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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儘管治療與藥物的革新，愛滋病非絕症，但感染者與疾病共處(PLWHA)的生

活仍常受汙名與歧視，故仍有社會適應與功能角色的困境，而有愛滋助人者協

助的必要。縱觀當前文獻，少有對愛滋助人經驗的研究情形。據此，本研究以

「愛滋助人工作經驗之初探-綜融實務觀點」為題，運用質性訪談法，進行探索

性研究，透過愛滋助人社群推薦以滾雪球法立意招募 7 位受訪者。運用綜融實

務觀點的分析，形成本研究結論。 

在文獻探討，本論文摘要簡介 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提出的「綜融實務

觀點」作為研究論述基礎。回到論文主題，由於 1980 年代至今愛滋治療由「世

紀末黑死病」到「慢性病」下，現今感染者使用助人服務的狀況，從「在醫院

老死」到「在社區生活」有截然不同的愛滋助人樣貌。本論文先從「概述我國

愛滋助人工作」文獻探討近 20 年來愛滋助人工作的發展，再以「愛滋助人工作

的困境與挑戰」進行文獻探討，最後，為了解當前現有文獻情形，本論文在

「愛滋助人工作文獻探討」中共整理 4 篇與愛滋助人者有關的文獻摘要介紹。 

本論文研究結論，分別有「促使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原因」、「愛滋助人工作

的實務挑戰」、「愛滋助人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因應愛滋實務挑戰的考量」、

「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 

為與綜融實務觀點進行對話，亦論有「本論文與綜融實務觀點的呼應與啟

發」，更周延本論文與理論之間的關係與反思。為提供後續學術研究參考，本論

文末以「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作結。 

 

關鍵字：綜融實務觀點、愛滋助人工作、愛滋感染者、愛滋病 

  

 



Abstract 

Because of treatment and medication innovation, HIV/AIDS now is not a dead 

disease. However,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PLWHA) still suffer from social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and face challenges in daily life. The purpose of this 

master thesis is to find out the practice experiences of those who work in community 

rather than medical facilties. There are only few research articles in this area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qualitative method was used for the study and totally 7 people 

working in HIV/AIDS community facilities were interviewed.   

” Generalist Practice Perspective” was taken a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thesis, i.e., three level-analyses including the micro, mezzo and macro levels. Since 

HIV/AIDS has become a “chronic illness”, services provided from community 

faciliti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before.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is study is as 

follows: (1) reason of being the HIV/AIDS helper, (2) the challenges of the 

HIV/AIDS helping practices, (3)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HIV/AIDS helping practices, 

(4) the basic criteria of judgement used in HIV/AIDS helping practices, and (5) the 

suggestions for HIV/AIDS helping practices.  

 

Keywords：Generalist practice perspective; The HIV/AIDS helping practices; 

HIV/AIDS(PLW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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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壹、治療新世代：愛滋已是慢性病 

隨著愛滋治療藥物（高效能抗逆轉錄療法 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以下簡稱 HAART）推陳出新，自 1995 年何大一博士的雞尾酒療法發明

以來，接受治療的愛滋病毒感染者(以下簡稱感染者)，已能延長生命且改善生

活品質(Remien et al.，2006)。我國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4)指出，雞尾酒療

法治療下，感染者餘命有 21.5 年，未發病之感染者 5 年內可達 89%存活率。規

律服藥幾乎能擁有尋常生活，存活餘命與非感染者相當(van Sighem, 

Gras,Reiss,Brinkman & de Wolf，2010； 羅一鈞，2016)。 

愛滋病毒作用在免疫 T 細胞以破壞人體免疫系統。由於 T 細胞為免疫系統

重要一環，若感染者體內 T 細胞損失過多免疫力將下降，此時身體就像破了城

門的堡壘易遭受細菌與病毒的侵襲，此時稱作伺機性感染，也就是多數認為的

發病階段。 

1981 年第一例愛滋病例發生時，HIV 感染無藥可醫，遲至 1983 年 HIV 病毒

才在實驗室被發現，感染愛滋病等於宣判死刑。1987 年有巨大副作用的癌症藥

物 Zidovudine 發現對抑制 HIV 病毒有效果，感染者承擔每天 24 顆藥物以及噁心

腹瀉貧血等嚴重副作用，然而 HIV 治療漸露曙光，1991 年起蛋白酶抑制

（Protease inhibitors，PI）型藥物的發明，開展多重藥物治療的可能性，1995 年

雞尾酒療法成為現今主流的 HIV 感染治療策略(蔣育佩、吳奕璋，2012)。 

近年 HIV 治療藥物推陳出新，早期的服藥能有效抑制病毒，多重藥物治療

是共識，副作用與服藥方便性高度提升(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3)。至今抗

病毒藥物已足夠讓感染者有免疫力因應伺機性感染，未來長效針劑藥物透過定

期皮下注射可以免去病人每天服藥的負擔，提升服藥順從，且有較好低的副作

用發生率(李佳雯，2017)。 

綜上所述，藥物治療的高度進步帶來新時代，感染 HIV 病毒從無藥可醫的

時代，但現今發展為長期且慢性的傳染病(UNAIDS， 2014)。由於 HIV 病毒經

實證在穩定服藥下能被成功抑制，早期篩檢與成功治療被視為終結愛滋病毒傳

染的最高指標，「90%感染者知道自己患病」、「90%確診者有服藥治療」、以及

「90% 服藥者成功抑制病毒」是目前國際愛滋病防疫的指引(UNAIDS，2015；

林冠吟、鄭健禹、張君俞、洪健清，2016)。為預防 HIV 感染，我國積極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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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為有高度感染風險的族群提供保險套以外預防感

染的選擇。HIV 病毒抑制藥物之發展日新月異，短短 30 年為人類福祉帶來顯著

的改善。 

貳、與疾病共處的生活 

隨著藥物技術發展，當感染者體內疾病測不到時，除仍需定期服藥與追蹤

免疫系統外，其生活狀況無異於一般生活，可謂與疾病共處。外國文獻多運用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PLWHA)」此名詞，以描述感染者的生活現況。 

