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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關鍵詞：愛滋病教材發展；女性；毒品犯 

本研究目的是利用面對面訪談法探討女性毒品戒治人對愛滋所持有的

相關態度、信念、危險行為與覺知到的愛滋教育需求。研究進行前則先請

女子監獄行政人員排除精神狀況不佳以致無法訪談者，然後對適合之女戒

治人說明研究目的，願意參與研究訪談並簽署同意書者才納入研究對象。 

總共收取10位受訪者，當詢問到愛滋相關知識，她們對於愛滋傳染途

徑有足夠的知識，然而，她們也同時有著對傳染途徑錯誤的認識，例如：

愛滋病毒會經由蚊子叮咬或在公共游泳池中傳染。大部分的受訪者也表示

自己不可能、也不會感染愛滋病。 

當詢問受訪者未來如果有性交行為時，願不願意使用保險套，受訪者

大多表示她們未來不會使用保險套，主要有三個理由：1. 認為使用保險套

表示對伴侶的不信任、2. 會降低性刺激的享受、及3. 不知如何與伴侶溝

通，或何時為正確的保險套使用時機。關於愛滋篩檢的相關議題，大部分

的受訪者對愛滋匿名篩檢的保護並沒有信心，並不相信會受到保密，同時

也不知道何處有免費的愛滋篩檢。 

受訪者自覺愛滋感染的社會污名化程度情形相當嚴重。受訪者認為最

有可能感染愛滋的群體為同性戀或”糖果妹”。她們對於愛滋的社會烙印

 2



相當在意，因此寧願選擇得到癌症也不願感染愛滋病毒。如果真的不幸感

染愛滋病，有相當多受訪者表示會選擇自殺的方式了結生命，主要是因為

愧對她們的家人。 

總而言之，女性毒品犯對於有關愛滋的傳染途徑、保險套使用與伴侶

間的信任和溝通、社會的污名與愛滋匿名篩檢的保密性仍然不解或是存有

許多疑問，這些問題是女毒品犯現在對於愛滋的教育需求。這些發現對於

設計女性毒品犯之愛滋介入教案實有相當的幫助，同時也可提供擬定政策

者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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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文摘要 

Keyword：AIDS Prevention Curriculum；Female；Drug-Abusing Prisoners； 

This study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attitudes, belief, risk behavior and 

perceived needs of HIV/AIDS education of female drug-abused prisoners. 

Before the study, we excluded the female drug-abused prisoners with poor 

mental health and the other were asked to consent to participant after informed 

purposes of this study.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via face to face interview with 

ten prisoner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ey had adequate knowledge of routes of infection 

HIV, but hold several misconceptions, such as mosquito bites or swimming in 

the pool with infected persons. The majority of participants didn’t believe to 

they were susceptible to HIV/AIDS, and also showed unwilling to regularly use 

condoms while having sexual behavior in the future. There were three major 

reasons: 

1. Perceived association between condom use and trust in partner. 

2. Sensation reduction. 

3. Do not know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partners and when to put condom 

on. 

Most participants had no confidence in the confidentiality of taking HIV 

screening, and do not know where to take free HIV screening. The prisoners felt 

the stigma of AIDS was pervasive. They thought that homosexuality and “sugar 

girls” were the high-risk groups infected HIV. They cared about discrimination 

and stigmatization of HIV/AIDS and would rather get cancer than infect HIV. If 

they did infect HIV, they would choose to suicide because they were asham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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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family. 

In conclusion, female drug-abusing prisoners still have ques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 about the routes of infection of HIV, condom use, trust in 

partners, stigmatization of AIDS and confidentiality of HIV screening. These are 

what female drug-abused prisoners need in HIV/AIDS education. This finding is 

helpful to develop HIV/AIDS education programs and to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for policy-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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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言 

