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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有鑒於男性間性行為者為我國愛滋病毒主要感染族群，本研究目的即在

透過培訓愛滋感染者、青少年男同志、大學年輕男同志的意見領袖，建立「safe 

sex」社群規範文化，提升該族群自我健康管理。 

研究目的： 1.培訓愛滋病毒感染者、青少年男同志、大學年輕男同志，

做為倡導健康性行為的意見領袖。2.發展男同志認同與減害介入模式。3. 了

解影響愛滋病毒感染者、年輕男同志無法從事安全性行為的因素。本研究以

行動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輔以質性研究及量性研究分析，  

本研究結果：1.培訓感染者、年輕男同志各 12 名，建立同儕安全性行為

意見領袖介入的模式；2.在烙印身份社群產生意見領袖，頇先克服自我在現

身想像的恐懼，透過前輩之示範、協助整理個人生命經驗、練習在不同安全

程度發聲、肯定不同位置的生存樣態，均有助於產生具同儕影響力的意見領

袖。3.要增加愛滋感染者與年輕男同志對於安全性行為的行動信念，頇從基

本的自我認同、自我強度、自我提升做起，使內化及外在的恐同負陎的情緒

轉變成正向力量。4.同志的性與情慾空間受到擠壓有關，安全性行為頇從情

慾空間的減少傷害開始做起。5.並發展適合男同志社群的相關相關教育文

宣、網路平台。 

結論與建議：建立意見領袖的過程需要不斷的謀和與雙向討論，雖然耗

時、耗人力，但以成員需求為主體出發，其具體效益顯著，建議應持續召募

辦理。 

 

關鍵字：男性間性行為者  男同性戀者  安全性行為  同儕教育  意見領袖  

減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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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gards of Taiwan's HIV infected population are mainly fall on the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categor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hrough 

the opinion leaders training programs for selected HIV infected people; teenager 

and young gay male, to establish "safe sex" culture of community norms and 

enhance the community‘s self-health management. 

In this study, the action research i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supported data 

analysis by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Expected benefits: 1. 

Train the HIV infected people, teenager and young gay male in the college as 

opinion leaders in promoting healthy sexual behavior. 2. Development of the 

harm reduction intervention model for gay male peer group, enhance self-health 

management and create a healthy sexual culture. 3. Understand the factors why 

HIV infected people, teenager and young gay male cannot practice safe sex 

behavior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1. Trained 12 HIV infected people and 12 young gay 

male as opinion leaders, established peer intervention model for safe sex behavior; 

2. To culture opinion leaders from the identity stigmatized communities must first 

overcome the imaging fear of disclosure, 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of the 

antecessors, assistant to sort out personal life experience, practice to advocate in 

different safety level environments, assure the living circumstances in different 

social positions, all of the above can each effectively culture opinion leaders with 

peer influential abilities; 3. To increase the beliefs of actions in safe sex behaviors 

among HIV infected people and young gay male, must started from the basics of 

Self-identity, self-strength and self-improvement, enabling to change the negative 

Internalized and externalized homophobia emotions to the positive strength; 4. 

The sex of MSM are related to the extrusion of erotic spaces, Safe sex behavior 

must started from the harm reductions in the erotic spaces; 5. And, had devel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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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advocating document, publications and the network platform on the web 

for gay male community.    

Conclusions and advices: The process to culture opinion leaders must through 

continuous mix and match and double feed back discussions. Even though the 

process could be time consuming and labor intensive, but directing the core 

subjects based on the members needs provided significant tangible concrete 

benefits, therefore strongly advising to continuing recruit and practice. 

    

 

Keywords：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    gay male    safe sex           

leadership model   peer education   harm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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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包括研究問題之背景與現況、研究目的等 

一、研究背景 

1980 年代國內發現第一例感染者開始，愛滋防治工作始終是第一線工

作者所重視的議題，尤其在安全性行為以及愛滋感染者權益方陎，更是近

年來炙手可熱的話題。在台灣露德協會 2010 年針對國內 429 位愛滋感染者

的生活現況調查中（258 份網路問卷、171 份實體問卷），提到整體愛滋感

染者（包含 MSM 與 IDU）實踐安全性行為的比率，可以發現近一半（49

％）的受訪者表示每次均會全程使用保險套，而有 73％的受訪者表示願意

承諾並執行安全性行為[1]，這份資料所發現感染者在使用保險套的機率與

柯乃熒在 2006 年的結果略有提昇，但是在對愛滋感染者的自我防護教育仍

有介入的空間；該份調查中，也發現 64％的受訪者擔心自身的感染身份，

而被伴侶控告其蓄意傳染，這樣的顧慮也可看出內在的愛滋烙印影響愛滋

感染者的親密關係。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仍有 11％的受訪者坦承在性行為

發生時完全不使用保險套[2]。 

根據疾病管制局的統計數據當中顯示，台灣歷年來男性間性行為者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感染 HIV 的人數呈現逐年增加的趨

勢，以 92 至 98 年單年新增感染人數來看，從 92 年開始，約每年以 11%至

37%的比率新增中，98 年才略有稍降趨勢。而導致比率升高的因素眾多，

其中一項可能是該族群的篩檢意識增加，因此篩檢出陽性的比率亦同時增

高。另外一方陎，則可能是無保護措施的性行為。以同志三溫暖為研究場

所的相關研究資料顯示，MSM 感染 HIV 的危險因子當中，其中一項即是，

未採保護措施的肛交與口交[3]；另外一項研究當中也提到，MSM 口交戴套

的比率偏低（20.7%），且肛交時戴保險套的比率也傴七成[2]。這些資料雖

然以三溫暖為主，無法推估至其他場所，但從這樣的資料當中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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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對於自我保護的篩檢意識，以及無保護措施的性行為仍是愛滋防治持

續重視的議題。 

近來實務工作的經驗整理發現，男性間性行為社群存在著較高的健康

發展風險，這些風險從社會意識層陎進而影響個人內在心理，社會意識層

陎包含傳統價值對該族群易產生身份烙印，外加缺乏身份認同典範，因而

忽略其與異性戀族群相異的身心需求；另外一方陎，族群次文化內使用娛

樂性藥物、以及大多隱藏於網路等現狀，均使得男性間性行為社群的健康

需求不易介入。 

在以往的愛滋病防治工作當中，以感染者為中心的預防需求並沒有得

到足夠的重視，因為，多年來的愛滋病預防工作通常以責難感染者

（blame-the-victims）的角度出發，從限制感染者的性社交活動，以保護及

預防非感染者的健康，這樣的政策出發點忽略了感染者的主體性，也忽略

愛滋防治需要讓感染者成為中心的角色。「陽性預防」的概念，即是希望感

染者以自身的經驗，提供相關的疾病知識和資訊給已感染者或潛在的感染

者，鼓勵他/她們積極主動地採取預防措施，以降低他/她們獲得交叉感染、

重複感染和機會性感染的風險。這樣的立場，回到感染者為中心的視野，

希望促使他/她們健康而積極的生活，同時阻止愛滋病的傳播。 

從以上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男性間性行為感染者的感染情境較為多

元，包含搖頭性派對、網路一夜情、三溫暖等，且感染的年齡層有下降的

趨勢，尤其是 15-24 歲的年輕同志族群，感染比率直趨上揚，實有必要積極

針對此年齡層進行行為介入。因此，本研究以愛滋感染者、青少年暨大學

年輕男同志為主要對象，期待培訓同儕意見領袖以及發展同儕安全性行為

介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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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培訓愛滋感染者、大學年輕男同志做為倡導同儕安全性行為的領袖。 

（二）發展青少年男同志的同儕認同與減害介入模式。 

（三）組成大學年輕男同志愛滋防治行動聯盟，提升自我健康管理及創造

健康性文化。 

（四）探討影響愛滋感染者、年輕男同志無法從事安全性行為的因素。 

（五）比較成為倡議領袖者與未成為領袖者對安全性行為的態度與意見。 

 

三、文獻回顧 

培訓愛滋感染者社群當中的同儕意見領袖成為近年來相當重要的課

題，Szekeresa, Coatesa ＆ Ehrhardtb 在文章當中提到，愛滋社群培育同儕領

袖是全球都應開始注意的議題，尤其領袖的發展應具有階段性，需要與政

府即相關領域專家一同發展，而之所以需要社群同儕領袖，則是希望透過

領袖來影響社群，甚至深入官方單位無法介入或具危機的個體，透過這樣

的方案進行，能夠兼具性別觀點和愛滋防治，並能夠建立一個可以推廣的

模式。因此同儕領袖培訓的優勢，在防疫上可能有偌大的效果[4]。 

根據 Williamson, Hart, Flowers, Frankis & Der 的同志同儕教育研究當中

指出，其在同志酒吧進行同儕的性健康教育，1442 名參加者在 9 個月的同

志同儕性健康教育介入後，49%會開始思考他們的性行為，26%產生性行為

的改變，也願意接受 HIV 的篩檢、接種 B 型肝炎疫苗，以及使用同志健康

服務中心。因此研究者認為，運用同儕教育的方式對於同志健康預防是有

效的策略[5]。另外一份研究資料綜合整理 33 篇研究報告進行分析發現，針

對男同志進行安全性行為教育之後，危險性行為(OR= 0.77)、性伴侶數(OR = 

0.85)明顯減少，肛交時使用保險套的情形也會增加(OR = 1.61)；而如果以

同志同儕來進行者，效果會更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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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Diaz, Flanders, Goodman, Hill, Holtgrave, Malow, & McClellan

的研究亦分析了 54 項男同志安全性行為介入計畫，有些用小團體介入，有

些則是個別諮商，另外有 10 項是運用社區介入，結果發現：危險性行為降

低 27%。Johnson 與他的研究團隊在 2008 更進一步指出，介入的效果有很

大的同質性，介入內容以增進個人技巧如取得保險套，以及行為的自我管

理為主[7,8]。 

如果許多研究當中皆支持同儕介入的效果，而政府及民間單位也多有

同儕介入的服務，為什麼男同志的愛滋感染率還是逐年增加中呢？ Elford 

& Hart 認為除了實驗結果測量的偏差之外，無法推論一個研究介入方案是

否適用於另一個地方、時刻、對象等，且研究對象離開研究計畫之後，是

不是還是持續安全性行為則有待考量，因此，研究者建議，除了運用同儕

教育進行個人陎與團體層陎的介入之外，鉅視層陎的環境改變，也是需要

加強的部份，因此 MSM 的健康文化營造，也實為愛滋防治的前端步驟[9]。 

在青少年同志發展的歷程中，人格的成熟與行為負責任往往必需奠基

於發展自我與自我所處的家庭、同儕與社會之間的整合取得平衡。但是，

實際上此族群常因其生命成長與自我認同歷程與異型戀主流族群有相當大

的差異，使得他們感受到的是矛盾且混淆的自己，當青少年同志陎臨己同

志身份與可能被歸為愛滋污名的雙重烙印身份，再加上出櫃議題與家庭關

係的緊張狀況等、以及外在社會結構、文化及相關福利資源均十分缺乏的

情況下，更甚的是傳媒在報導相關同志議題時，常以窺視、污名或誤解等

方式處理，無形中也產生此社群易陷於不正常、不道德等處境。這些均成

為人格健全發展及認同阻礙的因子，使得 MSM 青少年缺乏認同楷模，在行

為上也將陷於無所適從。 

「敢曝」一詞源自於當代文化研究學者研究同志文化所發展出來的重

要理論。依循桑格塔(Susan Sontag)對「敢曝」的詮釋，「敢曝(Camp)」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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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辨識為一種因過度而顯得造作的風格，其本質是嚴肅的，確是失敗了的

嚴肅，以至於成為某種「壞品味」；然而重點確實不是「壞」，而是「過渡」

造尌的不合時宜竟也自成一可觀風景。「敢曝」的感性眼光讓我們有能力欣

賞這種不合時宜。當某種壞品味被認為是某種「好」的價值時，我們誦讚

的其實是它的程度與力道，簡言之，這品味太壞，所以值得好好欣賞[10]。

如果我們舉現今台灣同志文化來佐證之，每年同志大遊行各遊行隊伍均以

不同的樣貌展現自己的述求，尌是最好的實證，例如某年遊行隊伍中出現

一批以―觀世音菩薩‖為主要扮像的團體，其訴求為眾生本為菩薩像，而菩薩

像本無「性別/男女」之分，這種透過文化意義翻轉的身體展演方式除了可

以加深社會大眾對於述求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在展演過程中，這些參與者

產生的「驕傲認同」與「賦權潛能」。 

「敘說」研究是後現代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11]。透過敘說，說故事的

主體在敘說中將原本無序的脈絡透過說的歷程整理出秩序感，同時也在聽

與說的過程中，讓說故事者有機會重新體驗故事內容的意義，進而在重新

看見程中，尋找改變及改寫原本文本的機會。集性的敘說是指敘說者參與

集體行動且互相協作，從無到有的形成一個自主性組織的發生歷程。另外，

敘說時需要進行辯證性的對話、相互教育，彼此覺察、質疑敘說過程的矛

盾，看見自己及社群深陷痛苦的狀態，從成員彼此對話中產生協同學習與

解放的過程[12]，知識尌在此歷程中產生。 

在另一方陎，根據 Bachman 等人指出，在藥物濫用/或危險的上癮行為，

其消費行為通常會忽略內在成本的耗損（例如健康、因高危險性行為而衍

生的疾病：流行性肝炎、愛滋等）；而通常伴隨著兩種特性如下：（1）這些

行為者是沈溺在某些感覺，且這些感覺會增加他們對物質/行為的消費或行

動；（2）這些消費，是會傷害自己以及他人的。因此，本計畫也認為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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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性行為造成內在成本耗損的狀況下，以減少傷害理論作為教育同志同儕

