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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完成約 600例注射毒癮者或是他們家屬或性伴侶的愛滋病篩檢及相

關衛教諮詢。其中有 140為愛滋病毒抗體陽性，目前已成功完成 132例注

射毒癮者 env或者 pol基因的複製及分析。105 例完成 env 的 C2-V3區，

87 例完成 pol 的 protease (PR) and reverse transcriptase (RT) 基因。基因圖

樹的分析發現除了一例是 CRF01_AE，2例是亞型 B外，有 129 例為

CRF07_BC, 與中國大陸西南流行的亞型相類似。有一些病人承認有到過中

國大陸並且有共用針頭行為，所以我們推測 CRF07_BC 可能經由這個途徑

而傳播至台灣並且在台灣注射毒癮者族群造成大流行。我們認為這個發現

對於台灣的公共衛生及將來台灣地區疫苗的發展都有其重要性。 本計畫最

主要是經由社區外層服務介入，達到篩檢、諮詢、衛教目的，並瞭解其分

子流行病學。 

 

中文關鍵詞：人類免疫不全病毒、CRF07_BC、注射毒癮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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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ype 1 (HIV-1) epidemic in Taiwan is 

rapidly escalating due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njection drug users (IDU). 

Totally, about 600 individuals of IDU or their sexual partners received our 

counseling and screen test of HIV-1 infection. A molecular epidemiological 

study of HIV-1-infected IDU in Taiwan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2004 to 

April 2005.  Of the 131 HIV-1 positive specimens collected, all contained 

detectable sequences, including 105 from the C2-V3 region of env and 87 from 

the protease (PR) and reverse transcriptase (RT) genes of pol.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these sequences indicated that 128 individuals harbored CRF07_BC, 

which resembles the dominant strains circulating among IDU in China.  

Twenty-three individuals had a history of travel to the southwest provinces of 

China and shared needles or apparatuses there.   This suggests that CRF07_BC 

might have been transmitted from China into Taiwan, thereby causing an 

outbreak among IDU in Taiwan.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appearance of HIV-1 CRF07_BC in Taiwan.  These findings provide 

information relev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ntiviral therapy and vaccine in 

Taiwan, and may assist public health workers in the prevention of HIV-1 spread.  
 

Keyword: HIV-1, CRF07_BC, injection drug use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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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台灣的愛滋病感染人數剛剛突破一萬人，整體盛行率雖不算高，但是

每年的年增率卻非常高。尤其在去年年增率為 76.6%，而猶有過之在今年為

125%。增加的族群主要在注射藥癮者，佔今年增加的 60%， 而整體注射

藥癮者是全部感染者的 25%，在兩年前 這個族群不過佔 2%。 

愛滋病毒的基因亞型是這個病毒的特徵之ㄧ，目前可依據其基因族譜

分析將愛滋病毒分三群：(M, N, and O)， M 再分，九個亞型：(A to D, F to 

H, J, and K)，及 19個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s (CRFs)。而在注射藥癮

者常常有特殊的亞型，造成流行病學重要的訊息，也是公共衛生如何防治

病毒近一步擴散重要的依據，更是將來疫苗發展必要的研究。本計畫最主

要是經由社區外層服務介入，達到篩檢、諮詢、衛教目的，並瞭解其分子

流行病學。 

（2）材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及材料：1. 材料收集：我們以靜脈藥癮者為主要的研究對象

篩檢愛滋病感染者，了解在這個族群愛滋病毒的感染率。包括：(a)靜脈藥

癮者因其他併發症如蜂窩組織炎、心內膜炎等患者至本院門診或者住院治

療者，並建立互信關係，使他們介紹朋友至本院定期篩檢 、諮詢、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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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院鄰近燕巢監獄，對針對感染者研究。(c)本院鄰近靜和精神醫院，針