愛滋病在目前眾多傳染病中是極具威脅性、令大眾聞之色變的疾病，

其蔓延之迅速已造成全世界的恐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估計，至西元2000

年底，全世界約有3610萬人感染愛滋病病毒，其中在2000年當中，新增

感染者約有530萬人(WHO， 2001)。除此之外，至2000年底，約已有2180

萬人因愛滋病死亡，再2000年度中就有300萬人死於愛滋病 (WHO， 

2001) 。台灣自民國75年發現第一例愛滋病毒感染者，至90年3月的3,335

名感染者，感染率有逐年上升的趨勢 (疾病管制局，民90) 。每年新增感

染人數明顯地逐年上升，而民國82年到88年，愛滋病感染率之成長率平

均每年為23%（疾病管制局，民89）。這些統計數字令我們體會到，愛滋病

已對人類生態造成相當的威脅，是我們無法忽視的問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目前女性佔全球愛滋病感染總數的45%，高

於男性與兒童所佔的感染比例（UNAIDS，2000
a
），顯示女性是不可忽視的愛

滋病防治對象。在台灣，根據一份研究（李思賢、民90）發現女性海洛英

濫用者約有24﹪在過去一年中有共用針頭行為，有14﹪的研究參與者承認

有性交易，發生性交行為時84﹪沒有使用保險套，也就是說，此特殊族群

確實有愛滋高危險行為。依據疾病管制局（CDC, 90）的資料，監所收容人

員（包括所有在監受刑人以及毒品犯）的檢體呈陽性反應的比例為捐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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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篩檢的六倍。 

在愛滋病的傳染途徑中除了性行為，靜脈注射藥物為第二主要的傳染

因素，但是經由注射行為而感染愛滋病的效力是比經由性行為傳染而強的

許多(WHO，2001; WHO，1998; UNAIDS，1999)。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兩千年

的報告指更出在許多高收入的國家，HIV的感染多集中在靜脈注射藥癮者和

男同性戀者 (WHO，2001)。靜脈注射藥癮者再注射毒品時通常是彼此共用

針射器具而愛滋病病毒通常會急速的在此族群中散播開來，例如在印度的

東北部曼尼普爾，經由靜脈注射藥物感染HIV的盛行率從原本的零在四年

內急速的上升超過至百分之七十。在許多國家例如中國、馬來西亞、烏克

蘭、越南、俄羅斯、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HIV

感染者是靜脈注射藥物者(WHO，2001; WHO，1998)。除此之外，靜脈注射

藥癮者受要感染愛滋病的威脅不單單透過注射器具，她們的性伴侶也是主

要因素(WHO，2001)。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兩千年的報告指出在中國的大部分

地區及部分的印度及緬甸地區，大部分的婦女是透過與靜脈注射毒癮者的

性行為而感染愛滋病的，在巴西，百分之83的靜脈注射毒癮者表示與固定

伴侶發生性行為時不會使用保險套並且百分之63的人表示與非固定性伴侶

發生性行為時從未使用保險套。而且當靜脈注射毒癮者利用賣淫去換取毒

品時，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潛在危險又會更加的提高且不可預測因為賣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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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注射毒品的行為是很難去以數量表示，例如在阿根廷、巴西、加拿大，

超過三分之一的靜脈注射毒癮者至少有一次去賣淫為了換取毒品。此外，

靜脈注射毒癮者也促使愛滋病病毒的母子傳染原因之一，在烏拉圭百分之

40的愛滋寶寶的媽媽是靜脈注射毒癮者(WHO，2001)。 

在藥癮族群中，女性毒品犯，又稱女戒治人，是值得關切的弱勢群體，

其原因有三。首先，目前在台灣的用藥族群中，女性佔用藥人口總數的一

成五，毒品罪佔女性犯罪的17.7%，為女性犯罪排名第二位（法務部，民

88），由此可見女性藥癮問題逐漸成為台灣的衛生及醫療的潛在問題。第

二，有許多研究顯示，女性戒治人的成癮原因、身心影響、適當戒治模式、

再犯因素等方面都有別於男性（Davis et al，1996）；同時女性藥癮患者

面臨了雙重致命打擊（double whammy），此雙重致命打擊是指身為女性所

遭遇之角色功能的刻板印象與不平等的社會待遇，以及身為藥癮患者所面

對的問題（Davis et al，1996）；因此，女性藥癮問題需要特殊的了解與

處置。第三，過去的研究發現女性藥癮患者的特殊危險行為具高度愛滋病

感染風險，包括擁有靜脈注射藥物的性伴侶、共用針頭、未保護的性行為、

為藥物或金錢而性交易等等（Weissman et al，1995；Freemanet al，1994；

Grella et al，1997）。毋庸置疑地，女性藥癮患者應該成為愛滋病防治的

重點對象之一。由以上研究結果與結論可知，女性藥癮患者不但是亟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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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的弱勢群體，其危險行為更是值得關切的議題，對於愛滋病防治與衛生