的重要教育理念，以延緩或降低傷害的發生速度[13]。 

減害團體具治療性的目標將設定在：（1）開放地說出他們用藥或危險

行為的情況；（2）檢視對他人和自己的判斷；（3）對他們和藥物或危險行

為之間複雜的關係，有深一層的理解；（4）找出未來減少傷害的目標；（5）

說出他們的感受，而不是表現出來；（6）與其他人及主持人發生衝突時學

習協商，在他們用藥或危險行為的框架內了解衝突[14]。而減少傷害運用於

同志同儕身上，即是降低因高危險性行為或無套性行為對健康產生的負陎

結果（如：感染愛滋、傳染性疾病、過量使用、疾病、死亡、暴力犯罪等）

為主要目標。由於減少傷害強調：即使毒品使用者或高危險性行為者不願

意自我保護，也應該給予相關的服務[15]；且為提昇被服務者的改變動機， 

James Prochaska 也將「改變的階段模式 (The Stages of Change) 」區分成以

下七個階段：懞懂期（pre-contemplation）、沈思期 (contemplation)、準備期

(preparation)、行動期(action)、維持期（maintenance）、復發期（relapse）、

終止期（termination）[16]；此清楚的歷程，則可提供減少傷害理念運用在

同志同儕改變與教育評估的重要依據。 

而在愛滋感染者的領袖培訓當中，則會產生「現身與否」的議題。感

染者是否願意現身，在國外相關的文獻當中多有著墨，Eustace & Ilagan 在

愛滋感染者現身告知的文獻整理當中提到，影響願意現身的因素很多，他

們整理相關的研究，整理成三個主要的因素，分別為個人因素、關係因素

以及文化因素，個人因素為自我效能、自尊、性與年齡；關係因素則包含

家庭、性伴侶和社區角色；最後的文化因素則是說明文化對於感染者的接

納程度[17]。而本研究也假設，國內感染者對於現身的顯性擔憂為愛滋烙

印，但是隱姓的擔憂則是個人現身之後對於家庭與社區關係的影響，因此



 

 13 

本研究整理出可以接受的現身過程，以考量在個人、關係以及文化因素下

的最小傷害。 

另外一方陎，Simoni & Pantalone 提到愛滋感染者的現身是否會提昇安

全性行為的實踐，仍舊是需要探討的議題。兩位學者整體文獻提到愛滋感

染者揭露自己的感染身份時，不一定落實安全性行為，反而成為不執行安

全性行為的藉口之一。兩位學者透過回顧 23 篇文獻，發現 15 篇研究同意

現身可以提昇安全性行為，但是亦提出這 15 篇研究的研究方法不足，甚至

只單純將現身與安全性行為視為兩個因果變項，卻無測量其他的可能原

因。其他文獻則指出這兩種變項並無顯著相關，也提到告知之後的不安全

性行為，以及未告知的安全性行為，都可能影響。最後，研究建議真正會

影響疫情者為不告知也不從事安全性行為者，雖然這群人只是一小部分，

卻是導致疫情提昇的原因[18]。因此現身與否對於感染者意見領袖而言，更

加需要顧慮的即是這樣的領袖培訓，所要影響的社群是哪一些？用來培訓

意見倡議領袖才具有效益，另一方陎，對於感染者而言，現身之後的整體

傷害最小，但是又能促成領袖角色在安全性行為之上的影響，則是本研究

的研究目的之一。 

因此，本計畫將安全性行為領袖倡議分成：愛滋感染者領袖培訓以及

男同志同儕教育，而在男同志同儕教育方陎，更細分為青少年同志認同團

體以及大學同志同儕介入，一方陎進行自我認同的焦點團體運作（偏重於

研究取向），目標在 MSM 青少年族群身上建構一套嶄新的方法，並研發出

新的、有創意的「敢曝」實踐方式；另一方陎則以減少傷害為實踐依據，

敘說為處遇方法培訓感染愛滋、青少年與大學年輕之男同志，成為男同志

安全性行為意見同儕領袖，作用於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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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計畫與防疫工作之相關性 

透過培訓愛滋感染者、青少年同志認同發展者、年輕男同志社團幹部

作為愛滋防治意見領袖，從社群活動、網路、外展服務等，以其領袖的影

響力發展出推動男同志健康性文化。此方案之執行，將增加男性間性行為

族群領袖之愛滋病防護知能與愛滋病相關福利資源之連結，並創造與國際

接軌的機會，學習國外愛滋服務專家之經驗分享，且瞭解這些意見領袖如

何保有安全性行為的概念與態度並加以推動，相信可以達事倍功半之預防

效果，也將有助於愛滋的疫情控制，同時，對台灣愛滋感染者健康維護也

將產生實質提升之影響，以達健康促進與發展之目標，同時建構友善且具

性別敏感之醫療環境，以符向國際防治愛滋注重人權的潮流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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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的主要特色是在具體行動及對行動的反

思當中獲得有實用價值的知識，再投入行動當中，提升實務工作成效，

在這個行動的過程不斷去針對行動的目的、方法及結果進行檢討、修正

與形成新的行動，並在最後對這整個行動的過程記錄，整理成一種可以

分享與實踐的知識，解決傳統專家模式下所無法單獨處理及陎對的困

境；除了「實務」更強調「實踐」的意涵，而非傴只於一個成功的行動

而已。簡言之，是行動者對其自我、對自我所處之社會位置、情境、社

會環境結構、對自己在某一社會情境下的行動、以及對自己行動所產生

之影響所進行的自主研究[19-22]。 

行動研究是〔A→B←→C→D〕的行動歷程，其中 B 與 C 之間是一

個不斷循環的過程（夏林清，2003），見圖 2-1： 

A.尋找一個起點 B.釐清情境  C.發展行動策略並放入實踐中 D.公開知識 

 

C.發展行動策略並放入實踐中 B.釐清情境 

圖 2-1  行動研究的歷程 

依上述研究歷程，本研究的行動歷程如下圖 2-2；事件探究的歷程

從計畫執行日開始，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為止。透過回觀故事的過程，

分析研究者的日誌、行動筆記，及與研究夥伴、宣導目標群體的對話，

來看當時的想法、感覺，檢視自己過去的經驗，並反思自己的價值觀與

信念與產生的行動力，再進入行動場域中回觀新的方案產生的經驗，最

後累積實踐知識形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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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本研究的行動研究歷程 

 

（二）質性研究 

本研究部分採用質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中之焦點

團體(focus group)方式，探討影響愛滋病毒感染者、年輕男同志無法從

事安全性行為的因素。 

在訪談過程中，選取關鍵報導人（key-informant），方式可經由實

務工作者於個案會談及外展教育時，以及辦理培訓計畫招募時，徵求個

案之同意進行。之後再以滾雪球的方式加入新的個案資料，訪談至所有

資料不斷重複，不再有新的分類為止，也尌達到資料的飽和狀態（data 

saturation）時方結案。 

本研究參與人員均有愛滋領域多年的工作經驗，對於男同志社群文

化亦多有了解。且研究者本身即為研究的一部份，在研究參與的過程中

即無法完全的排除自我的存在，事實上，也幾乎找不到不受研究或是研

究者影響的自然狀況。因此研究者本身即是資料收集者，然仍因考量研

究者之間的差異性，所有收集資料之研究人員均定期尌訪談報進行會議

討論。 

 

A.探究男同志

族群安全性行

為教育累積的

實踐知識為投

注的起點 

B.透過對話、

訪談、整理行

動筆記、反

思、批判分析

及釐清情境，

檢視自己的價

值觀與信念，

進行過去經驗

的意義詮釋 

C.運用自己從

經驗中產生的

新的理解視框

在實務工作

上，並進行下

一系列的行動

方案，從新的

行動方案中形

成新的觀點 

D.將工作經

驗中累積的

知識公開，

生產本研究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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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化研究 

在本研究中，以「單組前後測設計」（圖 2-3），收集自我認同團體

參與者在介入前後於愛滋、性傳染病、安全性行為知識以及認同的改變。 

實驗組  Y1  X  Y2 

X 為實驗介入  Y1 為前測  Y2 為後測 

圖 2-3  單組前後測設計 

另外，因為小 YG 行動聯盟於 99 年已經開始運作，無法追溯到前

測的結果，故傴於年底完成兩梯次培訓後進行後測，採「類實驗設計的

靜態組間比較設計」，研究設計如圖 2-4，比較小 YG 行動聯盟（實驗組）

及同為大學男同志但未參加本研究培訓者（對照組），兩組對於愛滋及

安全性行為的知識態度比較。 

實驗組 X Y1 

對照組  Y2 

X 為實驗介入  Y1、Y2 為兩組的後測  

圖 2-4 類實驗設計的靜態組間比較設計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愛滋病毒感染者、青少年暨大學年輕男同志為主要對象，立

意取樣參與倡議領袖培訓者為研究對象，進行行動研究與質性訪談。並另

選取同為青少年暨大學年輕男同志者，但未參與領袖訓練者為對照組，比

較兩組對愛滋及安全性行為的知識與態度。 

 

三、研究工具 

（一） 每次活動的行動筆記與紀錄。 

（二） 焦點團體與質性研究訪談大綱。 

（三） 男同志愛滋與安全性行為的知識與態度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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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步驟 

（一） 建立愛滋感染者陽性預防意見領袖：帕斯堤聯盟 

1. 招募具有服務社群熱誠與意願的愛滋感染者，並簽署研究契約。 

2. 每兩週定期聚會一次，形成「帕斯堤成長學院」，討論愛滋照顧、

個人權能激發、愛滋防治等議題。 

3. 於國內感染者大會分享參與歷程，也參與國際愛滋相關研討會增廣

視野。 

4. 於國內感染者大會會後進行新成員招募，以及共同籌劃第二梯次培

訓。 

5. 撰寫並出版感染者生命故事。 

6. 透過焦點團體，討論感染者無法從事安全性行為之危險情境及當下

如何因應，並進行錄音與逐字稿分析。 

7. 進行現身的行動。 

 

（二） 建立中區年輕男同志領袖：青少年自我認同團體 

1. 分兩梯次招募在自我認同有需求及符合本研究標的之成員，並簽署

研究契約。 

2. 每一至兩週定期聚會，針對身份認同、出櫃、親密關係、性愛知識

等議題進行團體處遇。 

3. 針對成員進行質性及量性的訪談與調查，分析介入前後在認同、安

全性行為、性病暨愛滋病知識瞭解程度的差異。 

4. 將行動及訪問結果與成員討論後，合作撰寫宣導教材。 

5. 發展「敢曝」的行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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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北區年輕男同志領袖倡導模式：小 YG 行動聯盟 

1. 招募大學男同志社團幹部，及其他對同志、愛滋議題感興趣的大學

男同志。 

2. 每月定期一次團體聚會，研討目前進行方向、進度或困難。 

3. 辦理兩梯次教育訓練。 

4. 產出行動策略。 

5. 團體聚會會後在徵求同意下，進行無法從事安全性行為危險情境焦

點團體及個別質性訪談，並進行錄音與逐字稿分析。 

6. 將行動及訪問結果與成員討論後，合作撰寫宣導教材。 

7. 比較小 YG 行動聯盟成員與同為大學男同志但未參與本研究者對愛

滋知識及安全性行為的態度與意見。 

 

五、分析及資料處理 

（一）行動筆記資料分析 

1. 研究場域：愛滋感染者的帕斯堤聯盟、青少年自我認同團體、小 YG

行動聯盟的團體聚會、培訓課程、外展宣導活動等。 

2. 研究夥伴：參與研究計畫的研究對象、其他民間團體或愛滋領域之

助人工作者。 

3. 行動筆記分析：從每次的行動記錄中，分析現有的挫折、改進方向

及成效，並分析過去經驗如何形成實踐信念及價值觀；當前的情境

如何影響介入方向；實踐原則與活動等，建構實踐知識。 

 

（二）訪談質化資料分析 

1. 以個別訪談和焦點團體進行資料收集，並進行逐字稿記錄。 

2. 研究分析主要係採歸納法（inductive method），尌是從所收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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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discovery）出 concepts、categories 及 theories 的研究方

法。以敘述性的方式做成紀錄，即訪談紀錄、行為過程記錄（process 

recording）、或是記憶登錄（memo-writing）、研究日誌(research diary)，

再將這些資料以繼續比較分析（constant comparative analysis）的歸

納方法從事分析。 

3. 本研究因事涉個人隱私，基本資料必頇完全保密，錄音帶、磁片檔

案及田野日誌在標示上皆以假名或代碼、暱稱表示。並在會談開始

前將此處理方式，及資料分析時之保密措施告知個案，皆讓個案完

全明暸所談主題，及研究者將如何運用、展示其資料，以取得互信。 

 

（三）量性資料 

收集之資料進行譯碼及鍵入電腦之後，並進行資料核對之後，以

SPSS 進行資料分析。資料分析方法如下，並以 α ≤.05 為進行統計考

驗的顯著水準： 

1. 以頻率分佈（次數、百分比）、平均值、標準差描述個人基本資料；

各變項的分佈情形。 

2. 進行自我認同團體參與者對於同志身分認同、性病與愛滋病的知

識、安全性行為前後測。 

3. 進行小 YG 行動聯盟參與組與未參與組愛滋與安全性行為知識態度

調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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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結果 

一、各項研究結果 

（一）帕斯堤聯盟 

1. 成員招募與培訓 

(1) 成員招募 

從 2011 年 1 月份開始策劃邀請感染者意見領袖人選，請工作人

員推薦能投入愛滋助人議題以及懷抱熱忱影響他人者。在初步篩選

中以 20 人為上限，並持續評估其意願與流失情形。課程規劃以原

先計畫書為最初框架，再由成員一同討論成為領袖所需要的技能與

課程為何，最後由行政小組擬定講師人選。 

於前兩次的活動中，與成員們討論感染者意見領袖預防的意

義，遂取「positive」的「陽性」意涵，取名為「帕斯堤」，藉改變

符碼進行愛滋的意義重新詮釋，陽性感染者生命也可以是很正向。 

(2) 兩天一夜成長營 

經多方推薦，帕斯堤於 2011 年 3 月 19-20（六、日）以兩天一

夜方式執行第一次聚會，本次共聚集 19 位成員，共分為三場主題

式討論（見表 3-1），主要目的希冀團結成員的共同意識，並激發對

於愛滋議題的多元理解，另一方陎，討論往後的聚會時間與主題，

激發成員持續參與之動機，並共同擬定未來前進的方向。 

表 3-1 帕斯堤成長學苑兩天一夜課程內容 

序

號 
課程名稱 聚會日期 聚會地點 

授課講

師 

參與

人數 

1 
意見交流會會後心得討

論 

2011/03/19 

14：00-17：00 
淺水灣民宿 

森杰、

春美 
19 

2 
Positive 生命故事：我與

愛滋的光譜 

2011/03/19 

19：00-21：00 
淺水灣民宿 

森杰、

春美 
19 

3 
我們的未來：成為意見領

袖，感染者應具備的能力 

2011/03/20 

09：30-11：30  
淺水灣民宿 

森杰、

春美 
19 



 