本論文認為「PLWHA」不再以疾病與感染觀點，而是從「生活」等日常社

會功能為基礎了解感染者。觀點的轉換對於了解感染者生活各項需求與困境提

供有幫助的視野，以下論述之。 

一、生活在汙名與歧視中 

儘管愛滋病治療有極大的突破，但與疾病有關的汙名仍影響著感染者，尤

其「同志=愛滋」多是社會大眾的刻板印象，甚常在性別倡議過程中被汙名與抹

黑(李威撰，2013)。在認為性工作者與性濫交者容易罹患愛滋病的刻板印象下，

間接造成高風險族群拒絕篩檢與就醫(林正鄆，2011)。透過健康照護系統穩定服

藥是 WHO 國際標準(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2013)，卻有輿論將此視為健

保黑洞(林彥彤，2017)，更導致公部門出面澄清(健康保險署，2017) 

愛滋病的疾病汙名，與性行為、性別、種族、階級等是顯而易見的相關

(UNAIDS，2014)，我國的經驗亦是如此。如何突破重圍，建構對疾病健康的認

識，友善且平等尊重的社會氛圍，是感染者社群迫切需要的。 

二、歧視而來的生活困境 

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曾進行感染者權益遭侵犯事件的調查，在

「就醫、就學、隱私、親密關係、居住、就學、與安就養等七類議題。根據統

計結果顯示，87.6%的感染者，在近兩年內有權益受侵害情形發生。」(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2016) 

就醫拒診、安置養護遭拒、就學歧視等是感染者常見的生活困境。牙科拒

診時有所聞，有社工表示多數感染者有遭拒診或醫師婉拒的經驗，近年研究也

呈現感染者就醫障礙的情形 (林正鄆，2011；臺北市立聯合醫院，2013；趙宥

寧，2017)，安養護常見有拒收感染者情形，或是愛滋收容機構遭受社區抗議(郭

美瑜，2006)。感染者曾在義務教育階段遭受歧視與差別待遇，甚至被學校拒絕

入學；而在高等教育中，則有因體檢拒絕入學或軍隊學校對感染者差別對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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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王彩鸝， 2013；何定照，2017；林相美，2006)。經過專業團體多年溝通

下，為避免就學中的感染者身分曝光，我國教育部始同意 HIV 篩檢不列為校園

安全事件通報(社團法人愛滋病感染者權益促進會，2014)。 

儘管我國對感染者身分有保密與罰則，隱私保密常有曝光情形，如感染者

確診後公衛追蹤中疾病身分的曝光(蘇木春，2017)，或是因為儲存問題帶來的感

染者名單資料外洩(即時新聞中心綜合報導，2018)。身分保密的問題甚至影響到

醫護人員感染者的就醫意願，亦有因雲端藥歷造成的病史曝光的問題(林惠琴， 

2017；嚴云岑，2016)。 

參、愛滋助人者的挑戰 

隨著感染者餘命延長，福利介入的需求機會也正增加。日新月異的藥物科

學將大幅提升健康外，人際關係的網路化、資訊媒體的社群化與個人化、風險

全球化與無國界化等，感染者的福利介入需求不再單純只有醫療資源的介入、

疾病個管，愛滋助人者將須開展更細緻、更深入、更長期的服務關係，無論是

個案工作或是社群工作，將面臨巨大的改變與挑戰。 

愛滋助人工作者為即將失速、陷困、等種種需求的感染者帶來復元的可

能。漫長感染生活意味著更承受長期的汙名與歧視。重重的生活困境將導致感

染者高度的壓力與情緒，失落與憂鬱往往是多數感染者的情緒氛圍(林正鄆，

2011)，若個人低落的社會支持或遭遇打擊性的偶發事件，更有沉迷酒精或藥物

的物質濫用可能。在失去控制感下，感染者可能自我放棄而社會功能退化，或

是退出治療嚴重影響健康與生活品質。 

我國社會系統中有公衛追蹤、人員健康體檢等，感染者容易因社會結構性

限制帶來排除導致弱勢。如為躲避公衛系統追蹤，匿篩陽性的感染者可能因害

怕家庭成員得知而拒絕篩檢或就醫，躲避社會系統追蹤而不治療下健康缺損的

感染者時有所聞。考試制度亦對感染者進行排除，如軍事或特定學校禁止 HIV

陽性者入學，我國特定國家考試將 HIV 陽性視為不合格。工作體檢對感染者產

生極大的排除作用，如因體檢陽性而被迫更換工作或離職，或以「體檢限制」

找工作的情形(呂昶賢、張正學，2014；林正鄆，2011)。上述社會系統帶來的結

構性限制，深刻影響感染者的生活品質與健康狀況、國家考試資格、工作發展

與退休保障等，愛滋助人者積極協助維護權益、運用個案工作、社群倡導、機

構倡議等各式策略來進行(張正學、鍾道詮，2016)。 

當前愛滋助人者面對的是與疾病共存的感染者。無論是感染者的性與親密

關係、情感需求、就學就業、身障安養、經濟安全、風險規劃等依生活需要、

生老病死而來的資源需求，「陪他／她走一段路」是愛滋助人工作的心情寫照。

 



4 
 

然而，愛滋助人工作中充滿著挑戰，在工作對象多數為性別少數下，須充分具

備文化敏感，又因為服務對象的脆弱性與個人需求，考驗著專業界線、告知預

警、保密義務、疾病通報等的實施。然而，綜觀現今研究論文，仍少有對當代

愛滋助人工作挑戰進行了解的深入研究，為了回應這個命題，我期待透過訪談

研究來完成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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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壹、課堂訪談的發現 