對戒毒治療者予篩檢。(d)結合本院社區醫療部，深入社區靜脈藥癮者族群。

(e)聯合附近診所醫院針對此一族群共同研究。抽血後，採血清並存放-80℃

保存以進行 ELISA抗體篩檢。若為陽性，再以Western blot作確定檢驗。 

2. 抽血前後衛教及諮詢：很多注射毒癮者並不知道共用針頭會感染愛滋病

毒，也不知道安全性行為，對愛滋病的知識更不足，所以衛教及諮詢對這

個族群是非常重要的。  

3. 血清學檢查 

(A)微粒子酵素免疫法(ELISA)：測定抗體 

本院採用美國亞培公司 IMX HIV-1/HIV-2 III Plus來進行血清中 HIV抗

體之測定。此檢驗試劑組為衛生署核准之試劑組，其許可證字號為

10937。篩檢範圍包含 HIV第一型與第二型抗體。 

(B)西方墨跡法(Western bolt)：測定抗體 

本院採用法國 BIO-RAD巴斯德愛滋墨漬確認試劑來進行測定。其核可

字號為 413。其係以直接偵測 HIV 病毒的每一段蛋白質，因此可以確

認是確實具有 anti-HIV-1抗體或是非特異性之反應。 

(C)以 RT-PCR及 TRUGENE HIV-1 Genotyping Kit增殖 env, RT, pol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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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ral RNA was extracted from plasma using QIAamp Viral RNA 

Mini Kits (Qiagen). Samples were amplified using two-rounds of 

reverse transcriptas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with 

nested primers at 94˚C for 30 seconds, 55˚ C for 30 seconds, and 

72˚C for 1 minute. The primers used to generate a 377-nucleotide 

fragment spanning the C2-V3 region of the envelope gene were: for 

the first PCR, env A  (5’-CCAATTCCCATACATTATTG, nt 

6858-6877) and env E  (5’-GTCCCTCATATCTCCTCCTCCAGG, 

nt 7655-7632); for the second PCR, env B 

(5’-TGCTGTTAAATGGCAGTCTAGCAG, nt 7000-7023); and env 

D (5’-TAGAAAAATTCCCCTCCACAATTAA, nt 7375-7350). All 

of the PCR products were purified for sequencing using the 

QIAquick PCR purification kit (Qiagen)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protocols. The sequencing of PCR products was 

performed with an automatic sequencer (PRISM automated 

sequencer, version 3100; ABI, Foster City, CA).  

b. The procedures for viral RNA extraction, PCR amplification, and 

nucleotide sequencing have been previously described.14,15 

Sequences of HIV-1 protease (PR) and reverse transcriptase (RT) 

were obtained using the TRUGENE HIV-1 Genotyping Kit and 

OpenGene DNA Sequencing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 recommendations (Bayer, Germany), which have 

been described previously.16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provide 

bi-directional sequencing of the PR-coding region (codons 10 to 99, 

nt 2262 to 2549, HXB2) and codons 41 to 237 (nt 2659 to 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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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B2) of the RT-coding region of HIV-1 pol.  

(D)基因樹族譜分析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HIV-1 sequences   

To eliminate potential contamination, all of the sequences obtained were 

first subjected to an HIV-1 BLAST search to compare them with related 

reference sequences in the HIV database 

(hyyp://hiv-web.lanl.gov/content/index).17  Nucleotide sequences were 

aligned with the references using the ClustalX1.81 program18 and were 

further adjusted manually. The genetic distance of the HIV-1 sequences 

analysed was calculated using the two-parameter model of Kimura.19 

Phylogenetic trees were generated using the neighbor-joining method 

implemented in the ClustalX1.81 program. The branch significance was 

analyzed by bootstrap with 1000 replicates. The trees were printed using 

the TreeView program.20 Amino acid sequence comparisons of the V3 

loop were performed for all of the strains. The Recombinant 

Identification Program (RIP) (version 2.0; http:/hiv-web.lanl.gov/tools) 

was used to identify potential mosaic recombination (window size, 200; 

threshold for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90%; gap handling, STRIP; 

informative mode, OFF). Gaps were introduced to create the alignment 

and the background subtypes sequences in the analysis were from HIV-1 

subtype reference alignments.   

（3）結果 

在我們這個計畫總共 600人次，其中由燕巢監獄轉介最多，有 442人

次，由住院或門診轉介共 124人次，由附近診所轉介共 21人次，由社區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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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部經由轉介共 9 人次，經由慈惠及靜和醫院轉介共 5 人次。本小組每月