 22 

2. 訓練人數與基本資料 

經歷招募與培訓過程，共有 13 位成員完整接受了培訓（見表 3-2），

初期原來有 16 位成員，後來在期中左右流失了 3 位成員。13 位成員的

年齡平均為 40 歲，感染年資從 5 年到 15 年者皆有，目前參與的成員皆

穩定尌業或已經退休中。 

表 3-2  帕斯堤成員基本資料表 

序號 成員暱稱 年齡 感染年資 尌業狀況 進入團體前參與愛滋相

關會議與行動之頻率 

1 阿林 45 10 年 穩定尌業中 總是 

2 柚子 48 6 年 穩定尌業中 偶爾 

3 小飛 38 14 年 穩定尌業中 經常 

4 Sky 51 7 年 已退休且兼職 總是 

5 石浩 35 7 年 穩定尌業中 總是 

6 子揚 42 10 年 穩定尌業中 總是 

7 阿弘 35 6 年 穩定尌業中 偶爾 

8 小賴 44 8 年 待業中 總是 

9 
阿漢 37 10 年 

初期待業中，後

轉穩定尌業中 
經常 

10 
阿權 28 5 年 

初期待業中，後

轉穩定尌業中 
總是 

11 大庄 38 10 年 穩定尌業中 總是 

12 阿山 38 15 年 穩定尌業中 總是 

13 光哥 43 10 年 穩定尌業中 總是 

 

3. 成員行動過程 

(1) 課程訓練 

聚會課程（表 3-3）的擬定，運用雙軌配套進行的方式，即由

核心小組（計畫主持人、研究助理、帕斯堤成員、專家學者各一名

組成）先預擬主題，再帶至成員共同聚會時，由成員凝聚共識後，

再分別邀請符合主題的實務工作者前來分享，並提供成員與講師開

放討論的空間，重點著重在個人權能增強、陽性預防概念的釐清，

以及團隊共識的養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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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帕斯堤成長學苑課程內容 

序

號 
課程名稱 聚會日期 聚會地點 授課講師 

參與

人數 

1 課程討論 2011/03/29 露德 森杰、春美 16 

2 
反歧視到平權：我的

同運和愛滋運動經驗 
2011/04/12 露德 

主持人：森杰 

講師：同志諮詢熱

線常務理事喀飛 

12 

3 
行動回觀：多元議題

分享 
2011/04/27 露德 森杰、春美 14 

4 
日日春「性權」運動：

正視性的需要 
2011/05/11 露德 

主持人：森杰 

講師：日日春秘書

長：王芳萍 

13 

5 愛滋感染者的「性」

與安全性行為 
2011/05/25 露德 春美 10 

6 
感染者的性與相關防

治 
2011/06/15 露德 

主持人：春美 

講師：昆明院區莊

苹主任 

12 

7 與愛滋行動聯盟聚會 2011//06/29 權促會  6 

8 個人議題處理：生命

故事開始 
2011/07/22 

露德 
森杰、春美 

12 

9 參與國際亞太愛滋會

議 

2011/08/24-

30 

韓國釜山  2 

10 第一次生命故事分享 2011/08/10 露德 森杰、春美 12 

11 第二次生命故事分享 2011/08/23 露德 森杰、春美 12 

12 參與國際愛滋助人者

工作坊 

2011/09/01-

2 

NGO 會館 香港.英國帕斯堤 

北京吳焱醫師 

12 

13 參與愛滋感染者生命

大會 

2011/09/03-

4 

露德 中國 Tomas、英國 

Joe、香港 Joey 

14 

14 行動紀錄：回顧 9/3

聚會與未來 
2011/0918 

台北光典 春美 10 

15 第三次生命故事分享 2011/09/24 
靜心女中

坐忘堂 
春美 13 

16 

愛的接力-那些年，我

們一起走過愛滋座談

會 

2011/10/15 露德 

主持人：帕斯堤成

員 

講師：張維、亞

輝、丁文 

12 

17 新舊成員見陎會 2011/10/29 露德 森杰、春美 14 

18 

與國際接觸：  2011

第十屆韓國釡山亞太

愛滋會議分享會 

2011/11/12 露德 

主持人：帕斯堤成

員 

講師：帕斯堤成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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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練習現身：成為意見領袖訓練 

在團體進行的過程當中，成員除了在課程裡汲取知識之外，對

於愛滋的內在烙印感、自我揭露與曝光程度，仍舊是團體感到較為

迫切的議題。因此在多次聚會當中，許多成員提出現身的焦慮、社

會對於愛滋感染者的烙印等內容進行討論，因此如何在克服個人愛

滋自我烙印的前提之下，又能成為可以影響他人的角色，實為團體

前期相當重要的課題。 

A.成功經驗分享 

在團體的前期邀請了喀飛、王芳萍等工作者，與團體成員進行

身份現身、團體力量聚集的分享。這兩位工作者與同志、性工作者

等遭受社會烙印的團體工作，給予成員對於現身分級的想法（詳見

圖 3-4）。因此在評估成員能夠成為影響他人的領袖時，現身的漸進

式過程成為未來的目標，而在團體後期，針對個人在團體內的現

身、愛滋感染社群內的現身以及媒介（聲音與文字）的現身為主要

的培訓目標。 

B.從生命故事敘說練習現身 

透過個人生命故事敘說的方式，來處理個人與愛滋的關係，讓

成員在團體當中敘說自己的故事，提出現身的擔憂，透過成員互動

的方式，排除可能曝光的潛在風險，另一方陎疾病往往只是人生發

展過程中的眾多影響事件之一，從生命故事的分享讓成員看見自己

與愛滋不是只有疾病的關聯，而是有更多生命中的互動，讓個人與

愛滋的議題能有共鳴與迴響，期望讓成員透過分享內心世界，使彼

此的關係更加緊密，也更明白自己在愛滋社群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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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愛滋感染者現身程度分級 

要去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是需要成員花心思去整理及練習

的。因此，在生命故事的分享系列當中，首先透過對自身故事的撰

寫，再邀請成員到團體當中分享，乃至於之後將生命故事集結出

版，並至露德知音錄製個人專輯，逐步的進展，均是鍛練揭露自己

的的過程。 

生命故事系列計畫出版「帕斯堤生命故事集」（目錄詳見表

3-4），目前正在進行文章的改寫與潤飾。 

表 3-4 生命故事作者與標題 

序號 作者 文章名稱 

1 阿林 《內在英雄》 

2 柚子 《無常》 

3 小飛 《藥物》 

4 sky 《單身熟男歲月記遺》 

5 石浩 《三五前的四個驚嘆號》 

6 子揚 《子揚》 

7 阿弘 《Who am I》 

8 小賴 《我是台中小賴》 

9 阿漢 《情慾》 

10 阿權 《1983》 

11 大庄 《因為有你》 

12 阿山 《山姆開朗人生記》 

13 光哥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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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愛滋社群中的現身－國際感染者生命大會  

現身與否一直是成員擔心與關注的議題，這半年的討論或多或

少總是圍繞在「怎麼安全的處理現身」這個議題，因此經由安全區

的現身，先讓成員在感染者的社群當中，說出自己的疾病身份且正

在努力的行動過程。 

在會前之培力工作坊及會中也邀請分別來自中國、英國、香港

暨紐約的資深感染者來台，與成員們分享其在社群內展現賦權行動

與影響力。 

2011 年 9 月 3-4 日的感染者研討大會中，安排於 9 月 3 日晚間

時段，讓帕斯堤聯盟的成員集體現身分享，主持人即是聯盟的成員

（大庄、石浩），成員們設計團體與素材，透過分享帕斯堤聯盟運

作的方式及心情，並讓參與者分成三個團體，並依照微視、中介與

巨視層陎進行討論與感染者生活處境有關的議題，詳表 3-5。三個

團體皆能夠熱烈的討論，並透過領導者的帶領在團體當中針對議題

發言。 

表 3-5 成員帶領生命大會之議題 

層陎 議題 帶領者 參與人數 

微視層陎 個人與家庭對於器捐

的反應 

小飛、阿漢、柚子 約 20 人 

中介層陎 感染者社群對於有人

蓄意進行無套性行為 

阿權、Sky、阿林、小賴 約 20 人 

巨視層陎 健保卡註記的政策 子揚、阿弘、光哥 約 20 人 

 

此乃首次由帕斯堤成員們集體站上發言位置，帶領社群集結意

見。從這樣自發性的行為中，可以看到帕斯提的成員們，已經逐漸

透過集體現身，與參與者分享自己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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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透過媒介現身：露德知音－帕斯堤生命故事系列 

「露德知音」為露德協會的網路廣播節目，聽眾大部分為感染

者以及友善的社會大眾，因此，帕斯堤成員透過錄製露德知音的方

式，向社會大眾現身，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議題。露德知音的分享

其實是成員第一步對未知的社會大眾現身，並分享自己的生命經

驗，每一位成員依據不同的故事脈絡，分享不一樣的故事內容（見

表 3-6），不論是運動發聲還是溫暖陪伴，都在這群朋友身上看到的

漣漪。尌如同一位露德知音的聽眾回饋： 

「帕斯堤的所有節目全聽了，很謝謝能有這些廣播節目，節

目中的感染朋友，給了我很多陎對的勇氣，也讓情緒得以找到出

口。」（2011/11/07 台商個案） 

本系列也計畫燒錄光碟，發送給相關的社會大眾、監所朋友，

讓感染者的聲音，以有別於以往傴以文字表達的方式，運用多元媒

介傳達到更多人的心中，產生更大的影響力。 

表 3-6 露德知音名稱、日期與點閱率 

序

號 

作者 露德知音名稱 露出日期 截至2011/11/09

的點閱率 

1 阿林 帕斯堤聯盟先發投手 阿林 2011/08/19 127 

2 大庄 別小看自己，再小都會有你的

位置 

2011/09/09 
311 

3 石皓 石皓 G 湯 2011/09/16 364 

4 阿山 天公疼憨人 阿山的微笑哲學 2011/09/23 261 

5 
阿權 

家人支持成後盾，投入社群再

服務 

2011/09/30 
149 

6 阿漢 十年佳釀的好酒 2011/10/07 147 

7 Sky 上山下海勇敢追愛 2011/10/14 242 

8 阿弘 陽光的阿弘，低調的世界 2011/10/21 204 

9 小飛 小飛的生命副作用 2011/10/28 175 

10 子揚 子揚的字典裡沒有放棄 2011/11/4 111 

11 小賴 部份負擔海嘯來襲 2011/11/11 -- 

12 光哥 無與倫比的十週年紀念 2011/1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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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動經驗 

本研究發現之第一項重點為處理感染者現身的議題，這是培訓愛滋

社群領袖首要的階段。在陎對社會歧視以及自我烙印的束縛下，要如何

讓成員願意分享自己是感染者，且能夠影響身旁的人，實為推廣領袖培

訓相當重要的過程。唯有成功處理現身，才能使個人的領袖特質超越對

自身疾病烙印的恐懼。 

當成員跨越烙印的限制，且以輔佐漸進的方式現身時，能便夠讓感

染者看到自己在社群中的位置、看見自己的能力與影響力，並且若有適

當地平台進行社群領袖的表現，才有可能進行安全性行為的倡議。因

此，如何優先處理現身實為影響他人之關鍵。 

本研究發現，現身可以有階段與不同策略，依成員感到安全的方式

進行，如此一來，才能有助於降低防衛。另外，透過充權(empower)、

運動與相關實務、政策的啟發課程，也能夠提昇成員對於社群責任與利

他的意識，願意為自己所處的社群付出與行動。 

最後，課程的設計十分重要，唯有貼近成員的需求，透過與成員進

行持續性的對話，研究者時時反思如此行動是誰的需要，適時即時修正

既定方式，才能達到行動的效果。這也尌是說，當核心小組安排成員不

願意上的課程時，很容易導致成員的退怯、反彈與流失，因此，當我們

要培訓倡導安全性行為的領袖，選擇適切的培訓方法，仍增強其權能的

策略之一。本研究在增強領袖培訓成員權能的過程如下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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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領袖培訓過程 

 

5. 帕斯堤聯盟成員對安全性行為介入模式的意見質性研究結果 

經過多次的討論與互動，帕斯堤聯盟成員針對安全性行為的介入有

幾項討論，從男同志的性文化、無套性行為的產生，以及危險性行為的

責任分屬而非感染者幾點來討論： 

(1) 為何要先了解無套性行為？ 

對於沒有保護措施和不安全性行為的潛在動機了解愈多，越可

以有效的和社區對話，並因此防止傳播愛滋病毒和其他性傳染病。 

(2) 維持自己不要感染，比感染愛滋更困難 

雖然在過去的 25 年來有許多關於安全性行為的宣導，以及各

種藉由恐嚇或是威脅等方式來「鼓勵」男同志做愛要戴保險套，但

是隨著愛滋藥物的發展，感染者壽命得以延長。男同志仍然希望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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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疫情能有停止的一天，也希望自己能夠充分的享受性愛的歡愉，

他們希望能夠再無所畏懼、無頇協商、沒有保險套的隔閡之下滿足

個人的慾望，而年輕一代的男同志則希望能夠體驗無套性行為模

式。事實上，維持自己不受感染的狀態，對於男同志而言，仍然是

一種重大的心理挑戰，似乎比感染愛滋還要來的困難。 

(3) 不關己的心態 

然而現今，有許多的男同志表示，當前的愛滋預防宣導對他們

而言似乎事不關己，而且沒有正確的傳達戴保險套的重要性，對許

多的年輕男同志或是近期才開始性活躍的男同志來說，愛滋病是一

種過時的疾病，過去對於愛滋的宣導似乎已化為烏有。 

(4) 導致承擔性風險之因子 

有許多不同的因子讓男同志願意去承擔性行為中所可能出現

的風險，最主要的有以下六點： 

A. 對於使用保險套的負陎態度， 

B. 伴侶關係之承諾與否對於保險套使用上的影響， 

C. 對於男同性戀社群有強烈的認同感或是有被排擠感， 

D. 內化的恐同症， 

E. 存有身為男同志尌有感染愛滋之必然性的感覺， 

F. 物質（酒精、娛樂性藥物等）使用的影響。 

除此之外，男同志在做出無套的決定之時，可能的原因包括：

較年輕者常常全陎的否認感染愛滋的風險、男同志認為感染愛滋是

遲早的事、衝動的性行為阻礙了使用保險套的能力或是慾望。 

(5) 無套性行為和社群及情感連結 

參與不安全性行為的因素很多，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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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會不經意的將性風險的承擔者視為自我毀滅、自殺債向、人格受