在我碩士班課程中，由於對社會工作者如何提供感染者服務好奇，我與愛

滋助人領域工作的社工訪問。我發現愛滋助人工作中，如助人關係中的保密、

考量與採取個案自決、提供衛教與性行為與性病資訊、情感與親密關係協談、

醫療與健康照護資源的使用與連結、社會資源轉介的處理、侵權申訴採取的決

定等，相較其他社工實務領域相比，除經常面臨倫理兩難情況外，由於整體環

境資源不足、又須遭受汙名與社會結構性限制，工作複雜度極高。 

愛滋助人者懷抱的工作價值，往往是以感染者為核心出發，相較教條式的

社工倫理規則，多了個案脈絡與情感關係性的考量。這些「人為價值」的思考

架構，需要參雜複雜的因素，不論是感染者的處境、社會環境限制、性別少數

的弱勢、國家政策與法規，甚至助人者本身與機構為主的價值觀等，讓愛滋助

人者在做決定時變得複雜而極具挑戰性。我觀察到愛滋助人者充滿力量的在困

境中堅持走下去，在為弱勢發聲與工作前進的過程裡，面對多變的個案處境、

缺乏同儕帶領、較少的討論與經驗傳承，社工需承受著開疆闢土的挑戰，又因

為以小型為主的服務機構，常見社工承擔獨自決定的過程。在這片未知的領域

裡，讓我好奇愛滋助人者目前面臨的困境與挑戰的樣貌是如何，我期待透過資

料蒐集整理與反思論述，為愛滋助人者社群論述與貢獻。 

貳、愛滋助人者的鼓勵 

服務感染者超過 10 年的社工小夢告訴我，服務過程中經常感到「為難與困

惑」，她認為愛滋助人工作高度考驗社工個人議題與價值，亦認同愛滋助人工作

相較其他社工領域充滿挑戰。此外，基於隱私保密使然，對實務工作的討論與

反思往往僅止於同僚或是機構督導，再加上愛滋助人者往往行政與實務工作兩

頭燒，更難有完整的時間進行整理與反思，更遑論完成實務論述了。小夢認

為，愛滋助人者若能對工作困境與挑戰進行討論，有助於深入與精進實務能

力，相關的著作或論述是需要的。 

投入感染者權益倡導工作的社工阿學認為，討論愛滋助人工作的「困難與

挑戰」其實也打開外界對愛滋助人工作的認識與理解，這對感染者的倡議工作

是必要的，因為能讓知識社群看見感染者服務的價值與重要性，進而改善服務

的過程。阿學認為各種方法都能有助排除汙名與社會壓迫，相關的論述若能針

對感染者服務中的特殊性與脆弱性做討論，可被認為是實踐社會倡導、促進社

會正義的方法。阿學也認為愛滋助人工作缺少對社會制度結構的論述與挑戰，

但實務工作者面對個案與行政卻已自顧不暇，難有時間及精力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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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小夢、阿學的期許和鼓勵，讓我相信有助實務的論文能幫助澄清愛滋助人

工作中的疑惑，更進一步促進愛滋助人工作的發展。此外，若能打開知識社群

對愛滋助人工作的了解，也進一步進行了感染者倡議，這對社會結構的論述與

挑戰是重要的。 

由於當前對於愛滋助人工作的瞭解仍相當缺乏，本論文嘗試從「為何」成

為愛滋助人工作者出發，了解「愛滋實務工作的現況與挑戰」，再透過受訪者個

人的經驗「論述因應方法」及「考量」，更進一步從實務工作反思「對實務與鉅

視面政策的建議」。 

從文獻得知，「綜融實務觀點(Generalist Perspective)」採多元廣泛系統層面的

評估與因應，又著重在鉅視層面的介入，與愛滋助人工作的實務現場應能有極

大的呼應。據此，本論文將採「綜融實務觀點(Generalist Perspective)」，除運用微

視、中介、鉅視等層面進行研究分析外，更將採取理論觀點探討與呼應愛滋助

人工作的服務經驗。 

綜上，本論文研究目的為： 

一、了解助人者投入愛滋助人工作的原因。 

二、運用綜融實務觀點分析解愛滋助人工作中的挑戰。 

三、盤點愛滋助人工作挑戰的因應策略。 

四、歸納愛滋助人工作者因應實務挑戰的考量。 

五、提出微視、中介、鉅視等層面的愛滋助人建議。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問題有： 

一、哪些原因促使成為愛滋助人者？ 

二、愛滋助人者在實務中面臨的挑戰為何？ 

三、愛滋助人者因應實務挑戰所採取的因應策略為何？ 

四、面臨實務挑戰，愛滋助人者會有哪些考量？ 

五、愛滋助人者在微視、中介、鉅視等層面的建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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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綜融實務 Generalist Practice 

綜融實務(Generalist Practice)於近年社會工作教育界經常受到討論，在國外已

有將近 10 多年的發展歷史，也是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CSWE)認可社會工

作者應具備的能力與實務行為(Kirst-Ashman & Hull，2017)。國內社會工作教育

課程向來以個案、團體、社區為社會工作三大必備技巧，少有對綜融實務的教

學。學者王永慈曾就家庭經濟安全介入實務運用綜融實務模型論述(王永慈，

2017)，綜觀國內目前仍少有討論，本論文將運用以下篇幅進行深入介紹。 

壹、概述 

綜融實務運用源自於生態系統觀點，也就是微視(micro)、中介(mezzo)、鉅

視(macro)等，形成多元且問題解決的介入觀點，相對於過去學習者僅有單一領

域或是單一實務技巧，如個案、團體、社區領域，兒童與家庭、社會工作行政

等有很大的差異。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委員會(CSWE)認為，社會工作者是綜融的

(generalist)，需要許多領域的因應能力。綜融實務的假設是：對服務對象的個

人、家庭、團體、組織、社區等有大範圍的因應技巧，而這在對於組織環境有

細緻的認識後才能妥適勝任。為促進人群和社會福祉，綜融實務運用鉅視

(macro)來進行，若以機構或社區等實務場域來看，其介入目標包含社區、任職

機構等(Kirst-Ashman & Hull，2017)。 

貳、綜融實務的定義 

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指出「綜融實務」有 12 大定義，本論文製表羅

列於下。 

表 2-1：「綜融實務」定義(Kirst-Ashman and Hull，2017) 