平均二至三次至燕巢監獄，協助幫忙衛教輔導及檢傷分類照顧，常常因為

病人太多而無法個別輔導，否則實際服務人數遠大於 600 人次。在裡面共

有 131位愛滋病毒感染者，他們的基本資料如表一，集中有 81位來自監獄，

我們更針對這 131 感染者進行分子流行病學研究。我們的研究對象只有兩

位是同性戀，其他都是異性戀，通常沒有固定的性伴侶，即使已婚也多半

分居，有 60%的人有性行為，有 40%的人再最近三個月沒有性行為，祇有

20%的人使用保險套。90% 的人有共用針頭的行為，100%的人都曾經供用

水。 

在 131位愛滋病毒感染者，有 105 位增殖 C2-V3 region of env 及 87 

位增殖 PR and RT of pol.。其中有 116 男性，及 15 位女性，平均年齡為

42 歲 (range: 22-52 years)，平均 CD4 為 429/mm3，平均病毒量為 5.40 × 

104 (log 4.23) (如表 1)。施打海洛因時間為 6 個月至 20 年，平均為 4.5 

年。百分之九十有共用針頭，百分之百有共用溶劑(水)。二十三位有至中國

大陸旅遊史包括 9位 to 雲南，7 位至福建， 3 位至廣西， 3位至湖南及

兩位至廣東。八位有到東南亞旅遊史。同時我們也發現百分之九十的感染

者同時感染 HCV。 

 

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學 

由基因樹族譜分析有 128 位為 CRF07_BC，包括 102 env sequences 

(圖一), 84位 protease (圖. 2A) 及 reverse transcriptase of pol sequences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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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 由基因的分析與中國大陸流行的病毒相近。另外有兩位為 B亞型，一

位CRF01_AE，應該是經由性行為感染。 由RIP 的分析也証實是CRF07_BC 

而非 CRF08_BC。 

  

（4）討論 

我們的報告顯示再台灣地區有一愛滋病毒群突發感染再注射藥癮者

間，感染的病毒為 CRF07_BC，者個病毒在文獻上重未出現在台灣。之前

在台灣流行的亞行為 B亞型，以及 CRF01_AE，另有少數的亞型 G, A, 及 

C，約只佔 2.3%.22-25 而我們的感染者顯示他們傳染的主要途徑為共用針頭

或溶劑(水)。 

CRF07_BC 首先在中國大陸出現，由 Su et al in 200026 報告，之後也

由 Rodenburg et al in 2001.27 發表 CN54 基因。而後發現有兩個相近病毒，

為 CRF07_BC 及  CRF08_BC，都是在注射藥癮者間傳播。CRF08_BC 

(prototype strain, 97CNGX6F) 主要傳播在廣西及東南各省， CRF07_BC 則

沿著西北至新疆、甘肅等省份。而今經由注射藥癮者間行為傳染至台灣。  

基因族譜分析我們除了 env gene 也做 PR and RT genes，因此除了分

析基因亞型也可以了解其抗藥性。  

 根據許多亞洲國家的經驗注射藥癮者間傳播群突發通常伴隨異性戀

愛滋病的暴發，如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尼泊爾、越南，泰國等，這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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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我們注意的。  

（5）結論與建議 

1. 台灣注射藥癮者爆發愛滋病毒的群突發傳染將對台灣愛滋病的流

行病學造成很大的影響，主要的病毒為 CRF07_BC。這個發現對於台灣將

來愛滋病防治政策有重大影響，包括減毒計劃、治療導引、即將來疫苗發

展。 

2. 注射毒癮的社區外層介入服務相當不容易，最容易介入點是在監

獄，不管是已感染者或未感染者。對於已感染者，因為監獄缺乏相關專科

醫師幫忙輔導及就醫建議，因此佔去我們大部分時間，但是對於未感染者

應該更值得作行為治療、衛教諮詢等服務。建議對於監獄感染者及未感染

者提供完善的計畫。 

3. Harm reduction計畫可以考慮納入本計畫模式擴大進行。 

4. 建議支持本計畫繼續進行，以擴大成效。或者集中以監獄感染者或

未感染者為對象，真正幫忙監獄解決問題，既可以達到諮詢衛教的目的，

又可以持續監測這個族群的分子流行病學，有助於政府相關部門對疫情的

監控。本報告已經投稿，目前正審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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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圖、表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udy Population (n=13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n=131)                      

  Age (y) 

≤20 0 

21~30 48 (38.4％） 

31~40 53 (42.4％) 

41~50 23 (18.4％) 

>51 1 (0.8％) 

mean 33.41 

  Gender  

Male 116（88.5％） 

Female 

  Sexual practice 

           Heterosexual 

           Homosexual (men) 

15 (11.5％) 

 

          130 (99.2%) 

            1 (0.8%)   

Mean CD4 count (mm3) 429 

Mean viral load (copies/ml)  46,697 

Duration of injecting heroin (y) 4.3 

HCV Positive 93.7％ 

Share Needle 90％ 

Share solvent (water) 100％ 

Trave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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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hina＊ 23 

To Southeast Asia† 8 

 

 

＊Include 9 to Yunnan, 7 to Fujian, 3 to Guangxi, 3 to Sichuan, 3 to Hunan, and 2 

to Guangdong. †Include 4 to Thailand, 3 to Indonesia, and 1 to Cambodia,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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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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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衛教諮商卡 

Card 1 

什麼是 HIV/AIDS ? 