政策具有莫大的意義。 

由於目前尚無為發展出有效治療愛滋病的藥物，也尚未研發出可有效

預防愛滋感染的疫苗（莊哲彥，民87；衛生署，民87），因此過去十年來

利用行為與教育介入計畫來幫助愛滋感染危險族群是當前主要的預防途

徑。愛滋教育與行為介入計畫在過去幾年已被應用於在學青少年、男同性

戀者、性工作者、及男性毒品使用者。然而，女性毒品使用者並未受到注

意，因此，經過收尋國內外期刊資料庫後，並未能找到任何文獻記載關於

女戒治人或女性毒品犯的愛滋相關介入計畫。 

就我們所知，國內目前並無女性毒品犯的相關研究報告，唯一正在進

行的研究是李思賢（疾病管制局，2001）目前正針對台灣女性戒治所內之

女性毒品犯進行愛滋病篩檢意向的研究，根據李思賢的初步研究結果，台

灣目前在監的女性毒品犯（已判刑）約有1200名，其中因使用海洛英被起

訴者超過500名。就有效樣本1185人中，被逮捕前半年有性交行為者中，

只有10%的女戒治人有使用保險套，然而擁有多重性伴侶者卻高達30%。同

時，因濫用海洛英被起訴的女戒治人，有超過50%自我陳述曾經與他人共用

過針頭。依據以上所得的資料與結果，顯示出台灣的女性藥物濫用者仍保

有愛滋感染的高危險行為，如何由衛生單位進行愛滋病行為及教育介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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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迫在眉睫。 

國外文獻指出，擁有靜脈注射的性伴侶或是女性自己本身注射藥物都

是愛滋感染比率高的原因（Ross et al., 1992）。雖然在每一次的性交行

為中使用保險套、避免與別人共用針頭注射藥物皆為保護女性感染愛滋病

毒的有效行為方式，研究卻指出非常少數的女毒品濫用者真的有安全的行

為型態（Chitwood and Comerford, 1990; Diaz et al., 1994）。對於實

施安全的行為障礙，第一個必須考慮的因素就是知識的不足所造成的忽

略。也就是說，對於愛滋病的知識越高，有安全行為的可能性越高（White 

et al., 1994）。但是在其他的研究中也發現，有知識為基礎是必要的，但

是擁有愛滋相關知識卻不一定有安全的行為型態出現。文化的養成中，女

性行為的信念與態度也是決定安全的行為是否會出現的決定因子。Barbosa

與同事（1996）探索性別意義對異性戀女性執行安全性行為的影響，他們

採質性研究法，以焦點團體及深度訪談方式，針對巴西25至35歲的婦女

了解其性別意義、態度與執行安全性行為情形；其研究發現，關於愛與婚

姻的社會文化信念與性別意義形成了女性發展某些自我保護行為的限制，

例如在穩定婚姻狀態下，使用保險套預防性病或愛滋病被視為不必要的作

為，其他如減少性伴侶、改變性行為形態亦被視同如此 

國外文獻中，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兩千年的報告指出有些國家有針對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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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注射藥癮者設計有效的愛滋病預防工作，例如，在Belarus，一個愛滋病