1.備有廣泛不拘的知識基礎。 2.備有專業價值並應用專業倫理。 

3.運用廣泛的實務技巧。 4.工作取向於標的任何大小的系統。 

5.強調個案充權、優勢、復原力。 6.重視人類的多樣性。 

7.倡議人權及追求社會和經濟正義。 8.在組織結構中能有效工作。 

9.對專業角色有廣泛的假定。 10.運用批判思考技術。 

11.立基於研究基礎的實務。 12.使用計畫性改變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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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綜融實務 Generalist Practice 

一、綜融實務架構 

關於 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綜融實務介入模型，本論文製作參考繪圖

如下。依據圖表，後續將配搭愛滋助人工作實務論述綜融實務的相關重要概

念。 

 

圖 2-1： 綜融實務架構。參考 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本圖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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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工作專業基礎：知識、技術、價值 

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認為綜融實務是以知識、技術、價值等社會工作

專業本質作為基礎。在知識部份，涵蓋了社會工作學與相關外借知識與理論，

這是實務工作者養成過程所必備的，包含系統理論(Systems Theories)。對綜融實

務而言，知識應廣泛吸收。專業技術的部份包山包海，如人類行為和社會環境

知識、社會福利政策和行政知識、研究實證為基礎的實務，而引導實務工作的

價值與原則更是重要。 

以愛滋助人工作為例，感染者的文化與行為情形，與 LGBT 有關的社群文

化等，都是實務必備，而專業技術更應該兼併文化敏感。面臨安置就養資源逆

選擇或排斥感染者，也考驗愛滋助人者如何運用資源以及政策倡議。 

此外，綜融實務認為助人者亦需要對倫理困局(Ethical dilemmas)有所控管。

倫理困局(Ethical dilemmas)是指倫理準則處於衝突的問題情境，也就是無論做哪

個決定都不會是最好且切合倫理指引。綜融實務可能的解決通常是模糊的，而

助人者需要嘗試合適倫理的決策以達到倫理原則(Kirst-Ashman & Hull，2017)。 

在愛滋助人實務中，知悉服務對象毒品成癮導致混亂行為，通報毒品防治

後，有效的治療與社區復健資源若無法妥善媒合，除了助人關係可能觸礁外，

亦可能帶來無法控制的結果。然而，若助人者採取不通報，服務對象持續的混

亂行為影響的是不斷損失的健康。以上是愛滋助人實務中常見的倫理困局。 

本論文參考我國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訂定之倫理守則，其

揭示了社會工作核心價值為「以人性尊嚴為核心價值，努力促使服務對象免於

貧窮、恐懼、不安，維護服務對象基本生存保障，享有尊嚴的生活」，應能在綜

融實務上面臨的倫理困局有所依據。 

三、微視、中介、鉅視層面及單一或多元層面介入 

綜融實務中，微視即為個人，中介層面則為小團體、鉅視是任何大的系

統，包括組織及社群層次。由於家庭具有先天親密及任意依賴性，故介於微視

與中介層面之間(Kirst-Ashman & Hull，2017)。在微視(micro)中，介入可以是對服

務對象培訓能力、連結所需資源、提供適當的轉介等。在中介(mezzo)部分，透

過非直接與服務對象工作，而是介入服務對象與他人聯結而成的人群或團體等

互動關係，讓服務對象的需求獲得協助，透過介入促使重要關係人或團體提供

協助與支持，因此，中介(mezzo)可被視為某種社會支持系統(Kirst-Ashman & 

Hull，2017)，故與服務對象有連結的人群，如宗教、慈善隊、鄰里社群等都可

能是介入標的。鉅視(macro)介入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個人問題，應該被視為社會

問題，策略是倡議或社會改變。基於助人者多受聘於機構組織，Kirst-As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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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ull (2017)認為助人者在機構進行鉅視介入是重要的，因為機構政策與價值

對分配資源有所影響。 

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建議在這三大介入層次中運用廣泛的實務技巧，

並認為在單一或多元的層面上標的介入，相較傳統社會工作三大工作領域個

案、團體、社區，較能因應服務對象的需求與問題解決，而綜融實務最傾向鉅

視介入，包含對機構以及服務對象所處的社區，改變機構和社會政策，運作與

機構或社區有關的各種計劃或方案等。具體而言，在鉅視層面的實務技巧，就

是在環境或組織背景中對人進行工作(Kirst-Ashman & Hull，2017)。 

以愛滋助人實務為例，微視(micro)如對感染者提供焦點解決與目標導向會

談，澄清焦慮帶來的暫時性失能，促進其有能力因應困難，若面臨情緒與身心

困擾，提供諮商服務是可行的。感染者可能因為失能需要長照居服，或者是經

濟補助等相關福利服務。剛確診的感染者可能有支持團體的需求，可以轉介病

友協會關懷。然而相關的資源轉介是否能夠確實被連結，感染者是否會在福利

準市場遭到逆選擇，是愛滋助人者關注的重點。在中介(mezzo)部分，感染者因

興趣或嗜好而結識的人群或團體，如社團、社群等多能提供人際協助與社會支

持。在鉅視(macro)上，因應感染者拒診(林惠琴，2017)，愛滋助人者可透過公共

衛生部門的介入，促進服務對象獲得公平的醫療服務，也可能在任職的機構組

織內進行介入，促使機構提供對應服務如友善醫師社區駐點等。而多元層面的

介入例子，則可在實務工作中兼具各層次的介入得到證實。 

肆、綜融實務價值 

一、充權(empowerment)、優勢(strengths)、復原力(resiliency) 

充權(empowerment)，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引用學者 Gutierrez 對充權的