 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是引起 AIDS 或 免疫不全症狀 的病毒。 

 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 存在特定的體液( 如: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

母乳)中,並經由血液或其他體液的接觸傳染,例如:不安全性行為的接觸

及注射藥癮者若共用針頭都有可能感染 HIV。 

 HIV/AIDS會破壞身體的免疫力,導致”嗣機性感染” 和其他嚴重的疾病。 

 自 1981年發現注射藥癮者間由於共用針頭,導至 AIDS 在此族群快速

散佈, AIDS 已在美國和世界各地造成公衛上嚴重的影響。 

 至 2000年 7月, 全世界已有超過 1千六百萬的人死於 AIDS, 而大約有

3千 4百萬的人為 HIV/AIDS 感染者。 

 
Card 2 

什麼是 B型肝炎? 

 B型肝炎病毒(HBV)存在於感染 B型肝炎的人的血液中, B型肝炎病毒

會造成肝臟嚴重損壞,像肝硬化和肝功能衰竭。 

 B型肝炎病毒(HBV) 經由和感染者體液或血液的接處而散佈,不過, 可

以施打 B型肝炎疫苗避免被 B型肝炎病毒(HBV)感染。 

 感染 B型肝炎的臨床症狀包括疲倦,一些像感冒的症狀和眼睛及皮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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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膽。由於身體會產生抗體對抗病毒, 95% 感染 B型肝炎病毒(HBV)的

人, 都能自動痊癒。 

 
Card 3 

什麼是 C 型肝炎? 

 C 型肝炎是 C型肝炎病毒(HCV)引起的一種肝病, C型肝炎病毒(HCV)

存在於感染C型肝炎的人的血液中, C型肝炎病毒(HCV) 經由和感染者

血液的接處而散佈。 

 C型肝炎病毒(HCV)也可能經由生殖器的分泌物散佈。 

 感染 C型肝炎病毒(HCV)對某些人來說很嚴重, 對某些人來說卻沒有影

響。 

大部份感染 C型肝炎病毒(HCV)的人會和此病毒共存渡過一生,雖然他

們的肝臟會受到一些傷害,但他們也許並不會因此而感到不適。 

 感染 C型肝炎病毒(HCV)的人也許會有肝硬化,肝癌,或肝功能衰竭的情

形。 

 感染 C型肝炎的臨床症狀包括疲倦,黃膽,腹痛,食慾不佳, 噁心和嘔吐,

但並不是每個感染者都會有上述症狀。 

 
 
 
Car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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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HBV, HCV 的傳播 

 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 B型肝炎病毒(HBV) ,和 C型肝炎病毒(HCV)

存在於精液,血液, 生殖器的分泌物和母乳中。 

 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 B型肝炎病毒(HBV) ,和 C型肝炎病毒(HCV)

介由以下幾種方式傳播: 

~ 共用針頭或其他注射藥物時會使用到的器具,如容器,棉花或水。 

~ 共享同一支注射筒內的藥物。 

~ 和藥癮者或有許多性伴侶的人有不安全性行為。 

~ 接受感染者的血液。 

~ 母親在懷孕或生產的過程中傳染給胎兒。母親亦有可能經由哺乳傳染

給新生兒。 

 酒癮者或藥癮者是高危險群: 因為酒精和藥物均會降低人體免疫力,因

此較容易被 HIV/ AIDS 感染,而且酒精和藥物也會降低個人對使用其

他藥物和不安全性行為的警覺性。 

 
Card 5 

對 HIV, HBV, HCV 的誤解 

 我們不會因打噴嚏,擁抱,咳嗽,食物,水,共用食具,水杯或皮膚接觸而感染

HIV, HBV, HCV。但是,不要共用牙刷，刮鬍刀或其他個人物品，因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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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能沾染血液。 