預防計劃是利用教導安全的注射、安全的性以及提供乾淨的注射器去引導

靜脈注射藥癮者有較安全的行為，而在計劃執行兩年後，共用針頭的比例

從百分之92下降至百分之35並且再次使用靜脈注射毒品的人會清潔其注

射器的提升了約百分之40。此計劃也包含了分發保險套給已感染的靜脈注

射毒癮者以避免經由性行為把愛滋病病毒傳染給他們的性伴侶，而這個愛

滋病預防計劃再執行後的第二年估計，至少避免了超過2000的愛滋病感染

病例。但這些相關的愛滋病預防計劃基於經費及政治等因素的影響，目前

多處於開始或正在執行的階段(WHO，2000；WHO， 2001a)。因此發展為靜

脈注射毒癮者的愛滋病預防工作例如藥物使用的初級預防(primary 

prevention of drug use)、愛滋病的教育等，可視為目前愛滋病預防工作

的重要項目(WHO，2001)。 

有越來越多的文獻及研究針對愛滋預防教育與介入進行評估，其中也有

針對藥物濫用者所規劃的介入教育，評估的結果也多能產生中等的效果，

也就是提高的相當比例的研究對象採行較安全的行為方式（Baker et al., 

1993; Stephens et al, 1991）。然而在這些以藥物濫用者所設計的預防教

育，大多以男性為主要對象，針對女性的需求設計的相當罕見（Barbara et 

al, 2000）。針對在監女性毒品犯所設計的愛滋教育防治更是稀少或根本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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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此，女性戒治人（毒品犯）可以說是疾病與衛生相關單位必須盡快

提供預防教育介入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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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材料與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理論架構、步驟、及採取之分析方式，敘述

如下：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將使用質性與量性研究方法進行，第一階段旨在了解

女性毒品犯愛滋衛教需求，以「需求評估」研究作為建立愛滋衛教內

容的基礎。研究者在訪談前不預設理論架構與假設，以免影響資料之

收集與分析，對於愛滋之認定將以世界衛生組織的定義為標準，收集

的資料再以言詞分析法（Narrative Analysis）進行分析，以了解女

性戒至犯對愛滋的關注內容與衛教需求。 

  在量性研究設計方面，根據質性研究結果與相關理論發展女性

毒品犯愛滋衛教需求評估量表，再以Delphi Study彙總專家意見，根

據第一階段之衛教發展策略進行愛滋教案之發展、設計、與製作。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隨機抽樣10名女戒治人，進行愛滋教育需求衡鑑。進行研

究之前，研究小組發函法務部，請求發函女性戒治所，且所內編置有

心理學系所畢業之合格心理師一名以上，並可提供投影及錄放影設備

之戒治所，參與本研究案。經過一一聯絡，考量各回函戒治所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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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意願，最後立意選取桃園戒治所作為研究機構。 

在收樣機構中，凡因使用藥物而進入女性戒治所，年滿十八歲且身

心狀態可配合回答問卷題目者，將為本研究收案對象。為了配合研究有

效樣本數量的標準，及時間與人力的考量，預計將於以上處所選取受訪

者。 

（三）理論架構與教學活動設計 

本研究的理論架構將以健康信念模式、社會認知學習理論、及行

為改變歷程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Prochasca & 

DiClemente, 1992）為主要研究架構。健康信念模式將探討研究對象

對於愛滋易感性、疾病嚴重程度、與對保險套的看法。社會認知學習

理論將著重在訓練研究對象的行為技巧與自我效能的建立。TTM是認為

人行為改變的過程應分為五個階段；1.沉思前期：尚無意願改變、2.

沉思期：意識到此行為所產生的健康問題、3.準備期：將危險意識轉

為行為改變的意圖、4.行動期：進行行為改變、及 5.維持期：維持此

行為改變。上述之心理行為理論在美國已被大量的應用於各種健康行

為的改變，其中有關保險套使用與成引行為改變也有相當的文獻顯示

依據心理行為理論所發展出的介入能產生顯著的行為改變。因此，使

用心理行為理論作為本計畫的理論架構不僅可以在本研究第一階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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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在監女性是否有意願改變行為或行為改變的狀態為何，也能作為