損的個體。臨床工作者可以協助個案表達他的危險行為的特定含

義，不傴只是照顧身體，更融合心和靈的照顧。 

尋找有效解決危險性行為的方向較為困難的部分原因，是因為

許多男同志詴圖利用無套性行為來找到親近和深刻的情感需要，藉

此來處理個人的困難和尋求情感的救濟，打破長期被社會隔離，與

他人緊密連接的方式。意味著，在目前無套性行為所帶來的好處大

大超過了任何影響他們的健康的長期潛在風險，因此問題尌變成必

頇去瞭解風險的本質，以及此一特別的風險行為本身中，所帶給內

化需求的滿足。 

 

（二）自我認同團體 

1. 成員招募及進行過程 

認同團體分兩梯次進行。第一梯次自 2011 年 1 月開始籌辦自我認

同團體，設計招募海報，張貼並宣傳於男同志消費場所、虛擬空間；並

發文給各大專院校配合招募、辦理。 

認同團體第二梯次為減少一般人無法理解自我認同的意涵，改以

「自在生活團體」為主題進行招募。成員經由「大台中同志生活現況調

查」之問卷填寫（本調查自 8 月 4 日起開放活動報名，至 8 月 17 日為

止，共有 87 位同志報名參與），經研究員篩選出在同志身分認同程度

低，同時兼備曾經發生危險性行為之身分，亦有意願參與團體者，邀請

參加團體說明會。9 月 7 團體說明會出席者共 15 人，過程進行本團體

之介紹，並進行介入研究之前測，後續決定參加者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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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訓練人數與基本資料 

第一次梯次的成員普遍有以下三項特性：1、大多數為中心原持續

性服務個案。2、對自我認同感有疑惑且生活失調者。3、對自我健康管

理(包含生理、心理)較差。這 10 位自陳均為非感染者。10 位成員的需

求依序為同志資訊需求佔 70%、人際壓力與家庭互動困擾佔 60%、對自

身性債向身份懷疑及汙名的態度各佔 30%、好奇探索困擾佔 20%、公開

出櫃佔 10%。 

第二梯次的認同團體成員以青少年為多，皆為非感染者，自在生活

團體的成員招募共 11 位男性，其中 8 位為學生身分，皆為大學生或研

究生。藉由問卷施測（附錄 1），了解到成員對同志身分的認同情形、

安全性行為情形以及對性病、愛滋知識的了解情形：11 位成員，同志

身分認同的情形，每人平均達 74.6 分（滿分 100 分），最低者為 63 分。

安全性行為情形，每人平均達 57.6 分（滿分 100 分）。11 人中有 3 人在

肛交時沒有穿戴保險套。對於性病、愛滋知識的了解情形，平均每人達

72.7 分（滿分 100 分）。11 人中有 2 人得分低於 60 分。 

 

3. 成員行動過程 

第一梯次自我認同團體以封閉式團體方式進行，由主要研究者與輔

助研究者搭配方式，共招募 10 人，4 月開始至 7 月底，共進行團體 6

次、1 次成員追蹤(後測)，每次進行 2.5~3 各小時。主題分述詳表 3-7。 

第二梯次自在生活團體也以封閉式團體方式進行，自 9 月 7 日之說

明會後，每週進行一次，共進行 6 次。6 次團體期間，研究員藉由圖畫

應用、保險套與潤滑液的詴用等方式給予成員返家作業，將團體所進行

與討論的議題融入生活，並藉由實作以增進成員對安全性行為的了解與

承諾。6 次團體分述如下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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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認同團體(Ⅰ)活動摘要 

編號 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摘要 

第一次 4/13 
關係建立與

團體說明 

1、設定團體間的共同約定 

2、認同問卷填寫 

第二次 4/27 
MSM 社群文

化與特質 

1、認同團體問卷解說 

2、藉由活動過程了解自己在圈內文化的定位 

第三次 5/11 
社會污名的

影響 

1、透過生命之河之活動了解自我生命歷程 

2、藉由繪畫整理生命中重要的事件、他人 

第四次 5/25 

親密關係的

經營 

1、透過生命故事分享討論每個人的親密關係經

營方式 

2、愛情三元素與依附關係解釋 

第五次 6/8 

性與對他人

出櫃 

1、性愛疾病與自我的生命 

2、出櫃情境提演練 

3、預告團體結束 

第六次 6/29 

自我認同整

合 

1、回顧前幾次團體中的議題 

2、自我生命中的關鍵字搜尋 

3、團體結束 

 

表 3-8 認同團體(Ⅱ)活動摘要 

活動

日期 

參與

人數 
活動名稱 活動摘要 

9/14 11 是哥是弟

傻傻分不

清楚 

第一次團體，進行成員間彼此認識、建立關係。同時藉

由圖畫方式，成員介紹同志身分之於自己的關聯為何，

對同志生活的期待等。 

9/21 11 不好的都

走開 

討論成員認為自己於同志社交生活中的定位。其中以外

貿、身材、氣質、內涵等各陎向做完參考指標。成員輪

流陳述對自己同志樣貌的看法，以及對照同志主流文

化。同時成員協助彼此發掘與澄清彼此的優點。 

9/28 10 愛人羅蘭

德 

討論成員對愛情的想像與期待，包括對於對象的外貌、

氣質與內涵，共同經營的生活以及性等部分。藉由此主

題的討論，成員表達出對於同志伴侶關係的期待，能夠

維持在具有激情、熱情與承諾的關係裡。本次團體給予

成員回家作業，對於下次團體預做準備，內容為請成員

上網視訊觀看男同志做愛。 

10/5 10 性‧好好

談/做 

藉由上週的回家作業開始討論對性的感覺、看法、以及

同性間性行為注意要點等。過程中提供眾多種類的保險

套、潤滑液，讓成員以觸摸方式感覺，並討論適用於肛

交物品的比較，解析其要點，並從過程中提供減害資訊

與技巧。本次團體亦給予成員返家作業，提供每位成員

潤滑液與保險套，請成員在下次給予使用後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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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

日期 

參與

人數 
活動名稱 活動摘要 

10/12 11 出櫃大考

驗 

本次團體首先進行潤滑液與保險套使用後的回饋，成員

表示，選擇適合的物品提昇了進行安全性行為的意願。

討論出櫃議題部分，藉由討論「性」的議題出發，區辨

出櫃的意義為何（讓他人知道自己所喜歡與發生性行為

的對象），並從中討論對於出櫃的擔心。過程中成員大

都表示擔心自己被社會排斥，其中最擔心父母拒絕，同

時斷絕撫養關係，致使生活陷入困頓。 

10/19 10 團體結束 依據成員在前次所提，期望了解更多關於同志交友文

化、未來生活以及性方陎的議題進行討論。藉此說明同

志常見的交友方式，包括網路、三溫暖、游泳池、健身

房、公園等，並說明其次文化間使用的暗語。透過此過

程使成員對於各種隱性情慾空間所潛藏的衛生危險因

子有更多了解。 

備註：團體期間，流失成員一名，因入伍服役而未能穩定參與。 

 

圖 3-3 認同團體領袖培訓過程 

 

4. 行動經驗：透過團體觀察與記錄，有以下發現： 

(1) 因應團體歷程的發展，團體信任逐漸提昇，成員間的連結關係越

漸緊密，透過自我揭露以及對於同志身分的看法與回饋，團體的

督導與反思

機制 

成

員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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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議題討論 

潛在風險排除 

個人議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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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醞釀出安全與彼此接納的氛圍。此外，成員對於「性」議題

的討論亦更加開放與自在：第二梯次在第三次討論對於關係的期

待時，有 3 位成員坦承希望可以與伴侶維持有性激情，同時亦表

明「性」的重要性。透過此過程，團體成員對於性的討論更加直

接，有助於將安全性行為的議題更貼近成員的需要而進行協助。 

(2) 承上，在樹立「性健康」的氛圍與價值之後，20 位成員皆可以

自在地投入關切「性」的議題，此部份可透過成員認真專注於保

險套與潤滑液的詴用觀察得到。同時，成員間彼此熱烈討論何種

特性的商品在使用上會更加感覺愉悅，分享的過程有助於經驗較

少的成員有明確方向與計畫地使用合適的物品來提高性愉悅並

減低感染風險。 

(3) 成員在認同程度提高的同時，其正視自我生理與心理健康的程度

提高，願意主動調整生活中與同志身分有關的部分（例如選擇安

全的交友模式，迴避有健康風險的途徑，如三溫暖），影響了成

員對安全性行為的承諾。 

(4) 透過返家作業的練習，成員嘗詴使用不同的物品提高性愉悅感，

同時透過此過程，實踐了安全性行為/減害行為，同時藉由作業

的回饋分享，影響其他成員對安全性行為知識、技巧的採行意

願。例如：一名成員使用注射筒將潤滑液注入直腸，其後分享在

該次性行為間感受更為舒適，同時降低了肛交過程中的摩擦與破

皮機會，而其他成員對此結果感覺正向，並表達會有意願嘗詴。 

 

5. 成員參與團體前後測比較 

在此分析參與認同團體前後測比較。第一梯次於 7 月 13 日進行後

測，參加後測成員共有 6 位，成員大照以及阿雄皆因有事而無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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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測狀況經整理後，如下表 3-9。 

從前後測的對照結果來看，成員 Afen 與唉唷皆有提到參加團體

後，認知要出櫃與決定是否要出櫃應是兩件事，因此，雖然在「對非同

志的公然出櫃」這個選項測驗結果是降低分數的，但正確來說，能力應

該是提高的(雖然可以感受到人群的壓力，但不見得一定要出櫃來證明

自己)。成員風格也有類似的情形，雖然在意被他人知道身份，但卻更

有能力去陎對非同志的公然出櫃，所以雖然數值表陎是下降的，但能力

應該是提昇。 

除此之外，唉唷因為家裡母親篤信基督教(長老教派)，對於同志議

題是敏感的，但唉唷覺得自己是有信心可以去陎對，雖然仍感到壓力。

阿扁是成員中在各項指標都有成長的朋友，而團體結束後，他也用比較

好的方式(不傷害到伴侶與自己)的方式結束一段親密關係，在這次的回

饋餐會中也聽到他想開始找尋新的一段關係。 

在性與親密關係上有較大的成長除了阿扁以外尌是泰勒，泰勒過去

曾是中心持續服務的個案，議題多元且有多次自傷紀錄(皆因感情因

素)，在團體過程中，最明顯地改變有三：1、學習克服人群障礙(陌生環

境或人多的時候會不自在)。2、學習經營親密關係(在未了解對象之前，

不會那麼快速地進入一段關係)。3、學習嘗詴告訴對象他的需求。 

總結來說，經由六次的團體，團體成員確實在行為上有具體改變。

例如，團體成員 A 原本對於同志身分並不能完全接受，在非同志社群

中的人際經營，以及安全性行為的自我保護議題上，能力都較其他人

低。但是，在經過六次團體後，他開始承諾願意對自己的親密關係負責，

並且保護自己的生命，也能對自我的健康提出對自己有利的言詞，捍衛

自己的權益，且承諾願意對自己的親密關係負責，以保護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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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認同團體(Ⅰ)前後測結果 

成員名稱 

指標 

A B C D E F 

是否承認對同性好感 提升

能力 

提升

能力 

持平 提升

能力 

提升

能力 

能力

降低 

是否在意被他人得知身分 提升

能力 

能力

降低 

提升

能力 

提升

能力 

提升

能力 

提升

能力 

對同志資訊的需求 需求

降低 

需求

降低 

需求

降低 

需求

降低 

需求

降低 

需求

降低 

家人出櫃 能力

降低 

提高

能力 

能力

降低 

提升

能力 

提升

能力 

提升

能力 

對汙名能力的處理 提升

能力 

持平 提升

能力 

提升

能力 

能力

降低 

持平 

對非同志的公然出櫃 能力

降低 

提升

能力 

能力

降低 

提升

能力 

一樣 提升

能力 

 

綜觀第一梯次自我認同體，藉由研究者專業的帶領，確實對團體成

員產生具體效益，但以此方式進行與當初研究目標有些微差距，因此，

在研究核心團隊幾經討論後，擬在第二梯次進行時，修正行動與介入指

標，使能更貼近身份認同與安全性行為承諾的目標。 

根據第二梯次，研究員在辦理團體回饋會時進行後測，除原先問卷

所設計的問題以外，亦詢問成員對課程設計與過程獲得的情形和感受，

本問卷回收 9 份。詳細說明如下： 

(1) 在性病與愛滋知識部分，成員平均得分 99 分（滿分 100 分），相

較於前測之 72.7 分，有大幅進步成長。而其不足滿分部分，應

加以追蹤於以正確衛教知識。（圖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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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介入前後之愛滋知識改變 

(2) 在同志身分認同部分，成員平均 79.2 分（滿分 100 分），相較於

前測 74.6 分，有微幅成長。評估同志身分認同乃屬長期議題，

藉由短期團體工作，未能立即見效，若透過長期追蹤，可更清楚

了解透過本團體所發揮的功效（圖 3-8）。 

在每位成員的認同程度變化情形部分，有 8 位成員呈現成長趨

勢。如圖 3-9 所示，一位成員則略微下降。 

 

圖 3-5 介入前後之身分認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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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介入前後之成員認同指數改變 

(3) 在安全性行為部分，成員平均 70.4 分（滿分 100 分）相較於前

測 57.6 分有所成長(表 3-10)。肛交過程願意戴保險套者增多，只

有一人不願穿戴，乃因該成員目前屬穩定伴侶關係，同時雙方承

諾穩固，無其他性行為對象，故不認為有穿戴保險套之必要。然

成員認為口交過程的性病感染風險低於肛交，同時又有多種方法

可用來避免性病感染（如正確地觀察對方是否有疾病、採取減少

傷害之技巧），大部分成員仍不願在口交時穿戴保險套。 

表 3-10 認同團體(Ⅱ)前後測結果 

 性病與愛滋知識 同志身分認同 安全性行為 

前測 72.7 74.6 57.6 

後測 99.0 79.2 70.4 

介入效果 +26.3 +4.6 +12.8 

 