 

 

 

我們不會因親吻 (沒有唾液的交換) 而得到 HIV, HBV, HCV。(但若為”

深度接吻””舌吻”, 有唾液的交換,則有感染的可能。) 

我們不會從衣服,電話,或馬桶座上得到 HIV, HBV, HCV。 

我們不會因被蚊子或其他昆蟲叮咬而得到 HIV, HBV, HCV。 

 
 Card 6 

如何減少感染的風險 

 若您為藥癮者,您可能因共用針頭,共享同一支注射筒內的藥物或共用其

他注射藥物時會使用到的器具,如容器,棉花或水,而得到人類免疫不全

病毒(HIV), B型肝炎病毒(HBV) ,和 C型肝炎病毒(HCV)。 

 即使是熱水也無法殺死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 B型肝炎病毒(HBV) ,

和 C型肝炎病毒(HCV), 若要清洗任何共用器具, 您一定要用漂白水。 

 為了減少您感染的風險，您最好能夠停止使用和注射藥物,若您無法停

止注射藥物,請您絕對不要重覆使用他人用過的針頭或和其他人共用針

頭。請使用新的，無菌的針頭或以前只有您用過的針頭。 

若您和其他人共用針頭,請在每次注射藥物前消毒針筒和針頭。用漂白

水消毒針筒和針頭可以降低您感染的風險,但即使是消毒過的針筒和針

頭,也不如一個新的，無菌的針筒和針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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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將您的針頭放在其他藥癮者使用過的容器,棉花或水裡。這些地方

若有沾染到感染者的血液, 血液中可能會有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 B

型肝炎病毒(HBV) ,和 C型肝炎病毒(HCV)。 

 不要使用從其他藥癮者使用過的針筒裡取出的藥物。 

 
 Card7  

清洗注射器的方法 ( 漂白水  漂白水  乾淨的水  乾淨的水 ) 

 以乾淨的水清洗針筒。 

 以 原倍漂白水(未稀釋的漂白水) 清洗針筒,必需搖晃針筒讓漂白水能

清洗到針筒的每個部份, 至少 30秒。將廢液倒入水槽,馬桶或水溝。 

 重覆一次漂白水的清洗步驟。 

 再以乾淨的水清洗針筒, 並將廢液倒入 水槽, 馬桶 或 水溝。 

 以乾淨的水再次清洗針筒。 

 完成 漂白水  漂白水  乾淨的水  乾淨的水  的清潔步驟後, 將

針筒的活塞從針筒拔出, 以漂白水和 乾淨的水 再次清洗 針筒和針筒

的活塞。 

 絕不要將您的容器,棉花或水讓其他藥癮者使用。 

 用原倍漂白水(未稀釋的漂白水) 和 乾淨的水清潔您的容器。 

 

若無法取得漂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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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乾淨的水清洗針筒數次,必需搖晃針筒讓水能清洗到針筒的每個部

份。 

 煮沸針筒和針頭 15分鐘 ,這樣可讓針筒和針頭保持在無菌的狀態; 但

高溫可能會改變塑膠針筒的外形。 

 
Card 8 

何謂 ”重覆使用 ” 注射器具 ? 

 您 直接 使用另一位藥癮者使用過的針頭 (即所謂的 ”共用針頭” )。 

 若您有以下幾種情形, 則稱為“非直接共用” , 亦屬於 ”重覆使用 ”的行

為: 

~ 和其他藥癮者將個人的針筒放在同一個含水或含有藥物溶液的容器

內。 

~ 將活塞從使用過的針筒拔出,用於攪拌藥物溶液。 

~ 用其他藥癮者的水清洗針筒。 

   
Card 9 

換針頭的好處  

 將有可能已污染的針筒換成無菌針筒。 

 發漂白水。 

 轉介藥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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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保險套。 

 做 HIV/AIDS 的檢測及諮商。 

 做肺結核 (TB) 篩檢。 

 
Card10 

關於古柯鹼和可卡因 

 您不一定經由注射藥物才會感染 HIV,HBC, HCV; 若您大量吸入古柯

鹼或可卡因,您仍有可能感染 HIV,HBC, HCV; 因為: 