在第二階段中發展愛滋介入教材的中心架構。 

本研究乃根據研究目的及參考理論發展愛滋病介入教育之教學活

動，共計6單元9小時的課程，分2週於戒治人之心理輔導期中實施，

由戒治機構之心理師擔任教學。 

本研究之教學活動於單元一、二中以「Increasing information 

about self and problem(增加自我概念與問題的了解)」為主，引導

女 戒 治 人 探 索 自 我 、 思 考 自 我 的 危 險 行 為 為 何 ， 並 以

「Self-reevaluation(自我再評估)」為輔，建立女戒治人對愛滋病的

健康態度，及對其行為後果有正向的評價。 

單元三、四則以「Stimulus Control（外在刺激的控制）」進行行

為訓練，使女戒治人了解如何避免高危險情境，例如自己隨身準備乾

淨的針頭，及學習如何拒絕危險性行為；並抉擇是否在同儕壓力下，

提昇自覺利益並降低自覺阻力，加強女戒治人從事安全行為的行動力

(actions)。 

單元五、六著重於「actions(採取行動)」及「changes(改變行

為)」，旨在透過「真實生活情境的經驗」連結「實用的技巧」，在「充

滿信心」與「自覺可行」的自信心中，女戒治人願意出現嘗試安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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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safer behavior)；並藉由教學中「行為預演」的學習與糾正，將

新經驗轉變為成功的經驗，並促使其於日常生活中實踐。 

（四）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依據研究架構而發展，可分為需求衡鑑與過程評量工

具工具，分述如下： 

1.需求衡鑑問卷：本研究將依據文獻及專家的建議設計一份質性

的深度訪談大綱，因為毒品使用者注意力集中的時間無法過長，依據

本研究之研究群經驗，整份問卷將以質性面對面訪談為主。由於考慮

研究對象的身份特殊，並基於隱私權的維護，本問卷採不記名之作答

方式。 

2. 過程評量工具：本研究採用女戒治人與授課教師分別填寫的過

程評量表，以進行對介入過程之影響評估。 

(1)女戒治人過程評量表：此為半開放的問卷設計，內容包括對每一單

元之教學方法、教學內容、教學過程是否能達到教學目標、整體感受、

建議事項。 

(2)教師過程評量表：此為開放式之問卷設計，內容包括對每一單元之

目標達成率、教學進行氣氛、教室管理、教學活動進行方式與互動過

程、一般建議事項等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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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質性資料之成效評量工具：包括女戒治人學習紀錄簿、技能學習及

行為表現之錄影帶紀錄、觀察員隨堂觀察紀錄表等。 

（五）研究步驟與資料分析 

 1.研究步驟 

(1) 行政聯繫：選定女性戒治所、徵求同意、協調問卷調查、實驗教

學等事宜。 

(2) 文獻收集與探討、設計愛滋需求衡鑑與施測。 

(3) 設計教學活動：由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擔任實驗教學課程設計，

在研究諮詢專家的指導下，配合戒治所心理師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設

計單元教案。 

(4)研究工具編製：研究諮詢專家及研究參與人員共同討論、研擬研究

工具，並經信度、效度處理及預試後修正。 

(5)資料整理與分析，撰寫報告。 

（六）預測與研究品質控制： 

有關施測與資料收集方面，本研究將採用標準化的資料收

集過程來確定資料的品質。標準化的資料收集程序將包括訪談

人員的訓練、資料收集的確認、資料輸入電腦的步驟與輸入錯

誤的檢查、資料輸入對照本（codebook）等等。每一份問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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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要求訪員確認受試者回答所有的問題，避免任何的遺失資

料。若有不可避免的資料遺失或空白，本研究將邀請研究方法

學的專家進行諮詢與處理。 

 

（七）受試者之保護： 

    本研究將採用嚴格的研究道德標準來保護受試者，進行研究前

將仔細評估受試者的精神狀態，並且在精神良好的前提下簽署研究

同意書，本研究才會進行研究訪談、愛滋教育介入。在研究過程中，

如果受試者有非預期的狀況發生，如精神狀態急速轉壞，本研究將

請精神科醫師將儘速介入處理，避免任何研究人員及受試者可能造

成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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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果與討論 