定義「一連串提升個人、人際間或政治力量(political power)的過程，因此個人可

以為改善生活狀況提起行動」，並認為如此確保每個人皆有權利、能力、合法性

(authority)等力量去達成自我實現。也就是說，充權是指強調、發展、滋養專長

以及正向態度，協助個人、團體、家庭、社區因應他們的困境(Kirst-Ashman & 

Hull，2017)。 

優勢(strengths)，包含任何可以達到提升充權的能力、資源以及資產。在優

勢的聚焦下，更可以讓充權介入更顯得細緻，比如運用優勢觀點，會發現服務

對象是問題的專家，且資源來自於服務對象的支持系統、改變動機以及優勢經

驗。服務對象的智慧以及任何具正向價值的部分都對改變帶來可能。綜融實務

在進行組織或社區的介入時，若能妥善運用社區現有的資產、志工、信仰團體

或文化組織等等，都可以增強與具體功能化社區的優勢，進一步促進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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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品質(Kirst-Ashman & Hull，2017)。 

復原力(resiliency)，指個人、家庭、團體、社區或組織從困境中復原，即便

在遭逢艱困時能夠恢復既有的功能，簡而言之，復原力是找出服務對象因應困

境的優勢，而風險與保護因子是復原力的兩個向度。風險意味著服務對象曾遭

遇的壓力事件以及帶來脆弱情況的環境性因素，而保護因子是指保護服務對象

免於發生問題的因素。以社區的復原力評估而言，偏遠的城鄉若帶有藥物賴

用，可能會社區解組，這是風險，而透過社區參與與動員，如各式預防工作、

鄰里守望、志工團隊等等，則創造了社區的保護因子(Kirst-Ashman & Hull，

2017)。 

二、了解人類的文化多元性 

對於人類文化多元性的了解，包含認識文化多樣性，理解多樣性特質扮演

的重要角色，為了更能清楚辨識這些多元性，增進對人類經驗知識的了解是必

要的(Kirst-Ashman & Hull，2017)，如性別、性別認同、新移民、身心障礙等。 

三、倡議人權、追求社會與經濟正義。 

人群中不同大小的群體中，階級排序帶來了環境資源的分配和差距，為了

操作排序，歧視、壓迫與經濟掠奪成為常見手法。常見且廣泛的侵權事件顯示

了社會對感染者社群普遍的壓迫(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2016)。 

歧視發生在人們透過差異化以排除特定人士加入所屬群體，壓迫與歧視發

生的原因來自於刻板印象(Kirst-Ashman & Hull，2017)。基於感染者的歧視相當

常見，如就醫拒診(林惠琴，2017)、就業歧視(張正學、鍾道詮，2016)、就學歧

視(林惠琴、涂鉅旻、林曉雲，2016)等。壓迫則是將極高的限縮和規制加諸於特

定的人、群體或是系統，壓迫因不容易被看見故受迫者不易察覺，多僅能承受

結果。然而，透過新聞媒體可以了解到，廣泛常見的歧視事件象徵著整體社會

結構性壓迫，其來自於社會主流文化意見(李威撰，2013)、公共衛生政策等(溫

貴香，2017)。經濟掠奪則發生在無法取得或適切取得財經或資源的狀態(Kirst-

Ashman & Hull， 2017)。如失業與就業歧視(林正鄆， 2011)、無法滿足需求的

政策如長照服務(陳玟如，2013)、稅制不公、或服務取得門檻過高(莊素蓉，

2015)。從上述文獻佐證，我們可以看到遭受壓迫、歧視與經濟掠奪在感染者身

上持續不斷發生。 

倡議可以透過為服務對象的處境代言發聲、社會運動等來捍衛權力。在對

人權的了解有普世的認識和價值觀下，當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皆有同樣的權力、

保衛、機會、義務以及分享社會利益時，這就是所謂的社會正義，而資源的分

配在公平與平等下就是經濟正義(Kirst-Ashman & Hull，2017)。然而真實世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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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如此美好，貧窮的服務對象往往是社會與經濟不正義下的結果(王永慈，

2017)。助人者介入的困難通常是因為公平與平等的定義經常爭論不休，然而仍

須要堅持面對不正義提出作為，因為這是社會工作者的使命(Kirst-Ashman & 

Hull，2017)。 

伍、四大歷程 

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提出四個於綜融實務中的重要歷程。本論文整理

有：廣泛的專業角色、過程實施批判思考、基於研究基礎才有效、遵循 7 階段

的改變歷程。以下說明如下。 

一、廣泛的專業角色 

綜融實務包含有使能者、調適者、融合/合作者、管理者、教育者、分析/評

鑑者、仲介者、配備者、初始者、協商者、動員者、倡議者。儘管名列有 7 種

角色，但他們都可以在各種大小的系統層次中發揮介入效果。 

二、過程實施批判思考 

批判思考的公式步驟為：1.問問題、2.評定已固有的事實和牽連的事件、3.

推定一個總結性的意見。批判思考的重要性在於放下工作者的成見、信仰，以

利於在介入過程中區變假設與真實，在能夠激發創造性的批判思考過程中，介

入會變的創意且充滿新鮮，而且不會流於窠臼或是偏離主軸(Kirst-Ashman & 

Hull， 2017)。 

三、基於研究基礎才有效 

研究為基礎的介入，可以確保品質以及服務對象的權益，在邏輯性及證據

導向下，更可避免傳統督導指揮下的茫然和嘗試錯誤法，可正確的對介入的系

統層次作標的(Kirst-Ashman & Hull，2017)。 

四、遵循 7 階段的改變過程。 

綜融實務對於介入目標的達成，須遵循 7 階段的改變過程。而 7 階段改變

過程前已論述，本處不再贅述。 

陸、對鉅視層面關注 

一、組織機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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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融實務認為，助人工作者受聘於機構，機構的資源以及提供的服務，皆