~ 人們在使用古柯鹼時, 經常會有較多的性行為, 而且會忘記使用保險

套,或忘記要求性伴侶使用保險套。 

~ 有些人進行性交易以換取古柯鹼或購買古柯鹼的錢,這意味着這些人

有較多的不安全性行為。 

~ 通常人們在使用古柯鹼和可卡因後,較難達到性高朝;這使得性交的過

程延長並增加皮膚擦傷的機會,這會導致血液的交換和 HIV,HBC, 

HCV, STDs 的傳播。 

 若您是古柯鹼和可卡因的使用者,您可以藉由戒掉藥物降低您感染

HIV,HBC, HCV, STDs的機會。 

若您無法戒掉藥物,請務必使用保險套,或要求性伴侶使用保險套。 

 
Card 11 

 26



關於男性保險套 

 在進行性行為時全程使用保險套可以避免一些因性行為而傳染的病毒

(包括 HIV, HBV, HCV , 和其他 STDs) 的散佈。 

 若保險套的材質為羔羊皮,綿羊皮,和其他天然物質, 是無法保護您避免

得到HIV, HBV, HCV , 和其他 STDs; 請您務必使用乳膠材質的保險套。 

 若您在進行性行為時會使用到潤滑劑,請用水溶性的潤滑劑,不可使用酯

溶性的潤滑劑。 

 經由性行為傳染的疾病經常會引起生殖器的病變或疼痛;當這種情形發

生時,您會更容易被 HIV, HBV 或 HCV 感染; 保險套能降低您生殖器

病變或疼痛的風險。 

 保護您避免得到 AIDS, B型肝炎, C型肝炎最好的方式就是使用乳膠材

質的保險套。 

 殺精劑無法殺死 HIV, HBV, HCV; 因此殺精劑不能替代保險套。 

 
Card 12 

如何告訴您的性伴侶關於安全的性 

 儘可能學習HIV, HBV, HCV和其他 STDs的知識有助於您和您的性伴侶

談論您的性伴侶關於安全的性什麼是安全的性。 

 決定何時談論較恰當;在進行性行為前或您感到亢奮時都不適合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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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在您自己心中決定好,在進行性行為,什麼是您要的, 什麼是您不要

的。 

 要給您的性伴侶時間去思考您所說的。不要急。 

 注意您的性伴侶是否了解您所說的。必要時放慢速度。 

 和您的性伴侶討論某些可能不會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情況，譬如飲酒或瞌

藥後; 試著決定在這些情況下應該怎麼做才可以降低感染 HIV, HBV, 

HCV的風險。 

 若您的性伴侶不想進行安全性行為,問您自己是否您真的想和這樣的人

有性關係;當飲酒或瞌藥後,要提醒自己使用保險套。 

 當您和您的性伴侶談論安全性行為,包括使用保險套, 若您的性伴侶生

氣或有威脅您的行為,請向防暴機構尋求協助。 

 
Card13 

參與藥癮治療的好處 

治療藥癮的好處如下所述: 

 改變您的生活,增強體能,降低您感染 HIV, HBV, HCV 的機會。 

 提供您和家人相關問題的諮商。 

 幫助您面對問題,建立希望,而非放棄。 

 
Car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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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的檢驗 

 HIV 的檢驗(血液檢驗) 是偵測人體内因愛滋病毒(HIV)感染而產生的

抗體。 

 檢驗的結果若為 ”陽性”,表示您已被愛滋病毒(HIV)感染,並能將此病毒

傳染給其他人。 

 檢驗的結果若為 ”陰性”,表示您可能尚未被愛滋病毒(HIV)感染; 人體

被愛滋病毒 (HIV) 感染後, 並非馬上產生抗體, 人體需要一段時間的

反應才能產生抗體, 這段等待抗體產生的時間稱 ”空窗期” 。 

 若您在 ”空窗期” 做 HIV 的檢驗,您檢驗的結果可能為 ”陰性”,但實際

上您體內已有愛滋病毒(HIV)存在 ; ”空窗期”平均為 3週, 最安全的方

式是您 6 個月後再做一次 HIV 的檢驗, 以確認您並未被愛滋病毒 

(HIV) 感染。 

( 在等待下一次檢驗的時候, 若您要進行性行為,請務必使用乳膠材質

的保險套;若您有使用針頭注射藥品, 請務必使用乾淨的針頭, 不要和

別人共用 

    任何注射藥品時會使用到的器具,如容器,棉花或水。) 

 我們建議您做 HIV 的檢驗並學習相關知識有以下 2 個主要的原因: 