第一部份、以質性方法探討女性毒品使用者之愛滋防治教育需求 

本研究目的是利用質性訪談法探討女性毒品戒治人對愛滋所持有的相

關態度、信念與危險行為。研究進行前則先請女子監獄行政人員排除精神

狀況不佳者，然後對女戒治人說明研究，願意簽署同意書者才納入研究對

象。 

總共有10位受訪者，她們在愛滋傳染途徑方面有足夠的知識，然而也

同時有著對愛滋傳染途徑錯誤的迷思，例如：愛滋病毒會經由蚊子叮咬或

在公共游泳池中傳染。大部分的受訪者也表示自己不可能也不會感染愛滋

病。 

當詢問受訪者未來如果有性交行為時，願不願意使用保險套，大部分

的受訪者表示她們未來不會『持續地』使用保險套。主要有三個理由：認

為保險套使用牽涉到對伴侶的不信任、生理刺激的享受減少、及不知如何

與伴侶溝通或何時為正確的使用時機。當詢問關於愛滋篩檢的相關議題，

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愛滋匿名篩檢並沒有信心，也不知何處有免費的愛滋篩

檢。 

愛滋感染的社會污名化程度情形相當嚴重。受訪者認為最有可能感染

愛滋的群體為同性戀或”糖果妹”。她們寧願選擇得到癌症也不願感染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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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毒。如果不幸感染愛滋病，有相當多受訪者表示會選擇自殺的方式了

結生命，主要是因為愧對她們的家人。 

女性毒品犯對於有關愛滋的傳染途徑、保險套使用與伴侶間的信任、

社會的污名與愛滋匿名篩檢的保護程度仍然存有許多疑問。這些發現對於

設計女性毒品犯之愛滋介入教案實有相當的幫助，同時也可提供擬定政策

者的參考。 

 

第二部分、針對需求設計課程 

目前，我們針對女性毒品犯所提到的需求設計了一系列相關的課程，

總計六堂課。此課程總標題：『女人有三寶：知識、溝通、保險套』 

第一堂課『看不見的敵人』，先引起女性毒品犯的學習動機，提升在課

堂中的參與感，同時也教導目前愛滋病的現況與愛滋醫療資源的分享。在

認知層面，要瞭解愛滋病的流行與嚴重性，另外，是要建立團體間的互動

關係，與建立個人感染愛滋的易感性。 

第二堂課『愛滋，妳知多少？』，重點放在愛滋知識與迷思，愛滋病因

為直至目前尚未研發出治療的方法。而且愛滋病演變迅速且複雜，在全世

界各地危險群體難以估計。在台灣的愛滋病病患或者是愛滋病毒（HIV）感

染者本來多限於同性戀者或是血友病患者之間，但1990年代以後異性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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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脈藥癮者流行急速嚴重化。基於罹患愛滋病無法完全根治及帶給大家的

極大威脅，應盡力著重防治工作。因此，針對女性毒品犯，給予正確的愛

滋病觀念、預防方法和錯誤的迷思改進，使他們能確切瞭解，而在平常日

活中能應用預防。 

第三堂課『防制愛滋有一套』，本單元的重點在迷思的消除、預防愛滋

病的方法與保險套的使用，愛滋病會透過許多不同的途徑傳染，尤其是進

行不安全的性行為，或是共用針頭者。本單元的設計在於讓女性學會正確

使用保險套，並藉由活動的設計，破除錯誤的觀念。藉由保險套使用的示

範，以及透過練習來增強女性使用保險套的自我效能，懂得也能夠開口要

求伴侶使用保險套，藉以保護自己。因為大部分的女性較為害羞，也容易

在男性的拒絕下，不敢開口要求，所以此項能力，是女性在明白保險套的

正確使用之後，更需要加強的部分。 

第四堂課『套住性福』，本單元的重點在於保險套的使用、共用針頭的

行為與溝通伴侶觀念的技巧，女性毒品犯在生活情境中，對於保險套的使

用與針頭共用等行為是需要我們去注意的，同時，愛滋的知識與預防不單

單只在個人身上有影響，能夠確實做到安全的預防措施，其性伴侶在個體

的行為表現上也佔了很大的一席之地。因此，希望藉由課程與活動的設計，

讓女性毒品犯能對其伴侶進行有效的溝通，進一步主動與伴侶討論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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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與降低危險行為的方法。 