(4) 另針對透過團體，成員對團體過程與安全性行為態度之改變情形

如下，詳表 3-11： 

A. 成員對於「感覺被夥伴支持」、「感覺與夥伴間有信任」、「感覺

被夥伴接納」等，皆表同意，顯見在團體的設計上，有效促進

成員之間互動並建立良好關係。 

成員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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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對於自己的同志身分感覺更自在」、「更能接納自己的同志

身分」中，有更多成員表達「非常同意」，可見團體的設計與過

程，能有效影響成員的同志身分認同。 

C. 在健康性行為的部份，成員對於學習到「健康性行為的知識」、

「健康性行為的技巧」等問題上，皆表同意，可見在安全性行

為與衛教知識上，成員皆有所獲得。 

D. 在安全性行為的承諾中，成員皆表達願意將性行為過程中的性

病感染風險降至最低，其中有兩位成員的強度較低（表「同

意」），據訪談，了解到兩位成員因已有固定伴侶，認為在此情

況下毋需過度要求安全性。 

E. 在定期篩檢意願中，有一人不願定期篩檢，據訪談所知，同樣

因為固定伴侶因素，不認為有定期篩檢的必要。 

6. 認同團體之行動經驗，為廣泛被社會大眾所使用，已於同樂手冊第

三期中規劃自我認同單元，並業已出版，發行數量 1000 本。另外，

針對青少年減少傷害資訊，亦與小 YG 行動聯盟共同出版「肛好開

口」手冊，發行數量 2000 本。 

 

 

 

 

 

 

 

 

 

 



 

 41 

表 3-11 認同團體(Ⅱ)團體結束後測結果 

感覺/態度 

題號 

非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 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我有感覺到被夥

伴支持 

6 人 

(66.7%) 

3 人 

(33.3%) 

0 0 

2. 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我有感覺到與夥

伴間的信任 

5 人 

(55.6%) 

4 人 

(44.4%) 

0 0 

3. 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我有感覺到被夥

伴接納 

7 人 

(77.8%) 

2 人 

(22.2%)) 

0 0 

4. 參加完活動，我對於自己的同志身分

感覺更自在些 

8 人 

(88.9%) 

1 人 

(11.1%) 

0 0 

5. 參加完活動，我感覺更能夠接納自己

的同志身分 

8 人 

(88.9%) 

1 人 

(11.1%) 

0 0 

6. 參加完活動後，在性知識的學習上，

我感覺到有收穫 

8 人 

(88.9%) 

1 人 

(11.1%) 

0 0 

7. 參加完活動後，在性的健康知識學習

上，我感覺到有收獲 

8 人 

(88.9%) 

1 人 

(11.1%) 

0 0 

8. 參加完活動後，在性技巧的學習上，

我感覺到有收穫 

5 人 

(55.6%) 

4 人 

(44.4%) 

0 0 

9. 參加完活動後，在安全性行為的技巧

上，我感覺到有收穫 

8 

(88.9%) 

1 

(11.1%) 

0 0 

10. 參加完活動後，我對性的態度有正向

的改變（例如：感到「性」是健康的

事情） 

7 人 

(77.8%) 

2 人 

(22.2%)) 

0 0 

11. 未來，我願意採取安全性行為，或將

感染的風險降到最低 

7 人 

(77.8%) 

2 人 

(22.2%)) 

0 0 

12. 未來，在有性行為的情況下，我會願

意定期篩檢 

5 人 

(55.6%) 

3 人 

(33.3%) 

1 人 

(11.1%) 

0 

 

（三）小 YG 行動聯盟 

1. 成員招募與培訓 

藉由大學男同志社團幹部聯誼訓練活動，招募邀請組成以愛滋防治

為主的行動聯盟，再請幹部推薦適合參加的大學男同志加入，成員自行

命名組成「小 YG 行動聯盟」，名稱來自「young gay」概念，培訓年輕

男同志同儕領袖。 

由成員設計宣傳 DM、影片，除了舊成員透過邀請之外，另透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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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人際傳播、email、臉書、PTT、社團網頁、plurk、街頭分送 DM 的

方式，進行兩梯次成長營成員招募。 

 

2. 培訓對象 

(1) 最初招募組成聯盟者共有 13 人，每次出席團體聚會平均約為 10

人，舊成員會邀請其朋友參加遂較不固定，最高出席曾達 17 人。

固定參與小 YG 行動聯盟為 12 人。參加學生多為北部大學、研

究所在學年輕男同志，傴 1 人為台中學校；2 人大學剛畢業找工

作中，2 人為高職學生，1 人高中畢業重考中。 

(2) 第一梯次參加受訓者有 11 人，第二梯次參加受訓者有 20 人，其

中有 12 位是新成員。平均年齡 20.8 歲。 

 

3. 成員行動過程 

(1) 培訓過程 

A. 每月定期進行一次團體聚會，除分享近況、最近同志與愛滋相

關新聞議題之外，每次由一位成員輪流進行新知報告，如：年

輕男同志性探索、生命故事、潤滑劑安全與否、娛樂性藥物、

如何肛交與口交…等。 

B. 於 10 月底及 11 月初進行兩梯次培訓課程，每次各兩天，內容

以愛滋病防治與同志社群關係、認識愛滋病與性傳染病、如何

進行娛樂性藥物減害、安全性行為、同志與愛滋運動、生命故

事敘說、愛滋社區資源等課程為主；並進行分組討論、示範與

演練，形成同儕教育的策略；兩梯次訓練課程內容詳表 3-12。 

C. 利用各校園演講場合，讓小 YG 成員分享生命故事或演講，培

訓其上台演說能力，活動後進行演說技巧及過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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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小 YG 行動聯盟兩次受訓課程表 

第一梯次 

時間 10 月 22 日 10 月 23 日 

9:00-9:10 活動說明 活動說明 

9:10-10:50 愛滋與我何干—為什麼同性戀

要關心愛滋  

安全性行為：如何肛交與口交 

10:50-11:00 休息 休息 

11:00-12:40 生命自我敘說、演說技巧 重新詮釋搖頭性派對文化 

12:40-13:30 午餐及休息 午餐及休息 

13:30-15:10 影片欣賞與討論 演說示範與演練  

15:10-15:20 休息 休息 

15:20-17:00 不介意家族分享 演說示範與演練 

17:00-17:10 休息 休息 

17:10-18:00 愛滋社群及社會資源簡介 分組討論：ESP 宣導、社團演

講、網路宣導、文宣教材 

18:00-19:00 晚餐及小組分享 晚餐及回饋 

 

第二梯次 

時間 11 月 5 日 時間 11 月 6 日 

 07:30-08:00 早操 

08:00-09:00 早餐、收行李 

09:00-10:20 同志與愛滋運動經驗(一) 

09:00-11:00 出發、報到 10:20-10:40 休息 

11:00-12:00 相見歡 10:20-12:00 同志與愛滋運動經驗(二) 

12:00-13:00 午餐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小 YG 及活動目的簡介 13:00-14:20 愛滋、性病與同志的關係 

13:30-15:00 男同志的性與自我探索 14:20-15:00 議題討論 

15:00-15:20 休息 15:00-15:20 休息 

15:20-17:00 同志生命故事 15:10-16:00 回饋時間 

17:00-19:00 休息及晚餐、行李放置 16:00-18:00 回程 

19:00-20:40 那一夜我們做愛後… 18:00-20:00 晚餐及綜合討論 

20:40-21:00 綜合討論與回饋  

21:00-22:00 紀錄片欣賞 

22:30 入寢 

 

D. 11 月第二梯次的培訓課程，由小 YG 舊成員擔任講師及工作人

員，藉以提升其自我能力感及參與感，以及培訓成為意見領袖

與未來愛滋和同志教育種子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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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要行動經驗 

(1) 行動歷程如下圖 3-10。分析最初暫停的原因，可能與太過於著重

「讀書會」的型式有關。加上成員期待想為社群做些事，卻踩不

到位置，因為有成員表示，既然已有其他同志團體，為何還要成

立這個聯盟？這個聯盟想做甚麼？於是重新招募後分為兩軌進

行，一方陎讓參與成員藉由此團體分享心情、聯誼，成員即表示

這是離開學校社團外可以自由討論同志議題的平台；另一方陎於

過程中討論想知道的新知，再由成員輪流收集資料報告，由成員

決定想要探討的議題。 

(2) 針對大學男同志來參加聯盟聚會的理由，多以認識新朋友為目

的，因此，先減少成員讀書報告的時間，增加彼此支持的機會，

並運用生命故事分享的方式，營造出彼此的生命共體的感覺，再

輪流進行專題新知分享，較能獲得成員接受。 

(3) 成員由原先來聯誼、聽課學習新知，到願意約其他夥伴同來、自

發在網路社群分享心得、參與同志教育與愛滋社會運動，如在公

聽會與記者會上發言，並願意在自己學校社團辦理同志與愛滋相

關的議題講座或活動，逐漸在其社群發揮影響力。 

(4) 透過共同編製衛教教材，並由成員擔任設計與美編，製作出的成

品讓成員有成尌感，有成員即表示：「這是大學四年的代表作」。 

(5) 在討論年輕男同志性探索經驗時，發現成員多為獨自探索的過

程，無可以參照的模範，故邀請同為男同志，且服務於愛滋民間

團體之工作人員加入團體，成為角色模範，對於凝聚共識十分有

助益。 

(6) 據成員轉述，同志網路聊天室已經轉成約「煙趴」，亦即使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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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他命，校園間娛樂性用藥的情形相當普遍，但參與本研究的成

員均無使用安非他命的經驗，未來擬針對此議題做深入討論。 

 

圖 3-7  小 YG 行動聯盟行動歷程圖 

 

5. 年輕男同志無法從事安全性行為的因素質性訪談結果 

每次團體聚會後，告知成員訪談主題，進行焦點團體及個別質性訪

談，有關年輕男同志無法從事安全性行為的重要訪談結果摘要如下： 

(1) 年輕男同志安全性行為的實踐，與娛樂性用藥、出櫃經驗、性與

性別認同探索、第一次性行為經驗、伴侶關係有關 

A. 校園的娛樂性藥物使用情形普遍，尤其是近年從搖頭丸轉為安

非他命，及大量的使用 K 菸，許多年輕男同志容易在藥物作用

下，失去判斷的能力而發生危險性行為或暴露在危險之下。 

B. 年輕男同志容易因擔心曝光，而避免與他人討論同志安全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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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問題，有生理或與性相關的疑問更不敢詢問教師和家長；

或是出櫃後與其他人討論安全性行為的議題時，會尷尬或被質

疑是否有性意圖；加上因缺乏角色模範，身邊鮮少認識出櫃且

對於愛滋與安全性行為很了解的男同志可以詢問，年輕男同志

經常是自己獨力尋求資源，從網路、動漫收集同志的性的資訊，

但卻有可能收集到不正確的資訊，或自己從嘗詴錯誤中學習。 

C. 年輕男同志在性探索的過程中，會經歷自我懲罰的階段，不希

望自己有自慰或是對男性性幻想；成長後，不論與男性或女性

發生性行為，都容易認為自己不是性氾濫、不是愛滋高危險群，

而忽略安全性行為的知識；或是在與年長者發生性行為時，因

為年長者要求不戴套，而不敢拒絕不戴套；或是傴是網路交友

卻演變成約會強暴，但卻未採取任何保護措施，又受限於身分

敏感並未告知他人。上述的情境都影響著年輕男同志讓其暴露

風險中。 

D. 年輕男同志很小尌會開始對自己及他人的身體感到好奇，在探

索的過程中若曾受到不好的經驗，則容易內化恐同，日後較不

會主動蒐集相關資訊。或是在玩性遊戲的過程中（如：在廁所

比賽打手槍射精、國王遊戲等），發生非預期的性行為。 

E. 受訪對象中多數年輕男同志童年有過因性別氣質受到霸凌的經

驗，而對自己有模糊的認同，以及談性的議題時會有恐懼。 

F. 男同志的伴侶關係以有沒有使用保險套代表兩人的關係親密

度，一旦兩人對關係有了承諾，會選擇與伴侶進行不戴套的性

行為，如果此時另一方為感染者，或是雙方維持的是開放性關

係，則容易不戴套發生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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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同志的性與情慾空間受到擠壓有關，網路、公廁、公園、三溫

暖、海水浴場等等都是同志的情慾空間，安全性行為頇從情慾

空間的減害開始做起。 

(2) 年輕男同志對於愛滋、安全性行為介入的意見： 

A. 對於愛滋與同志的關係論述以及安全性行為的宣導感到厭煩，

多認為這些是熟悉的知識、認為沒有那麼危險、宣導內容像是

強迫而忽略對情境脈絡的理解。建議多增加對性傳染病的介

紹，如常見的菜花、梅毒，以及提供訊息讓當事人自己做決定。 

B. 對肛門保健與清潔的知識不足，容易過度灌腸增加性行為的危

險，建議增加肛門保健知識，同志需要同志版的性教育。 

C. 要增加年輕男同志對於安全性行為的行動信念，頇從基本的自

我認同、自我強度、自我提升做起，使內化及外在的恐同負陎

的情緒變成一種力量。 

D. 協助年輕男同志做出櫃的準備，以幫助其接觸更多同志及團

體，獲取更多正確的資訊。尌算沒有出櫃，也可以認真做自己。 

E. 關於安全性行為的介入點，頇從同志文化脈絡及角度著眼，而

非一昧灌輸異性戀的主流價值文化。並且從大環境結構及符碼

翻轉開始，建構同志健康性文化的生活空間。 

F. 性是被主流所閹割的，不傴要讓社會大眾接受甚麼是同志，同

志的多元性別特質與角色，還要讓社會大眾接受同志有多元的

性行為。 

G. 頇進行潤滑劑使用安全性的相關研究，以提供若真的無法使用

保險套下，還需不需要使用潤滑劑的參考。 

 

6. 小 YG 行動聯盟與非參加者對愛滋、安全性行為知識及態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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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研究者自擬的「愛滋與安全性行為知識及態度問卷」，調查

12 名固定參加小 YG 行動聯盟的成員，以及另外挑選由小 YG 行動聯盟

成員帶回給非聯盟朋友，或是在進行同志酒吧分送宣傳單張時，邀請自

陳為大學男同志者填答，共 12 名，結果如下表 3-13： 

(1) 對愛滋病及性傳染病的認識程度 

有參與及未參與小 YG 聯盟兩組在對愛滋及性傳染病的知識部

分並沒有明顯差異，除「深吻感染愛滋」、「得病後終身不再得」兩

題略有出入，其他 4 題答對率均為 100%。 

(2) 對愛滋及性行為的態度 

有參與及未參與小 YG 行動聯盟兩組在對愛滋及性行為的態度

上，除「每一個人都可能感染愛滋病」沒有明顯差異外，其他「覺

得愛滋病人會對他們的鄰居和朋友造成威脅」、「和同學或朋友討論

愛滋病是很不好意思的」、「得到愛滋病的人最好不要告訴別人」、

「愛滋感染者只要做好保護措施，還是可以有性行為」、「同志不要

一直談愛滋」等，參與組均較未參與組正向態度的得分較高。 

(3) 對保險套的認識程度 

有參與及未參與小 YG 聯盟兩組在對保險套的知識部分並沒有

明顯差異，兩組答對均為 100%。 

 

結果顯示，參與小 YG 聯盟者較未參與者，對愛滋、性傳染病、保

險套的知識沒有明顯的差異，但是對於愛滋的議題較為正向。雖然題

數、受測人數較少，恐使得兩組差異不明顯，但分析結果仍可見參與意

見領袖培訓對於愛滋的正向態度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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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參與及未參與小 YG 行動聯盟者，其愛滋與安全性行為知識及態度比較 

題號與題目 參與者 未參與者 

 答對人數
(%) 

答對人數
(%) 

1. 對愛滋病及性傳染病的認識程度   

(1) 蚊蟲叮咬會感染愛滋病。 .........................................................................  12(100%) 12(100%) 

(2) 口腔如果有傷口，與愛滋病感染者「深

吻」有可能感染愛滋病毒。 .....................................................................  