(1) 愛滋病毒 (HIV) 感染是有藥物可以治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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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可以採取對您本身,您的家人,朋友及社區最有利的因應方式。 

 
Card 15  

B型肝炎病毒(HBV)和肝功能的檢驗 

 B型肝炎病毒(HBV)的初步檢驗是偵測人體内因感染 B型肝炎病毒

(HBV)而產生的抗體。 

 檢驗的結果若為 ”陽性”,表示您曾經被B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必需進

行第 2階段的檢驗以確認您目前是否仍被 B型肝炎病毒(HBV)感染, 而

且會將此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第 2階段的檢驗結果若為 ”陽性”, 醫生就必需為您安排更多肝功能的

檢查。 

 B型肝炎病毒(HBV)的初步檢驗結果若為 ”陰性”, 您必需進行另一種

檢查  看看您是否對 B型肝炎病毒(HBV)免疫,若檢驗結果為 ”陰性”,

您可以施打 

B型肝炎病毒 (HBV)的疫苗。 

 
Card 16  

C型肝炎病毒(HCV)的檢驗 

 C型肝炎病毒(HCV)的檢驗是偵測人體内因感染 C型肝炎病毒(HCV)而

產生的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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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驗的結果若為 ”陽性”,表示您已被C型肝炎病毒(HBV)感染,您可以進

一步做病毒量及基因型的檢查。 

 C型肝炎病毒(HCV)的檢驗無法區別是急性或慢性的感染。 

 目前尚無 C型肝炎病毒 (HCV)的疫苗。 

 
Card 17 

若您感染了人類免疫不全病毒(HIV), B型肝炎病毒(HBV) ,或 C型肝炎病毒

(HCV),該怎麼辦? 

 儘早接受藥物治療。 

 您有可能因感染其他病毒而生病;儘可能降低您感染其他病毒的機會。 

 若您為B型肝炎病毒(HBV) 或C型肝炎病毒(HCV) 的帶原者,您有較大

的機率罹患肝硬化和肝癌。 

 目前尚無藥物可以治療 B型肝炎病毒(HBV) 或 C型肝炎病毒(HCV) 的

感染; 尚未感染 B型肝炎病毒(HBV)的人可以施打 B型肝炎病毒(HBV)

疫苗。 

 以下的方法可以幫您保持建康,對抗疾病: 

(1) 停止或降低藥癮。 

(2) 停止或降低酒癮。 

(3) 吃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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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適當的休習和運動。 

(5) 正向思考: 考慮加入支持團體。 

(6) 按時服用預防藥物。 

 
 

 

 
Card 18  

HIV 檢驗結果為 ”陰性”的意義 

 HIV檢驗的結果若為 ”陰性”,表示您的血液中尚未發現對抗愛滋病毒

(HIV)的抗體。 

 被愛滋病毒 (HIV) 感染的人, HIV檢驗的結果亦有可能為 ”陰性”; 當

被感染者產生的抗體量不足, 無法被偵測到時,這種情形就有可能發生。  

 通常在感染後 2週 到 6 個月, 被感染者可以產生足夠被偵測到的抗體

量。 

 若您在過去 6個月有任何可能感染 HIV 的危險行為,請您在進行危險

行為 6 個月後再做一次 HIV 的檢驗, 以確認您是否被愛滋病毒 (HIV) 

感染。 

( 在等待下一次檢驗的時候, 若您要進行性行為,請務必使用乳膠材質

的保險套;若您有使用針頭注射藥品, 請務必使用乾淨的針頭, 不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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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共用 

    任何注射藥品時會使用到的器具,如容器,棉花或水。) 

 若您有進行任何可能感染 HIV 的危險行為,請不要捐血或賣血。 

 
Card 19  

HIV 檢驗結果為 ”陽性” 的意義 

 HIV檢驗的結果若為 ”陽性”,表示您已被愛滋病毒(HIV)感染,並能將此

病毒傳染給其他人。 

 感染愛滋病毒(HIV)不一定會有 AIDS 的症狀，這些症狀也許在 5~ 10 

年內都不會出現。 

 感染者的性伴侶或子女也許也已經被感染。 

 若您為感染者, 請不要捐血或賣血。 

 若您為感染者, 請您尋求並接受藥物治療。 

 若您為女性，並感染了愛滋病毒(HIV),您可能在懷孕或哺乳的過程中將

病毒傳給小孩; 不過, 若嬰幼兒感染了愛滋病毒(HIV), 目前已有治療

的藥物。 

 懷孕的感染者若能及早使用藥物治療,也許可以避免愛滋病毒(HIV)經

由母親傳給胎兒。 

 若您為感染者,請您在進行性行為時(包括: 口交與肛交),千萬不要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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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體液的交換, 並務必使用乳膠材質的保險套。 