第五堂課『家中做愛，愛滋不在』，提升自信心與自我效能，藉由活動

中成功的技巧訓練帶動女性毒品犯的成功信心，並進而強化他們的女性自

主性。 

第六堂課，『姊姊妹妹站起來』，整合一至五堂課，針對之前學習的內

容設計一個完整而串連的活動，設計幾個真實生活中會面臨到的困境，從

面對問題、選擇應對的方式與技巧到成功的達到要求，從學習知識到提升

溝通能力與自信心做一個整合，強化他們的女性自主性，讓學員在課程結

束之後還能保持一個較高的自我效能，主動的學習其他想知道的愛滋相關

知識。 

 

 22



六、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為了增進對台灣地區女性毒品使用者關於愛滋防治教育

需求的瞭解。依據訪談資料顯示下列幾項結果：1. 發現女性毒品使用者對

愛滋傳染途徑有相當正確的認識，美中不足的是，受訪者對於非傳染途徑

有錯誤的認識。因此，未來愛滋教育介入必須針對愛滋非傳染途徑部份進

行宣導。2. 女毒品犯的愛滋易感性低。3. 女毒品犯對於愛滋篩檢資源欠

缺瞭解、對於篩檢保密性持懷疑態度。4. 女毒品犯擁有高危險行為，保險

套使用率低。無法使用保險套的原因為破壞信任、不知如何溝通、降低性

刺激及伴侶不喜歡使用。5. 女毒品犯缺乏自信，容易受傳統社會觀念所束

縛，因而缺乏自身健康的關懷。 

監所中對女性毒品犯進行的衛教是強制性的，所有人都必須要參加的。

因此，在訪談過程中確實發現女毒品犯只對愛滋傳染途徑有足夠的認識，

雖然如此，衛教仍是必須且對其有益的。她們自述從上課獲得了許多以前

從未知道的資訊。這與Mlinowsaka-Sempruch（2002）在前蘇聯、中歐及東

歐地區的監所中所進行的愛滋防治教育評估的研究結果一致。因此，在監

所中的衛生健康教育是一個對受刑人提供正確健康資訊的良好管道。但

是，受訪者對目前愛滋教育內容仍不夠滿意。她們表示雖然知道愛滋是如

何傳染的，但她們感染了愛滋卻不知道該怎麼辦？換句話說，對毒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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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適當的愛滋防治教育不應只著重在傳染途徑上，也應該對愛滋資訊有更

完整的教材設計。 

對於愛滋的危險行為，本研究發現與之前的文獻相同，結果顯示出在毒

品使用者中為了金錢或毒品而進行性交易是普遍的現象（Loxley et al, 

1998; Rhode et al, 1998; Iguchi, 2001），也認為藥物成癮對於全世界

愛滋感染的蔓延佔有嚴重的影響，因為共用針頭或與愛滋感染者發生不安

全的性交行為。”糖果妹”在台灣社會是可以常發現的現象。雖然台灣整

個毒品使用者族群並未適當的推估出來，但事實上，她們是處在愛滋感染

不可忽略的危險中。女性毒品使用者需要被鼓勵為其自己的健康多加關心

與負責。有效的愛滋防治策略不應該只注重生物醫學的觀點，應該以高危

險族群的觀點為基礎（Holland & Mossialos, 1999）。因此，愛滋防治活

動需要確保健康專業人員能接觸如”糖果妹”、毒品使用者與出獄後想要

再度嘗試的族群。後續研究的方向可以針對高易感性群體進行愛滋防治的

探討。 

透過異性戀性行為而傳染的愛滋病，部份可以歸因於多重性伴侶行為，

同時被認為使愛滋蔓延的重要催化因素（Prybylski & Alto, 1999）。除此

之外，藥物使用可能增加不安全性行為的機會。由Spina與Tirelli（1999）

對義大利102位女性性工作者所做的研究發現，性工作者若同時是毒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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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時，在進行性交易時不會使用保險套。在台灣地區，由陳宜民等人