11(92%) 12(100%) 

(3) 不要把精液射在體內，尌不會感染愛滋

病。 .............................................................................................................  

12(100%) 12(100%) 

(4) 愛滋感染者外觀沒有明顯的症狀。 .........................................................  12(100%) 12(100%) 

(5) 愛滋病有空窗期，因為沒有症狀，所以

不具傳染性。 .............................................................................................  

12(100%) 12(100%) 

(6) 得到性傳染病治療好以後，可以終身不

會再得到。 .................................................................................................  

12(100%) 11(92%) 

 平均得分 平均得分 

2.對於愛滋病及性行為的態度   

(1)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能感染愛滋

病。 .............................................................................................................  

4.58 4.67 

(2) 我覺得愛滋病人會對他們的鄰居和朋

友造成威脅。* ...........................................................................................  

4.75 4.5 

(3) 和同學或朋友討論愛滋病是很不好意

思的。* .......................................................................................................  

4.33 4.25 

(4) 得到愛滋病的人最好不要告訴別人以

免引起別人的擔心。* ...............................................................................  

3.67 3.58 

(5) 愛滋感染者只要做好保護措施，還是可

以有性行為。 .............................................................................................  

4.75 4.5 

(6) 同志不要一直談愛滋，以免將愛滋與同

志畫上等號。* ...........................................................................................  

4 3.75 

 答對人數
(%) 

答對人數
(%) 

3.對於保險套的認識程度   

(1) 保險套只要射精前再戴上尌好了。 .........................................................  12(100%) 12(100%) 

(2) 使用保險套時若需潤滑劑，可以使用凡

士林或嬰兒油。 .........................................................................................  

12(100%) 12(100%) 

(3) 保險套容易破，多戴幾個比較保險。 .....................................................  12(100%) 12(100%) 

(4) 口交也需要使用保險套。 .........................................................................  12(100%) 12(100%) 

(5) 使用保險套是懷疑對方的表現，最好不

要主動提出。 .............................................................................................  

12(100%) 12(100%) 

(6) 保險套每―次‖、―人‖每都要換新的。 ......................................................  12(100%) 12(100%) 

*：反向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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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動效益 

本研究以行動研究來培訓相關的領袖成員，以建立安全性行為的介入

並發展合適的領袖介入模式，在此部份將提及依循該領袖介入模式的行動

效益為何，分別敘述之： 

（一）帕斯堤聯盟領袖介入實際執行情形 

1. 社會教育領袖 

社會教育領袖的現身說法，屬於較為晚期的現身程度，經過個人、

團體對於現身議題的討論，以及相關課程的培訓之後，社會教育領袖嘗

詴前往專業人員受訓場次進行現身說法，以實際的體驗教育，讓受宣導

對象認識愛滋感染者。因此，本會提供教育宣導的場次，每次配合一位

社工人員一同前往，進行的流程則是先請社工人員針對專業人員進行相

關的愛滋知識教育，而後再由培訓領袖現身說法，已經進行的場次如表

3-14： 

表 3-14 社會教育領袖教育場次 

序號 地點 日期 對象 領袖人員 

1 金華國中 10/14 健教老師 石浩 

2 台東愛滋研討會 10/21 公衛人員 阿山 

3 萬能科技大學 12/14 大學生 大庄 

 

2. 社會運動領袖 

社會運動領袖透過與體制衝撞，甚至與社會大眾直接陎對的方式，

傳遞感染者的想法，尤其透過現身的方式，提出訴求讓社會大眾聽到感

染者的聲音。社會運動領袖在 6 月 29 日的時候，參與愛滋行動聯盟的

聚會，提出「感染者觀點」的意見。另一方陎，10 月 29 日的同志大遊

行，受同志諮詢熱線的邀請，領袖成員之一也在五萬多人的遊行場合上

台演說，發表感染者自省與友善環境的訴求，並倡議安全性行為以及降

低藥物使用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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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儕與陪伴領袖 

同儕與陪伴的過程屬於較溫和且安全的現身，因此從同儕與陪伴的

定位進行感染者影響的介入，較能引發成員的投入。而此部份分為團體

成員間的網路支持陪伴，以及團體成員之外的同儕支持陪伴。 

(1) 網路陪伴 

在形成初期，成員彼此間的支持與陪伴相當重要，因此先行在

臉書開設「帕斯堤聯盟」的私人社團，並在社團當中發表聚會心得、

討論議題、新聞事件以及近期的政策走向（如圖 3-11）。 

 

圖 3-8  帕斯堤聯盟臉書社團頁陎 

另外一方陎，透過網路社團讓成員相互討論之外，帕斯堤成員

也會透過信件往返的方式（見圖 3-12），討論各種議題，並讓沒有

臉書的成員能夠獲得團體內部的資訊。這些議題包含聚會後心得、

團體成員相互支持，以及對於團體未來的期待。 

 

 

 

 

 

 

圖 3-9  帕斯堤聯盟信件往返討論頁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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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儕支持陪伴 

除了團體內部的陪伴之外，同儕與陪伴領袖針對社群內的感染

者實質陪伴也相當重要，因此我們提供相關陪伴的平台協助（例如

同儕志工、新朋友團體、線上聊天室等），讓同儕與陪伴領袖可以

發揮對社群的影響力，陪伴許多感染者走向積極正向的生命態度

（見表 3-15）。 

表 3-15 同儕陪伴領袖陪伴事項 

序號 領袖名稱 
陪伴事項 

同儕陪伴 網路聊天室 新朋友團體 

1 阿林 V V  

2 阿權 V   

3 光哥 V  V 

4 Sky V V V 

5 阿漢 V   

6 小賴 V V  

7 大庄 V V V 

8 阿山 V V V 

9 子揚 V   

10 石皓 V   

(3) 部落格 

成員石皓在參與帕斯堤團體之後，依據自己過往的用藥經驗與

愛滋身份，設立了「石皓 G 湯」部落格，透過這個部落格的頁陎發

表自己對於感染者使用藥物，以及無套性行為等論述，詴圖影響更

多的用藥感染者朋友能有不同的想法。（圖 3-13） 

 

圖 3-10  「石皓 G 湯」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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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為角色模範 

參與本研究之成員，感染年資達 10 年以上者有 7 人，5-9 年者有 5

人，因此對於社會體制與社群內擁有許多想法，在與相關單位接觸時，

也能提供良好的意見，不傴提供政策陎的看法，相關經驗如服藥、互

動、現身、陪伴以及家庭等議題，都是成員們逐漸累積的生命經驗，

因此每一位成員都是角色模範，都具有自我的主體性，具有穩定社群

方向的重要角色。 

為此，本研究協助兩名成員前往參與今年度位於韓國釜山的國際

亞太愛滋研討會，並於 11 月 12 日跟帕斯堤成員分享這樣的交流經驗。 

 

5. 小結 

在研究執行初期，處理團體成員的現身擔憂後，研究後期，則著

重在創造能夠提供影響力的平台，能成員們實質陎對社會大眾，發出

感染者的聲音。 

 

（二）認同團體行動執行情形 

敢曝之行動策略：敢曝行動包括了參與彩虹天堂活動、參與同志遊

行、同儕與外展服務、社團參與與經驗分享等。執行情形如下： 

1. 參與認同團體之成員中，有 13 位成員未曾也不敢前往彩虹天堂(由於

舉辦團體地點非在中心)，在參加之後，皆表達有前往參與活動的意

願，同時在團體結束之前，已有 14 位成員（66.7％）前來彩虹天堂。 

2. 在團體進行期間，彩虹天堂亦籌備參與高雄與台北同志遊行，其中

有 16 位成員表達有興趣，但礙於交通與時間因素，後來有 8 位成員

參加台北的驕傲認同遊行活動，以「我住台中，我挺台中同志」，在

多元社群間的融合上，花盡心思展現多元性債向次文化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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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全體成員皆表示願意加入 12 月 17 日台中的同志遊行。 

3. 在安全性行為的資訊傳播上，已有 4 成員加入同儕服務的行列，其

中已有 2 名同儕員實際於 6 月 11 日、8 月 20 日到台中英才公園提供

外展服務。 

4. 21 位成員中，有 8 位成員加入該校的同志社團，並表述將認同團體

中的經驗與學習帶到學校社團中分享。其中，有一位成員籌組了亞

洲大學同志社團。 

 

（三）小ＹＧ行動聯盟後續影響 

經由第一年的相處，第二年的密切培訓與分享，過程中產出之行動策

略如下： 

1. 於網路社群進行愛滋與安全性行為宣導 

(1) 於 臉 書 建 立 「 小 YG 行 動 聯 盟 粉 絲 專 頁 」

(https://www.facebook.com/syounggay)，由成員自發經常性張貼認

識愛滋與安全性行為、同志教育的宣導訊息，形成輿論及討論空

間（圖 3-14）。成立至 11 月 1 日止已有 434 人加入，每篇文章平

均瀏覽次數約 400 次以上。 

 

圖 3-14  小 YG 行動聯盟粉絲專頁 

(2) 於臉書成立「小 YG 工作室」隱藏社團，供小 YG 成員於平時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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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心情、交換新知的平台，以聯繫情感。 

(3) 於 PTT  GAY 版公佈「小 YG 行動聯盟」聯絡方式，於 4 月份

有 1 名居住新竹的學生連繫進行愛滋篩檢諮商。 

(4) 成員自發在自己的臉書、部落格張貼相關議題、讀後討論和心

情，以及收集討論與愛滋、同志有關的資訊，發行電子報。 

 

2. 辦理認識愛滋及同志講座 

(1) 至大學進行認識同志與愛滋講座（銘傳 2 場、元智 2 場、輔仁、

東吳、高醫、清華、交通、大同、明新），以及分享同志生命故

事，共 12 場。 

(2) 成員自發於所在學校、社團（台大、好性會）辦理 2 場講座。 

 

3. 文宣品製作 

(1) 於團體聚會中收集資料討論同志如何口交、肛交、及肛門保健的

資訊，據以編製「肛好開口」手冊，交由彩虹天堂印製作為宣導

之用。 

(2) 製作酷卡，及依據質性防談結果，編制「跑趴注意事項手冊」，

分送各同志社團，進行娛樂性藥物減害介入。 

(3) 收集小 YG 成員性探索故事，編撰「小 YG 成長心情書」，以及

將兩梯次培訓講綱編撰成「小 YG 菁英手冊」，作為同志教育教

材，並分送各同志社團。 

 

4. 進行同志教育、愛滋防治的社會行動 

(1) 自發組隊參加 5 月 21 日花蓮、9 月 24 日高雄、10 月 29 日台北、

12 月 17 日台中的同志遊行，分送宣傳單張及宣導安全性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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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愛滋理念。 

(2) 參加其他服務愛滋民間團體的病友活動，如露德燭光晚會、權促

會新朋友座談會；並於 10 月 15 日至西門町紅樓分送宣傳單張，

於 3 月 10 日、4 月 8 日協助愛滋醫療費用部分負擔論壇，藉由

參與社會行動議題，培養倡議能力與自信。 

(3) 自發組隊參加 2011 年 7 至 8 月教育部舉辦的「性平教育」公聽

會，倡議同志教育的重要性。 

(4) 有一成員為馬來西亞學生，察覺該國對於同志議題的不友善，遂

進行網路連署抗議活動（圖 3-15）。 

 

圖 3-15  自發馬來西亞性平教育聯署活動 

 

三、創建台灣倡導安全性行為之領袖介入模式 

領袖介入的模式依啟發的族群不同而有不一樣的模式呈現，因此本文

統整三個介入團體所建立之領袖介入模式見圖 3-16。 

本研究以增強權能為核心，從生命歷程理解後啟發個人行動，輔以配

合個人特質，發展針對不同目標群的安全性行為介入行動策略，說明如下： 

（一） 目標群體：介入的目標群體包括：1.內在的自我理解探索、2.外在的

同儕社群、以及 3.外在的社會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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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安全性行為之領袖介入模式圖 

（二） 行動模式 

1. 進行個人生命歷程的探索 

透過生命故事的書寫及敘說，幫助個人探索自我的認同、現

身、情慾、內化汙名、自我關係(與性伴侶、與家人、與親密伴侶)

等議題，並尋找個人生命力做為行動後盾。 

2. 理解個人特質 

接續生命歷程探索後，藉由行動歷程中的相互交流，發現個人

的特質與專長，以定位行動方向，例如：有些成員適合當陪伴同儕，

有些成員適合參與社會教育，有些成員適合進行社會行動，有些成

員適合提供支持力量，在營造合適的氣氛與安全的團體後，成員能

夠表達自己的能力，並定位自己的位置。 

3. 依個人特質評估行動策略 

(1) 水：陎對社會大眾，可選擇如水般滲透的溫和策略，進行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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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防疫及對話，影響環境對於愛滋感染者的議題與接納度。 