會影響助人工作者的專業表現。以機構階層來看，機構階層發展帶來訊息傳遞

的差異，這也影響著助人工作者受指揮或實施專業自主(Kirst-Ashman and Hull，

2017)。許多機構組織面臨的挑戰有服務效能不彰、接觸不到服務對象、忽視服

務對象的需求與需要、不適當的轉介、服務無法回應需求，這些挑戰除影響服

務對象也可能面臨專業與倫理議題(Kirst-Ashman & Hull，2017)。若以機構的價

值與立場而言，猶豫或反對服務同性戀者，或是排斥提供感染者服務，愛滋助

人工作將不被支持，所獲得的機構資源一定相當稀少，甚至在過程中傷害服務

對象的利益。 

二、 覺察社會、經濟、政策的影響 

綜融實務認為社會、經濟、政策等鉅視面對服務對象有極大影響，需在服

務歷程中納入考量與覺察。以愛滋實務工作為例，社會環境中的同性戀文化、

娛樂性藥物文化、服務對象的個別性與多元性、甚至社會中的偏見與排除，在

各文獻、新聞報導中皆有呈現對感染者無論是生理、心理甚至社會功能表現等

的影響。 

經濟面而言，感染者的人力資本如就業能力、勞動待遇與條件、教育水準

等影響著服務對象的因應能力。雖然目前尚未有對感染者經濟力與就業等相關

的文獻，但對現有就業歧視與排除的部分獲有證實（林正鄆，2011） 

在社會政策上，相關的公共衛生政策也對感染者的生活帶來極大的影響，

如公共衛生系統的接觸者追蹤與疫情追蹤、愛滋藥物回歸健保給付、雲端藥

歷、疾管署藥物政策如 PreP(暴露前預防用藥)與 PEP(暴露後立即用藥)等，甚至

我國婚姻政策、人口政策的發展等，都顯著影響感染者的生活與社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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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概論我國愛滋助人工作 

愛滋助人工作是以感染者為服務對象的助人工作。Srebalus 與 Brown (2000)

指出助人工作依據專業訓練與專業倫理提供正式的服務，有社會工作、諮商輔

導、復健工作者等且專業背景多元。張菁芬(1997)認為到醫院提供感染者服務的

志願者，亦為愛滋助人工作者，故除專業助者外，愛滋助人者應包含志願者。 

我國常見的愛滋助人者有社會工作、心理諮商等背景，而志願者則依背景

而有極高的多元差異，又因為服務場域區，而分為在醫院和在社區提供服務的

情形。目前，隨著抗病毒藥物發展以及社會環境變遷，近 30 年來愛滋助人工作

有極大的發展進程，本論文綜合文獻與實務現況整理說明如下。 

壹、開端：醫院中的愛滋助人工作 

一、醫院社會工作者 

1985 年第一例本國感染者確診(黃道明，2012)，由於當時 HIV 感染無藥物可

治，感染者因治療方法未知無法維持免疫力，嚴重的伺機性感染症候群須住院

治療。由於感染者多數是同性戀、性工作者，皆為當時社會之標籤人口，疾病

汙名與歧視風起雲湧而來。因應感染者的健康照護和生理心理社會需求，醫院

社會工作者開始提供感染者服務。 

醫院社工的發韌與初衷，陳興星(1992)認為「醫院中的社會服務工作乃是為

了配合醫療服務的需要而產生的」，5 大存在理由為(陳興星，1992)：(1)健康照

顧是個人的權利。(2)健康照顧的權利，其所隱含之實質意義就是「可近性」的

問題、(3)醫院方面越來越重視並人對醫療品質的滿意度、(4)人類的疾病不只是

單獨的生物和生理現象，而是生物、心理、社會的因素之間存著複雜微妙的關

係、(5)疾病對個人、家庭、社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提供感染者的社工服務功能而言，沙依仁(1992)以「愛滋病社會工作服務」

為題論述，認為社會工作服務能減緩病患心理及社會方面的痛苦，對病人免疫

系統具有保護作用，愛滋病社會工作者的功能有(沙依仁，1992)：(1)能激發病人

信心及潛能並使其自我滿意與尊嚴、(2)指導病人對抗挫折而減少煩惱以減輕病

痛、(3)使病人情緒平和減少破壞行為的發生如蓄意傳播病毒與自殺、(4)運用社

區工作方法進行預防性工作、(5)改善公共場所與風月場所的環境衛生並注意病

人傳播病毒。 

對於醫院社工提供感染者服務內容，吳秀禎(1992)認為工作內容應關注病人

及家屬身心靈的需要，如直接服務中平衡地接納與支持個案、關懷疾病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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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就診意願、心理支持、評估家庭關係、支持主要照顧者、協助返家、臨終

