      30.4%  

研究組別  0.0022 

性工作者 118(83.1%) 423(90.6%)  

性消費者 24(16.9%) 44( 9.4%)  

年齡   0.0047 

<20 2( 1.4%)   2( 0.4%)  

20-29 50(35.2%) 152(32.5%)  

30-39 50(35.2%) 148(21.6%)  

40-49 28(19.7%) 101(21.6%)  

≧50 12(8.5%)  59(12.6%)  

平均數±標準差 34.3±9.5 36.5±10.9  

HIV   .0569 

HIV＋   2( 1.4%)   2( 0.4%)  

HIV－ 140(98.6%) 465(99.6%)  

1
卡方適合度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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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消費者對對潛伏期與空窗期定義的了解。

希望性工作者/性消費者認知到愛滋感染者

在感染後仍會有一段時間沒有症狀出現的潛

伏期，其外表與正常人無異，但已具有傳染

力，以增加其危機意識。 

在愛滋篩檢(#1)答對率只有 12.7%。大部

份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均不知道不應用捐血

來篩檢愛滋。過去文獻顯示有 51.5%的性消

費者認為可以利用捐血中心篩檢愛滋[2]，

16.2%的青少年曾經利用捐血檢驗愛滋[14]。

顯示應加強宣導政府所提供愛滋篩檢服務的

資訊，鼓勵民眾透過正確的愛滋篩檢管道進

行檢驗，不應用捐血來篩檢愛滋。 

愛滋知識得分在研究組別(性工作者和

性消費者)、年齡、HIV 狀態均沒有顯著的影

響，然而過去文獻並沒有針對影響因子進行

分析，因此無法比較。 

比較兩族群的愛滋知識單題答對率，在

15 題當中，有 6 題(#6、#7、#11、#13、#14、

#15)的答對率是以性工作者較高，但未達顯

著差異；其他 9 題的答對率都是以性消費者

較高，而#3、#4、#5 有達顯著差異。對於性

工作者，應特別加強其有關愛滋早期症狀、

治療方式及潛伏期的相關知識。又猜測此差

異可能是性消費者的教育程度較高的所造

成，可惜問卷未調查教育程度，建議未來研

究可加入此題目。 

由於愛滋知識 15 題單題答對率，不是每

題都是性工作者高於性消費者，使得愛滋知

識總分在兩組別未達顯著差異。所以，我們

分析愛滋知識單題答對率與年齡之關係。只

有 1 題(#4)是以 20-29 歲的答對率顯著高於其

他年齡層。因為只有 2 位 HIV+，未看到愛滋

知識單題答對率與HIV 之關係(未列出結果)。 

二、衛教成效 

自 2006 年 7 月，桃園縣政府衛生局對縣

內被查獲的性工作者/性消費者進行愛滋知

識問卷調查，以瞭解性工作者/性消費者的愛

滋知識程度。在問卷填寫後，提供愛滋預防

衛教單張。自 2007 年 3 月後針對愛滋知識問

卷答錯部份進行衛教。由於本研究沒有重複

查獲者，無法直接評估衛教單張或衛教成

效。本研究結果顯示愛滋知識答對比例並沒

有隨著時間上升而上升，暗示衛生單位對性

工作者/性消費者發衛教單張，及針對愛滋知

識問題答錯部份進行衛教，他們並沒有將知

識告知其同儕。據收集問卷同仁表示，查獲

的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在警察局便將衛教單

張丟棄，且警察局提供之場所不易進行衛

教，因此衛生單位如何將愛滋預防知識有效

傳達給這些高危險群將會是一大挑戰。 

三、代表性 

本研究由於年紀較大者或性工作者具有

多次被警方抓獲的經驗，配合度不高，因此

樣本的年齡較母體年輕，及性消費者比例較

母體比例高。 

四、限制 

本研究有許多限制：性工作者屬社會邊

緣人，不易接觸，而性消費行為較不容社會

所接受，所以多數性消費者不會公開讓周遭

的人知道，因此不容易針對這兩個族群進行

研究，而本研究採用警方查獲者，屬權宜之

計，但代表性仍嫌不足。 建議在問卷中加入

國籍，以瞭解不同國籍之性工作者愛滋知識

的程度。建議在問卷中加入教育程度，以釐

清愛滋知識單題答對率在性工作者或性消費

者、教育程度之關係。性工作者/性消費者很

可能也使用成癮藥品，具有重疊的族群，可

採用複選的方式，以瞭解其比例。 

除詢問愛滋知識外，也詢問「與非固定

性伴侶發生性行為時，有沒有使用保險套，

及不使用保險套的原因」，但保險套使用比例

明顯偏高(91%)，所以未在本文報導。如何讓

填答者誠實寫出性行為及保險套使用情形，

對警方查獲性工作者、性消費者(且記名)實

屬一大挑戰。又因為保險套使用比例之數據

不正確，也未詢問態度的問題，所以無法探

討愛滋的知識、態度、行為(KAP)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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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詢問愛滋知識的題目共 15 題，內

容涵蓋愛滋病病原、傳染途徑、空窗期、潛

伏期、症狀與治療、預防方法、高危險群、

相關刑責及愛滋篩檢服務。此問卷也有給警

方查獲藥癮者族群填寫。近期已將 15 題簡

化為六個題目，未來研究可採用簡化後題目

進行調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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