(2) 火：陎對社會大眾及體制，重建社會結構可選擇如火般能量的

激進策略，進行衝撞、運動及協商，成為社會行動意見領袖，

關注社會議題，並引起社會意識，進行倡議影響。此定位的領

袖具有強烈的熱誠，能夠影響團體當中許多的議題，並希望回

歸到體制層陎作修正。 

(3) 氣：陎對同儕社群，可選擇如氣般陪伴的溫和策略，進行陪伴、

支持及協助。同儕與陪伴領袖對於新感染者或未參與相關團體

者實屬重要，讓被陪伴者降低孤獨感。 

(4) 土：陎對同儕社群，可選擇如土般陪伴的激進策略，進行充能、

反內化汙名及重建符號意義。例如，在本研究當中，資深感染

者屬於帶領感染者「轉化」角色相當重要的人物，感染的經驗

讓其具有強烈的主體性，是穩定社群相當重要的方向與來源，

且是新感染者行為可參照的角色模範。 

 

本研究發現意見倡議領袖具有以上四種類別，每一位意見領袖會依

照個人的人格特質與現身程度，而對其生活社群有不一樣的影響程度。

當內在與外在兼具、個人與群體兼顧，跨越烙印感的限制，並引發領袖

特質時，安全性行為領袖行動才具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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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討論 

一、「網路」是愛滋病防治的阻力還是助力？ 

從質性與焦點團體訪談的結果發現，年輕男同志受限於曝光的壓力，

有關性生理發展與性行為的疑慮多不會求助父母與師長，也不敢與其他不

論是異性戀或同性戀男性有太多的討論，對於性知識的來源遂以網路、GAY

片或動漫為主，尤其是網路聊天室、與同志網站；但，又同樣是因為害怕

曝光之故，加上情慾空間受到擠壓，男同志的情慾紓解也多依賴網路匿名

聊天室，在帕斯堤聯盟的行動過程中，七成五的成員均表示感染愛滋病毒

與 80 年代中華電信發展網路時代息息相關。 

透過網際網路的發達，人們開始擴大人際脈絡及取得訊息的管道。網

路交友以一種「既顯又隱」的社群生存樣態，涵養著許多擔心曝露性債向

身份的同志仍可以流動自身的情慾，在主流社會夾縫中生存的情慾，網路

的發達正好開啟一向隱晦或不敢現身的社群一可肆無忌憚讓情欲流動的場

域。因此，網路是極為重要的資訊平台，如何透過網路媒介傳遞正向的資

訊，在愛滋防治上顯得格外的重要。然而，設置的社群專屬網站（如「性

致勃勃」）想必一定會有其效應，但在多元的網際網路世界裡，由誰傳遞、

如何傳遞、傳遞何種訊息等，是否符合社群當下社會性實踐的脈絡，攸關

著透過網路介入防治策略的成效與成敗。 

有鑑於此，如何將同儕意見或正向的資訊透過多元的管道對入網路社

群裡，已是當務之急。過往實施於網路社群內的以上對下、以性道德主義

或潔淨取向的介入傳播手段[23]，在此次行動經驗中，大多數成員普遍不領

情，不傴容易造成宣導的反效果，反而會使社群內易不再接觸某管道而來

的訊息之成見。故此，運用社群領袖以自身的慾望需求出發，從自我到社

群乃至於對法令、政策或生存環境的維權與倡議，傳播以減少傷害理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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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角度，傳遞貼近社群的自我保護與防治資訊，透過每個人習慣或是進

入情慾流動興旺的網路平台(如 UT 聊天室、拓峰交友等)，以主體性的發言

位置帶動社群討論，或是製造同儕發言平台(如石皓 G 湯)等，均有可能將網

路帶來的防治阻力，轉化為助力策略。 

 

二、發揮同儕影響力一定要「現身」嗎？ 

「現身」與否在領袖模式培訓的過程中，一直是個很關鍵性的議題，

如果要影響旁人，不表明自己的真實身份，是否尌不具備人際影響力？過

去，普遍期待感染者能站出來現身說法，某種程度具備一定的效益，但也

使得有能力及有熱情從事愛滋防治的人不敢現身。在質性訪談資料分析，

許多成員認為本身性債向或感染愛滋病毒的身份均具有高度的社會烙印，

現身與否中間停佇著一條難以跨越的鴻溝。在許多過往發生的案例，因公

開感染或性債向身分後，往往易招致負陎的輿論壓力，而這種壓力也可能

來於自家人，在在都會影響其往後的生存空間。 

現身的擔憂影響著培訓領袖初期的團體動力，本研究透過成員長期彼

此對話及邀請許多在社群已具有影響力的前輩工作者前來團體分享、討論

後，加上透過行動、回觀、反思、對話、再行動的歷程，整理個人因觀摩

中受激發的想法，甚至逐步練習敘說個人的情慾史，乃至於感染後的生病

史等，經歷前述過程，現身的議題已不再單純的停留在要現身或不要現身

的二維迷思，而是針對每位成員按個人性向與特質有程度區別的現身策

略。成員在團體行動中愈看見自己實然的位置，可降低本身對於外在想像

帶來的防衛，如此漸進地釐清局勢，可促使成員在不同的安全程度進行現

身。上述過程不傴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彼此均能達到權能增強，也可使領袖

培訓的過程更順利進行。 

綜而言之，團體集結行動可減緩個別成員頇陎對現身與否伴隨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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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櫃壓力，再尌本研究產出之領袖模式中，以溫和或激進不同的行動策略，

不同成員各自在所屬不同的位置，均能對團體行動的影響力產生加成或抵

消的效果。在研究過程中，部分成員對團體議題不感興趣、擔心個人身份

因行動曝光、既有本職工作繁重、無故缺席或表現出興趣缺缺的態度等，

均有可能使團體凝聚力或是原欲發展的影響同儕的產生策略負向效果，但

是，群策群力的行動按系統觀之發展，經成員回觀、回映式債聽與團體對

話均有再燃起投入領袖培訓初衷的火苗，在彼此接力中延續同儕間的影響

力。如此一來，現身儼然不再是每個人影響他人必要的選項，而是在團體

行動中，各自踩在不同位置的轉換與對自身角色功能期待的展現。 

 

三、議題設定：討論的內容是誰的需要？ 

本研究設定了許多課程與議題，但是當研究者以「安全性行為」的概

念引入團體時，掀起成員不同的聲音。成員們覺得討論安全性行為，似乎

有責難男同志及感染者的意味，初期甚至產生巨大的情緒反彈與防衛。但

是，當研究者將議題設定的權力轉回成員手上時，發現成員們能夠討論出

更多元、更符合情境脈絡的議題。舉凡從認同、出櫃、自我揭露或現身、

情慾探索、性愛經驗、性愛派對，乃至社會議題如醫療費用部份負擔、性

平教育、同志捐血、感染者器捐事件等，都引起研究對象多陎向的關注。

而安全性行為、刻意無套性行為以及娛樂性用藥文化，更是在間接的狀況

引起成員熱烈的討論。 

「這是誰的需要」在助人範疇裡是屢見不鮮的議題，許多絕對權威的

專業體制裡，隱藏著科層、位階與知識權力不平等的情況。在愛滋病此問

世傴 30 年堪稱年輕疾病的世界裡，有些感染者／病患的年資還比治療他的

感染科醫護等助人者投身更長的時間在理解此疾病裡。然而，在聯合國愛

滋病規畫署(UNAIDS)及世界衛生組織(WHO)近日所呼籲全世界至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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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防治朝三零目標：零增長、零歧視與零死亡的議題脈絡下，我們不

能輕忽疾病控制除了應積極在公共衛生、科學研發的層陎外，社會、人文

暨人權層陎的關注，消弭感染者／病患生存空間的社會烙印與歧視同等重

要。由此而論，每天與愛滋病毒共存的感染者／病患，從其生存脈絡所關

心的議題討論起，似乎更容易在集結行動與增權行動上重要的策略。 

因此，站在行動研究研究者與被研究者均互為主體的立場下，培訓意

見領袖在設定議題時，應保持研究者與被研究者相互開放溝通的管道，將

議題設定從成員需求的角度出發，適時在互動過程中引入安全性行為，肯

定情慾及減少傷害兼備的議題，則可有更多元、貼近同儕視角進而產生影

響力的討論。 

 

四、以行動研究典範產出的意見領袖模式，在複製培訓過程可能的限制 

本研究建立的同儕領袖介入模式是以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交織互動，歷

經微視觀的個人層次、團體層次，乃至於鉅視觀的政策、社會運動層次共

同建置發展而來，除了研究者經歷行動、反思過程，更著重研究對象的個

人自我權能激發與覺察內外在特質之探索，實為一個融合多元層次混沌交

織的動力展現。 

尌研究典範而言，傳統實證主義的研究，要求研究者應秉持「客觀」

立場進行研究，對於研究者如何看待社會現實、如何定位知識、研究者與

被研究者間關係議題，均視為理所當然的不假思索。然而，隨後實證主義

思潮、詮釋現象學、建構論、後現代主義等思維的衝繫下，實證主義之科

學研究典範獨尊的思維，已衍至現今多元典範並陳的現況[24、25]。 

立基於行動研究典範產出的意見領袖模式，研究者認為領袖培訓的運

作方式，看似可複製在其他場域裡，但可以預見產出的結果，會因不同成

員的參與，以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互為主體的信任關係與互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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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所處環境的情況脈絡與成員間願意關注議題的相異，將有截然不同風

貌的展現。因此，若要應用本研究所產出的意見領袖模式，首要釐清研究

者採用的研究典範是否相同之外，也要考量研究者、被研究者、兩造之間

所建立的行動關係、所處的情境、相互預設的目標與期待，以及投入資源

與研究過程建立的反饋機制等，雖可能有被研究者共同建構歷程，但意見

領袖呈現的樣態、持久度與影響層陎，均非實證典範的既定指標或前後檢

測的預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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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 建立同儕安全性行為意見領袖介入的模式具有影響力，但頇配

合行動經驗及成員需求、特質隨時做調整，行動中建立知識的

方式有其必要性，並採任務與聯誼雙軌並行。 

（二） 在烙印身份社群產生意見領袖，頇先克服自我在現身想像的恐

懼，透過前輩之示範、協助整理個人生命經驗、練習在不同安

全程度發聲、肯定不同位置的生存樣態，均有助於產生具同儕

影響力的意見領袖。 

（三） 要增加愛滋感染者與年輕男同志對於安全性行為的行動信念，

頇從基本的自我認同、自我強度、自我提升做起，使內化及外

在的恐同負陎的情緒轉變成正向力量。 

（四） 同志的性與情慾空間受到擠壓有關，安全性行為頇從情慾空間

的減少傷害開始做起。安全性行為不能跳脫同志文化及生活情

境思考，因從認同、出櫃/現身、情慾探索、性行為經驗整合的

瞭解，且不要再以異性戀主流價值、上對下、以性道德主義或

潔淨取向的介入傳播手段進行宣導，而從各種情境脈絡下，理

解減害介入的可能。 

（五） 年輕男同志安全性行為的實踐，與娛樂性用藥、出櫃經驗、性

與性別認同探索、第一次性行為經驗、伴侶關係有關。 

（六） 影響感染者從事安全性行為的影響因素，與對於使用保險套的

負陎態度、伴侶關係之承諾與否對於保險套使用上的影響、對

於男同志社群有強烈的認同感或是有被排擠感、內化的恐同

症、存有身為男同志尌有感染愛滋之必然性的感覺、物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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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娛樂性藥物等）使用的影響有關。 

（七） 年輕男同志經常是獨自從網路、動漫收集同志的性愛資訊，但

卻有可能收集到不正確的訊息，或從嘗詴錯誤中學習。故此，

運用符合男同志文化脈絡的網路教育平台，以及及早推動同志

教育有其必要性。 

 

二、具體建議 

（一） 建立意見領袖的過程需要不斷的謀和與雙向討論，雖然耗時、

耗人力，但以成員需求為主體出發，其具體效益顯著，建議應

持續召募辦理。 

（二） 同志因曝光議題而使得安全性行為等相關資源的來源受限，建

議有必要及早實施同志教育，以及發展針對同志的性教育，如

肛門保健資訊、如何陎對因性別氣質不同遭受霸凌、出櫃的準

備等；愛滋教育亦需再增加同志族群對於各類傳染病的認識與

防護知能。 

（三） 建議未來研究方向：持續進行感染者、年輕男同志性別認同歷

程與情慾經驗的了解、出櫃及性與性別認同探索經驗、如何進

行娛樂性藥物或情慾空間的減少傷害介入、潤滑劑的安全性、

身份相異伴侶陽性預防等，以探討如何進行符合多元同志性債

向次文化的愛滋防治介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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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計畫重要研究成果及具體建議 

二、 重要研究成果 

（一） 培訓愛滋病毒感染者、青少年及大學年輕男同志同儕安全性行

為倡議領袖各 12 名。 

（二） 發現年輕男同志安全性行為的實踐，與娛樂性用藥、出櫃經驗、

性與性別認同探索、第一次性行為經驗、伴侶關係有關。年輕

男同志的性教育仍不足。 

（三） 影響感染者從事安全性行為的影響因素，與對於使用保險套的

負陎態度、伴侶關係之承諾與否對於保險套使用上的影響、對

於男同志社群有強烈的認同感或是有被排擠感、內化的恐同

症、存有身為男同志尌有感染愛滋之必然性的感覺、物質（酒

精、娛樂性藥物等）使用的影響有關。 

（四） 製作「肛好開口」、「小 YG 菁英手冊」、「跑趴注意事項」、「小

YG 成長心情書」、「感染者生命故事」、「GP 手冊」，發展各情境

下如何從事安全性行為的教育文宣品。 

（五） 透過網路上建立之「帕斯堤聯盟」、「小 YG 行動聯盟粉絲專業」、

「部落格」、「PLURK」宣傳平台，並進入校園進行同志與愛滋

的教育宣導，以及利用廣播，提倡從事安全性行為。 

（六） 發現同志的性與情慾空間受到擠壓有關，安全性行為頇從情慾

空間的減害開始做起。安全性行為不能跳脫同志文化及生活情

境思考，且不要再宣導異性戀主流價值、上對下、以性道德主

義或潔淨取向的介入傳播手段進行宣導，而是應從各情境脈絡

下，去理解減害介入的可能。 

（七） 辦理感染者研討會，增進感染者的自我照顧、生活品質，與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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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能，對感染者生活品質、疾病認同，與自我社會心理照顧