關懷、追蹤輔導、鼓勵伴侶篩檢，而團體工作與社區工作多因病人不信任、自

我隔離、擔心身分曝光等因素而運作困難；間接服務應著重預防宣導且需更普

及。 

吳秀禎(1992)對於社工服務感染者有以下因應建議：(1)觀念的轉換「將受害

者轉換為存活者」、(2)體會病患及家屬的壓力與焦慮、(3)提供支持力量、(4)對

死亡意義的體諒及人生存在的價值必須有所覺察以促進效益、(5)醫療團隊服務

合作的必須性、(6)禁止歧視、(7)教育推廣。 

透過文獻整理，感染者確有受醫院社會工作者服務的需求與必要性。此

時，服務感染者的社會工作者肩負預防與治療的功能，透過對病人的介入降低

傳染他人與如自殺等的破壞行為，甚至在公共場所注意病人傳播病毒，社會工

作者被賦予衛教者、治療者、防治者與控制者的角色。 

綜上所述，醫院社會工作者的服務透過個案工作、團體工作、社區工作等

不同層面提供感染者及其家屬服務。然而受限感染汙名以及自我封閉團體與社

區方案推廣不理想。服務感染者也須秉持著正向的態度與深度的同理，在團隊

合作工作中禁止歧視，更需要考量衛生教育的推展對降低感染的有效性。 

二、在醫院中的志願工作者 

醫院社工偶有提供服務意願不足的情形。因為疾病的誤解與刻板印象而來

的汙名，莫藜藜與鍾道詮(2006)研究發現，仍有部分社工不願意服務感染者。愛

滋助人者可能需要另闢資源或是洽詢友善的服務提供者，如運用志願者提供服

務。羅幸文譯(1991)當健康服務人員拒絕提供服務時，志願者可以承接照顧感染

者的工作，因此志工培訓相當重要，可成為重要的人力資源與感染者的人際支

持。 

張菁芬(1997)實務觀察發現，愛滋志願服務者由醫院社工的領導以「志工」

的身分和健康照護團隊合作，而兼具感染者身分的志工，則因為「過來人」的

互助理念，與感染者多發展出較平等的同儕關係，而義工角色有(張菁芬，

1997)：(1)病患的夥伴、(2)病患的支持者、(3)參與醫院訪視工作、(4)安寧照顧

者、(5)病患人權的擁護者。 

綜上，由於早年健康照護人力的受限、對感染症的治療限制以及刻板印象

的汙名，志願服務者成為感染者在醫院中重要的協助者。除了一般志工外，兼

具感染身分的志工能提供相較醫院社工更親近的助人夥伴關係，而提供的服務

有陪伴、支持、病房訪視、安寧照顧、維護人權等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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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發展中：社區中的愛滋助人工作 

本論文所謂社區中的愛滋助人機構，是指非醫院及公部門，以提供感染者

助人服務為主的非營利組織，考量當前感染者除了醫療照護需求外，多數時間

為在社區生活，服務需求也對應而來，故所謂社區定義意指感染者在社區生

活。 

一、社區中的愛滋助人機構 

隨著愛滋助人機構的成立而發展。1992 年第一個愛滋病患者支持團體「誼

光義工組織」成立(黃道明，2012)，結合兼具感染者身分的志工與部分專業人

員，提供感染者病房訪視、就醫協助，因應感染者出院後的社區生活需要，也

營運病友支持團體與聯誼活動。1992 年的「中華民國愛滋病防治協會」由醫療

專業背景者因學術研究目的成立，提供愛滋病研究與考察、預防宣導、篩檢防

治等社區工作。而 1992 年首座「愛滋病患中途之家」成立(黃道明，2012)為需

要居住服務的感染者提供幫忙。 

社區中的愛滋助人機構組成，包含不同背景的專業助人者以及志願服務

者。陳武宗(1992)指出社區社工員提供特定病患「醫療補助、衛生教育、聯誼活

動、協助醫療人員研究考察、在社區進行預防宣導教育等」。張菁芬(1997)指出

志願服務者來源背景多元，有學生、不為傳教目的的傳教者、關心愛滋者、具

感染身分者、社工背景者等等，而目前尚無病患家屬與朋友加入志工行列。近

年由藥物治療先進發展以及愛滋汙名的破除與再教育，越來越多感染者及其親

屬、朋友投入愛滋助人機構的志工服務，除擔任同儕員進行服務外，甚至「公

開出席」聲援愛滋病倡議活動，已告別過去感染者為低調而保密的艱難時期(陳

子萱，2017)。 

感染者通常不需要長期醫療照護。在使用社區服務資源時有個別且多樣的

差異。舉例來說，病況維持相當良好終其一生皆只需要固定回診與服藥，可能

的需求是情感與支持團體的資源，而病況控制差的感染者，不自覺需要資源介

入。針對感染者在社區中的服務需求，謝菊英等(2007)以社團法人台灣路德協會

的服務經驗，提出以下列表： 

表 2-2：感染者在社區中的服務需求 

社區照顧需求 服務提供 

住屋 短期、臨時、租屋等方案 

急難救助 生活、健保、房租補助 

居家照顧 協助就醫、環境清潔、送餐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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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謝菊英等(2007) 

為促進感染者社區中的各項需求，提供感染者為主的愛滋助人團體與機構

逐漸開展。以下為作者透過資料蒐集參考台灣愛滋汙名與歧視調查(2017)、疾病

管制屬列舉提供感染者服務的民間團體名單(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5)、本

研究受訪者建議等，自行整理目前台灣提供感染者服務的社群團體、機構： 

表 2-3：台灣目前提供感染者服務的社群團體 

類型 單位全銜 

(筆畫排列) 

服務項目 

(引自機構網站、網路社群整理) 

社福

團體 

社團法人日日春

關懷互助協會 

協助感染愛滋之性工作者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台灣懷愛協會 

1. 電話諮詢 

2. 匿名篩檢 

3. 教育宣導 

4. 諮商輔導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愛滋感染者權

益促進會 

1. 感染者直接服務 

2. 愛滋平權政策倡導 

3. 愛滋相關政策研究與分析 

社團法人台灣世

界快樂聯盟 

1. 職業媒合 

2. 家庭關懷 

3. 衛教諮詢 

4. 福利諮詢藥癮防治 

5. 安置服務 

居家護理 協助身體衛生與清潔、健康照護 

醫療照顧 醫院、安置與長期照顧機構 

全人發展 身心靈整合輔導與活動 

輔導諮商 個別與團體諮商 

家屬之支持 病友團體、支持團體、電話問候 

社會支持 居家訪視、電話問候、支持團體 

休閒活動 休閒聯誼活動 

教育 教育宣導、愛滋資訊 

就業 協助就業 

權益維護 權益諮詢、權能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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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律諮詢 

7. 愛滋篩檢針具交換點向日葵健康中心-同志服務

平台 

8. 安置中心-向日葵家園 

社團法人台灣同

志諮詢熱線協會 

該會熱線愛滋小組提供以下服務： 

1. 電話愛滋諮詢 

2. 辦理愛滋講座 

3. 匿名篩檢與諮詢服務 

4. 出版《男同志性愛達人手冊》、研發「趴趴包」 

5. 經營性安全與性愉悅網站「爽歪歪網站」 

4. 各級學校與醫護公衛人員宣導講座 

社團法人台灣愛

之希望協會 

1. 感染者陪伴就診與訪視 

2. 電話/ 網路 / 面訪諮詢 

3. 提供匿名篩檢服務 

4. 辦理宣導及研習課程 

5. 外展服務及衛教宣導 

社團法人台灣關

愛之家協會 

 