 
Card 20  

HBV 或 HCV 檢驗結果為 ”陰性”的意義 

 HBV 或 HCV檢驗的結果若為 ”陰性”,表示您的血液中尚未發現對抗

HBV 或 HCV的抗體。 

 被 HBV 或 HCV感染的人, HBV 或 HCV檢驗的結果亦有可能為 ”陰

性”; 當被感染者被感染的時間很短,產生的抗體量不足,以至於無法被

偵測到時,這種情形就有可能發生。  

 若您有任何危險行為讓您可能感染 HBV 或 HCV, 請在進行危險行為

的 6 個月後再做一次 HBV 或 HCV 檢驗, 以確認您是否被 HBV 或 

HCV感染。 

 
Card 21  

HBV 或 HCV 檢驗結果為 ”陽性”的意義 

 HBV 或 HCV檢驗的結果若為 ”陽性”,表示對抗HBV 或 HCV的抗體

存在您的血液中;但是這個檢驗結果並不能告訴您是否病毒已損壞您的

肝臟,或是病毒現在正在傷害您的肝臟 , 請您一定要進行更多肝功能的

檢查以確認您的肝臟被損壞的程度,並進一步瞭解您是否需要治療。 

 HBV 或 HCV的檢驗結果若為 ”陽性”, 表示您已被 HBV 或 HCV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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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並能將此病毒經由 血液,精液,陰道分泌物, 唾液,汗水,眼淚,尿液傳

染給其他人。 

 HBV 或 HCV的檢驗結果呈現”陽性” 的人，並不一定會表現出肝病的

症狀,如:皮膚和眼睛的黃膽, 疲倦, 和一些像感冒的症狀。 

 若您的 HBV 或 HCV檢驗結果為 ”陽性”, 請您不要捐血或賣血,也不

要捐贈器官。 

 若您為女性,且 HBV 或 HCV的檢驗結果呈現”陽性”,您可能在懷孕的

過程中將病毒傳給小孩。 

 HBV 或 HCV的檢驗結果呈現”陽性” 的人，其性伴侶或子女也許也已

經被感染。他們應該也要做 HBV 或 HCV 的檢驗, 若其尚未被 HBV 

感染,應該要施打 HBV 疫苗。目前還沒有 HCV 的疫苗。 

 HBV 或 HCV的檢驗結果呈現”陽性” 的人，應定時就醫進行各項肝功

能的檢查。 

 
Card 22 

如何減緩或避免嚴重肝病的侵襲 

 請醫師幫您安排詳細的檢查以確定您目前是否需要治療。通常醫師會幫

您安排抽血檢查看看是否 HBV 或 HCV正在傷害您的肝臟,有時候也

會進行其他檢查項目以確認您的肝臟被損壞的程度。 

 35



 36

 不要喝酒。不喝酒的感染者中,大約只有 12 % 的人在 20年內會有肝硬

化的現象;而大量飲酒的感染者中,則有高達 58%的人在 20年內會有肝

硬化的現象。 

 
Card 23 

降低被感染風險的諮商 

性伴侶及共用關於藥物同伴的告知 

 HIV 檢驗前/後的教育和降低被感染風險的諮商有以下的功能 : 

~提供藥癮者瞭解自己是否感染 HIV, HBV 或 HCV 的機會,並進一步

瞭解自己被感染的風險。 

~諮商者可以提供最新的知識和技能幫助藥癮者降低被感染的風險,並

阻止藥癮者將 HIV, HBV 或 HCV傳染給其他人。 

~對於 HIV, HBV 或 HCV檢驗結果為陽性的人,他們能有機會告知其性

伴侶及共用藥物的同伴關於被感染的風險,和做檢查的重要性。 

 HIV, HBV 或 HCV檢驗結果為陽性的人,可以請求外展服務( outreach 

service) 計畫的工作人員接觸其性伴侶及共用藥物的同伴,協助告知關

於被感染的風險。 

 一般而言,沒有經過被感染者的同意,工作人員不會將被感染者的情況告

知其性伴侶及共用藥物的同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