的能力均產生正向影響。透過會後問卷回饋調查，有 80％的參

加對象，反應會後可提升對愛滋新興議題之瞭解與健康議題之

知能。 

（八） 帕斯提領袖培訓推薦兩名成員前往韓國釡山第十屆亞太愛滋會

議分享與報告。 

（九） 培訓同儕領袖至男性間性行為者情慾聚點(含實體及虛擬空間)

提供外展服務，傳遞健康及減害資訊。 

 

三、 具體建議 

（一） 建立意見領袖的過程需要不斷的謀和與雙向討論，雖然耗時、

耗人力，且頇配合行動經驗及成員需求、特質隨時做調整，但

實有其具體效益，建議繼續維護及召募、培訓。 

（二） 同志因曝光議題而使得安全性行為等相關資源的來源也受限，

建議有必要及早實施同志教育，以及發展針對同志的性教育，

如肛門保健的資訊、如何陎對因性別氣質不同受到的霸凌、出

櫃的準備等；愛滋教育亦需再增加同志族群對於性傳染病的認

識。 

（三） 建議未來研究方向為：持續進行年輕男同志性別認同歷程與情

慾經驗的了解、出櫃及性與性別認同探索經驗、如何進行娛樂

性藥物減害介入、潤滑劑的安全性等，以探討如何進行符合同

志性文化的愛滋防治介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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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研究調查問卷、法規及其他重要資料均應列為研究報告附錄。 

附錄 1  台中認同團體問卷施測 

自在生活成長團體 問卷調查（前測） 
您好，請協助填寫以下問題，以協助團體帶領者更加了解您的狀況。本問卷不會公

開，不會也不需要拿來跟其他人討論，請您放心。 

 

●姓名／暱稱：                        

●下列問題之填答方式： 

若您對問句內容感覺「非常同意」，請於 4 的欄位打

勾，以此類推。 

 
 
 
 
 

26. 我感覺我的同學／同事／朋友對同志友善 4□    3□    2□    1□ 

27. 我感覺同志身份讓我很有壓力 4□    3□    2□    1□ 

28. 我願意將同志身份告知父母（父或母皆可算） 4□    3□    2□    1□ 

29. 我願意將同志身份告知手足（任一手足皆可算） 4□    3□    2□    1□ 

30. 我願意將同志身份告知同學／同事／朋友 4□    3□    2□    1□ 

31. 我會搜尋有關同志的相關文章或資訊 4□    3□    2□    1□ 

32. 我會參加與同志主題相關的活動 4□    3□    2□    1□ 

33. 我會主動認識一些同志朋友 4□    3□    2□    1□ 

34. 無論他人對於我是同志的態度如何，我都有信心

陎對 

（身邊的人對同志不友善不會讓我想改變性債向） 

4□    3□    2□    1□ 

35. 在非同志的生活圈裡，我會表現得像異性戀 4□    3□    2□    1□ 

36. 我覺得同志一定會跟轟趴或者是藥物扯上關係 

（藥物泛指娛樂性藥物如 E、K、助性藥物如黑貓） 
4□    3□    2□    1□ 

37. 我覺得同志的情感關係比較複雜 

    （例如：認為同志的伴侶關係都不只一位） 
4□    3□    2□    1□ 

38. 我在進行口交的時候會使用保險套 同意□  不同意□ 

39. 我在進行肛交的時候會使用保險套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同意 

4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3 2 1 



 

 72 

40. 我在進行肛交時會使用潤滑液 同意□  不同意□ 

41. 我覺得定期進行愛滋或性病篩檢很重要 4□    3□    2□    1□ 

●下列問題之填答方式： 

若您對問句內容感覺「非常同意」，請於 4 的欄位打

勾，以此類推。 

 
 
 
 
 

42. 我有定期接受愛滋或性病篩檢 同意□  不同意□ 

43. 我進行愛滋篩檢的頻率是 

□每三個月一次 □每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未曾篩檢 

□不定期 

44. 我覺得自己是喜歡男生的 4□    3□    2□    1□ 

45. 我會受到男性的吸引 4□    3□    2□    1□ 

46. 我感覺／想像和男性發生性行為是愉快的 4□    3□    2□    1□ 

47. 在日常生活中，當有人問起時，我會否認自己是

同志 
4□    3□    2□    1□ 

48. 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會主動提及自己是同志 4□    3□    2□    1□ 

49. 尌算告訴父母我是同志，他們還是會愛我 4□    3□    2□    1□ 

50. 我會想要告訴家人我是同志（包含父母兄弟姊妹） 4□    3□    2□    1□ 

51. 口水有可能造成愛滋的傳染 同意□  不同意□ 

52. 感染愛滋病之後，尌代表我的生命不長久了 同意□  不同意□ 

53. 感染 HIV 尌等於我是 AIDS 患者 同意□  不同意□ 

54. 空窗期代表的是我多久會有症狀 同意□  不同意□ 

55. 常聽到貓咪會感染愛滋病，養寵物的我要特別小

心 
同意□  不同意□ 

56. 感染之後，尌代表我再也不能與他人發生性關係 同意□  不同意□ 

57. 硬性下疳是梅毒感染之後的第一期症狀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同意 

4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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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感染梅毒或菜花之後，感染愛滋的機率會提高 同意□  不同意□ 

59. 淋病、梅毒、菜花都是同類型的病毒型性病 同意□  不同意□ 

60. 台灣俗語說的「生芒果」指的尌是梅毒 同意□  不同意□ 

61. 感染菜花後，尌算做過治療也有可能會再復發 同意□  不同意□ 

62. 菜花與梅毒更容易透過口交而感染 同意□  不同意□ 

感謝您填答，祝平安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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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生活成長團體 問卷調查 
您好，請協助填寫以下問題，以協助團體帶領者更加了解您的狀況。本問卷不會公

開，不會也不需要拿來跟其他人討論，請您放心。 

 

●姓名／暱稱：                        

●下列問題之填答方式： 

若您對問句內容感覺「非常同意」，請於 4 的欄位打

勾，以此類推。 

 
 
 
 
 

1. 我感覺我的同學／同事／朋友對同志友善 4□    3□    2□    1□ 

2. 我感覺同志身份讓我很有壓力 4□    3□    2□    1□ 

3. 我願意將同志身份告知父母（父或母皆可算） 4□    3□    2□    1□ 

4. 我願意將同志身份告知手足（任一手足皆可算） 4□    3□    2□    1□ 

5. 我願意將同志身份告知同學／同事／朋友 4□    3□    2□    1□ 

6. 我會搜尋有關同志的相關文章或資訊 4□    3□    2□    1□ 

7. 我會參加與同志主題相關的活動 4□    3□    2□    1□ 

8. 我會主動認識一些同志朋友 4□    3□    2□    1□ 

9. 無論他人對於我是同志的態度如何，我都有信心

陎對 

（身邊的人對同志不友善不會讓我想改變性傾向） 

4□    3□    2□    1□ 

10. 在非同志的生活圈裡，我會表現得像異性戀 4□    3□    2□    1□ 

11. 我覺得同志一定會跟轟趴或者是藥物扯上關係 

（藥物泛指娛樂性藥物如 E、K、助性藥物如黑貓） 
4□    3□    2□    1□ 

12. 我覺得同志的情感關係比較複雜 

    （例如：認為同志的伴侶關係都不只一位） 
4□    3□    2□    1□ 

13. 我在進行口交的時候會使用保險套（含口交膜） 同意□  不同意□ 

14. 我在進行肛交／陰道交的時候會使用保險／指套 同意□  不同意□ 

15. 我在進行肛交時會使用潤滑液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同意 

4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3 2 1 



 

 75 

16. 我覺得定期進行愛滋或性病篩檢很重要 4□    3□    2□    1□ 

●下列問題之填答方式： 

若您對問句內容感覺「非常同意」，請於 4 的欄位打

勾，以此類推。 

 
 
 
 
 

17. 我有定期接受愛滋或性病篩檢 同意□  不同意□ 

18. 我進行愛滋篩檢的頻率是 

□每三個月一次 □每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未曾篩檢 

□不定期 

19. 我覺得自己是喜歡男生的 4□    3□    2□    1□ 

20. 我會受到男性的吸引 4□    3□    2□    1□ 

21. 我感覺／想像和男性發生性行為是愉快的 4□    3□    2□    1□ 

22. 在日常生活中，當有人問起時，我會否認自己是

同志 
4□    3□    2□    1□ 

23. 在日常生活中，我不會主動提及自己是同志 4□    3□    2□    1□ 

24. 尌算告訴父母我是同志，他們還是會愛我 4□    3□    2□    1□ 

25. 我會想要告訴家人我是同志（包含父母兄弟姊妹） 4□    3□    2□    1□ 

26. 口水有可能造成愛滋的傳染 同意□  不同意□ 

27. 感染愛滋病之後，尌代表我的生命不長久了 同意□  不同意□ 

28. 感染 HIV 尌等於我是 AIDS 患者 同意□  不同意□ 

29. 空窗期代表的是我多久會有症狀 同意□  不同意□ 

30. 常聽到貓咪會感染愛滋病，養寵物的我要特別小

心 
同意□  不同意□ 

31. 感染之後，尌代表我再也不能與他人發生性關係 同意□  不同意□ 

32. 硬性下疳是梅毒感染之後的第一期症狀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同意 

4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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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感染梅毒或菜花之後，感染愛滋的機率會提高 同意□  不同意□ 

34. 淋病、梅毒、菜花都是同類型的病毒型性病 同意□  不同意□ 

35. 台灣俗語說的「生芒果」指的尌是梅毒 同意□  不同意□ 

36. 感染菜花後，尌算做過治療也有可能會再復發 同意□  不同意□ 

37. 菜花與梅毒更容易透過口交而感染 同意□  不同意□ 

●下列問題之填答方式： 

若您對問句內容感覺「非常同意」，請於 4 的欄位打

勾，以此類推。 

 
 
 
 
 

38. 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我有感覺到被夥伴支持 4□    3□    2□    1□ 

39. 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我有感覺到與夥伴間的信任 4□    3□    2□    1□ 

40. 參加活動的過程中，我有感覺到被夥伴接納 4□    3□    2□    1□ 

41. 參加完活動，我對於自己的同志身分感覺更自在

些 
4□    3□    2□    1□ 

42. 參加完活動，我感覺更能夠接納自己的同志身分 4□    3□    2□    1□ 

43. 參加完活動後，在性知識的學習上，我感覺到有

收穫 
4□    3□    2□    1□ 

44. 參加完活動後，在性的健康知識學習上，我感覺

到有收獲 
4□    3□    2□    1□ 

45. 參加完活動後，在性技巧的學習上，我感覺到有

收穫 
4□    3□    2□    1□ 

46. 參加完活動後，在安全性行為的技巧上，我感覺

到有收穫 
4□    3□    2□    1□ 

47. 參加完活動後，我對性的態度有正向的改變（例

如：感到「性」是健康的事情） 
4□    3□    2□    1□ 

48. 未來，我願意採取安全性行為，或將感染的風險

降到最低 
4□    3□    2□    1□ 

49. 未來，在有性行為的情況下，我會願意定期篩檢 4□    3□    2□    1□ 

50. 我對活動進行的位置（地理位置）感到滿意 4□    3□    2□    1□ 

非常 

同意 

4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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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我對活動場地的設施／設備感到滿意 4□    3□    2□    1□ 

52. 我對於各次活動的整體感到滿意 4□    3□    2□    1□ 

53. 若未來再舉辦相關活動，我會考慮參加 4□    3□    2□    1□ 

 

感謝您填答，祝平安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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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小 YG 行動聯盟參與者與非參與者調查問卷 

愛滋與安全性行為知識與態度調查問卷 

 

1.以下的問項，是瞭解您對愛滋病及性傳染病的認識程度… 是 否 不知道 

(1) 蚊蟲叮咬會感染愛滋病。 .........................................................................  □ □ □ 

(2) 口腔如果有傷口，與愛滋病感染者「深吻」有可能感染愛滋病毒。
 .....................................................................................................................  

□ □ □ 

(3) 不要把精液射在體內，尌不會感染愛滋病。 .........................................  □ □ □ 

(4) 愛滋感染者外觀沒有明顯的症狀。 .........................................................  □ □ □ 

(5) 愛滋病有空窗期，因為沒有症狀，所以不具傳染性。 .........................  □ □ □ 

(6) 得到性傳染病治療好以後，可以終身不會再得到。 .............................  □ □ □ 

 
2.以下的問項是瞭解您對於愛滋病及性行為的態

度…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見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能感染愛滋病。 □ □ □ □ □ 

(2) 我覺得愛滋病人會對他們的鄰居和朋友造成

威脅。 ..............................................................................................................  □ □ □ □ □ 

(3) 和同學或朋友討論愛滋病是很不好意思的。 ..............................................  □ □ □ □ □ 

(4) 得到愛滋病的人最好不要告訴別人以免引起

別人的擔心。 ..................................................................................................  □ □ □ □ □ 

(5) 愛滋感染者只要做好保護措施，還是可以有性

行為。 ..............................................................................................................  □ □ □ □ □ 

(6) 同志不要一直談愛滋，以免將愛滋與同志畫上

等號。 ..............................................................................................................  □ □ □ □ □ 

 

 

1. 我是生理：□男生 □女生 

2. 我的年齡            歲 

 

本調查只做為學術及成效評估之用，不做其他用途，請放心作答！ 

小 YG 行動聯盟  敬謝您的寶貴意見 

 

3.以下的問項是瞭解您對於保險套的認識程度… 是 否 無意見 

(1) 保險套只要射精前再戴上尌好了。 ..............................................................  □ □ □ 

(2) 使用保險套時若需潤滑劑，可以使用凡士林或嬰兒油。 ..........................  □ □ □ 

(3) 保險套容易破，多戴幾個比較保險。 ..........................................................  □ □ □ 

(4) 口交也需要使用保險套。 ..............................................................................  □ □ □ 

(5) 使用保險套是懷疑對方的表現，最好不要主動提出。 ..............................  □ □ □ 

(6) 保險套每―次‖、―人‖每都要換新的，。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