（1997）對北部139位性工作者所做的研究發現，25%的研究對象有使用過

鎮靜劑、安眠藥與靜脈注射藥物。藥物的濫用可能會造成警覺性的降低，

導致不安全性行為的發生。然而，在台灣性工作者與毒品使用者都是見不

得光的，平時隱藏在地下；因此，健康促進專業人員也很難能與此愛滋危

險族群接觸（CDC, 2002; Pattern et al, 2000）。 

大部分的受訪者有參加愛滋篩檢的動機。這結果並不令人驚訝，由

Cotton-Oldenburg等人（1999）所做的研究發現，北卡羅納州的805位在

監女性中有71%的人願意參加愛滋匿名篩檢，曾經有過為了金錢或藥物而從

事性交易與本身是毒品使用著的人更傾向願意參加愛滋篩檢。願意參加的

理由是她們覺得自己是愛滋高危險族群，懷疑自己可能在藥物使用的過程

中遭受感染等。然而，儘管在台灣愛滋篩檢是免費的，許多受訪者認為她

們會擔心愛滋篩檢的成本。由李思賢（2001）對1185位女性毒品使用者所

做的研究顯示，不願參加的主要理由是對愛滋的污名化與偏見造成她們不

願參加篩檢。再者，李思賢的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對愛滋篩檢的認識不足

與只有不到二成的人知道醫院的愛滋篩檢是免費和匿名的。另外，由

Spielberg等人（2001）對性病診所的100個性病病人、男同性戀與毒品使

用者，發現這三個群體不參加愛滋篩檢的共同原因是擔心結果呈陽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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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社會的歧視、對保密性有懷疑及擔心保險公司退保。本研究受訪者面談

結果完全一致，女毒品犯描述到保密性不足、擔心被排斥與社會污名都是

不願參加愛滋篩檢的原因。 

社會污名、低易感性與對愛滋的恐懼透過對愛滋正確的知識是可以化解

的。對毒品使用者與性工作者而言，愛滋防治上有許多挑戰，第一，賣淫

與非法的藥物使用是非法的行為，不論在哪兒，都是在地下活動，以致於

健康專業人員很難去接觸這群愛滋高危險族群。第二，這些族群不被社會

所接納，對於衛生人員抱持懷疑的態度。第三，接觸毒品的時間長短、所

處的社會環境、及其弱勢地位都是感染愛滋的重要危險因素。 

對愛滋產生恐懼的主要原因是社會污名的結果、對愛滋的偏見與對愛滋

篩檢保密沒有信心。這些都影響受訪者接受愛滋篩檢的可能性與求醫行

為。因此，未來的愛滋防治教育課程設計應該需要著重在去除愛滋的社會

污名，減少對愛滋的偏見與對高危險族群進行充權充能，能對保護行為有

自信，進而願意接受篩檢或醫療照護服務。 

本研究是小型的質性研究，期望利用訪談的方式收集在監女性毒品使用

者比較深入的資料。研究限制如下：第一，訪談法無法提供量性的資料，

故無法由這未經隨機取樣的研究對象推論至全體母群體。除此之外，研究

者相較於深度訪談，比較無法掌握訪談資料的方向。第二，由於訪談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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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與設置，並非訪談人員可以安排，一切以監所為主，確實對訪談品

質造成影響，例如警衛必須在場，訪談環境是在調查科的隔壁房間，這也

意味者受訪者有可能談話有所保留。然而，這些限制是無法由研究者所能

掌控的。最後，訪談資料不易分析，這是因為每位受訪者的意見必須放在

她所提供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檢視才有意義。 

不過訪談提供了一個能夠針對某項主題深入探討的機會。研究的目的是

希望能探索受訪者關心的愛滋議題與其內心的想法。因此，在質性研究中，

研究者必須清楚瞭解研究中談論議題的嚴謹性，以增加可信度。本研究依

據研究結果，對於後續愛滋防治需求的建議為加強女毒品犯以下之教育：

排除愛滋迷思、增加與性伴侶溝通技巧、保險套使用與正向態度的建立、

自我效能的提升及確切的行為改變策略，整合後整體提升女性自尊與自

信，達到女性毒品使用者的愛滋健康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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