1. 感染者收容照護 

2. 感染者心理諮商輔導 

3. 感染者用藥諮詢 

4. 感染者就業輔導 庇護工場 

5. 關愛諮詢熱線 

社團法人台灣露

德協會 

1. 提供感染者社區照顧 

2. 維護感染者人權 

3. 愛滋教育宣導 

社團法人臺灣感

染誌 

1. 感染者社群培力，感染者發聲行動 

2. 未來將推出「網路服務」與「支持培力團體」 

社團法人臺灣關

懷愛滋協會 

結合家庭教育，推廣愛滋性防治教育及協助愛滋病患

自我接納，重返社會群體生活為宗旨 

財團法人台北市

愛慈社會福利基

金會 

1. 監所服務 

2. 臺北市恩慈之家：提供 4 床專業照護及家庭生活

照顧 

3. 恩典寶寶照護中心：提供 12 床針對剛出生至六

個月的疑似愛滋寶寶，生活照護及預防性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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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紅

絲帶基金會 

1. 對於年輕學子的愛滋防治 

2. 對於篩檢諮商服務的提供 

3. 就業輔導 

4. 同志健康服務 

財團法人台灣關

愛基金會 

1. 感染者照顧 

2. 校園愛滋防治宣導 

(僅列出以提供感染者服務為主的機構與團體，本表為作者自製) 

綜上表，感染者服務聚焦從急性醫療回到社區中的各項需求，涵蓋疾病篩

檢與諮詢、衛教與自我照顧、綜合性個案服務、支持團體辦理、權益促進與維

護、社會倡議、安置與照顧等。這些機構多位於台灣主要城市，總部多設在台

北，有些機構設有各分部辦公室。儘管如此，整體社會對感染者的接受度和疾

病汙名仍相當常見，形成社會結構性的歧視，在權益維護、就業權益、受教權

等，皆曾有歧視與不友善事件發生。 

二、政府公共衛生服務 

感染者在社區中除接受民間組織服務外，因應疫情控制以及社區健康追蹤

需求，政府公共衛生系統運用各種方式服務感染者。徐森杰(2012)指出，為進行

疫情控制，政府公共衛生系統透過公共衛生護士追蹤已確診感染者，促進遵從

醫囑、宣導避免傳染他人，另進一步加強接觸者調查與篩檢，以免接觸者延遲

治療，對於社區中高風險人口則提倡使用保險套、推廣篩檢、衛教宣導等。 

針對社區中特定人口群提供服務，能降低社群內部的感染情形。李大鵬與

鍾道詮(2018)指出，由於民間組織較了解同性戀者的社群與文化，我國疾病管制

署委託民間單位成立同志健康社區務中心，提供多元且整合的預防服務的公眾

服務。劉姵伶等(2016)研究發現，政府透過方案委外運作同志健康中心在疾病預

防及教育上實有效果，而同志健康中心亦受到該族群的接受與認同。以下表 2-4

為疾病管制局委託各民間機構辦理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列表(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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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辦理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列表 

同志健康

中心 

辦理方式：政府委託民間單位。 

服務內容為：提供諮詢、教育、篩檢、連結醫療資源(劉姵伶等

2016)。 

北部 彩虹酷兒健康文化中心 

當我們同在一起 

紅樓部屋 

大台北同學會 

性福巴士 192-1 號 

G 籠同學會 

桃緣彩虹居所 

風城部屋 

彩虹風城 

中部 彩虹山城 

台中基地 

雲林彩虹工作坊 

彩虹城堡 

彩虹奇蹟 

志投道合(南投) 

南部 祈晴天地 

諸羅部屋 

南方彩虹街 6 號 

陽光酷兒中心 

彩虹逗陣聯盟 

屏水相逢健康中心 

向日葵健康中心 

東部 小桃宜蘭的家 

洄瀾 G 所 

愛滋公衛

追蹤與個

案管理 

臺北市立聯合

醫院昆明防治

中心 

匿名篩檢 

轉介服務 

愛滋個案管理 

本表為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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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政府公共衛生系統在社區中扮演疫情控制與預防的角色，在疫

情控制的部分著重感染者服藥與就診追蹤、性接觸者追蹤與篩檢等，在預防角

色上，除積極宣導外，亦運用特定人口群特質為基礎運作同志健康服務中心，

以達到預防教育與諮詢、篩檢、醫療資源連結等效果。在政府公共衛生系統運

作中的人力除公共衛生護士外，亦包含各協力的民間組織工作人員及志工。 

參、當代愛滋助人者：充權與倡議工作 

一、感染者的充權與倡議需求 

疾病的烙印讓感染者生活備受壓迫外，感染者亦較少為個人的全能失能開

展行動。莊登閔(2011)指出感染者實踐權能行動參與偏低、內在烙印高者權能相

對較低，故建議實務工作者協助感染者權能提升。徐森杰(2016)整理文獻發現，

愛滋汙名源自於醫學社群定義為「男同志疾病」及「防治者的意識形態」，面對

持續汙名與歧視，應以培力感染者實踐平權為介入策略。 

二、反思：以組織與機構為主體的平權與倡議 

對於台灣愛滋病充權運動，徐森杰(2016)認為愛滋平權運動歷程可分為五個

階段如下(徐森杰，2016)： 

(一) 個人行動(1985-1990)：此期間多由個人或朋友發起，如祈家威召開記者

會呼籲「圈內人」勇於篩檢。 

(二) 互助集結(1991-1995)：逐漸有機構成立，且機構間、民眾間互助集結。

如防治人員與感染者合作成立「誼光義工組織」、楊捷妤女士感念田啟

元集結眾人成立愛滋中途之家(後轉型為預防醫學會希望工作坊)、勵馨

基金會內部發起關懷愛滋事工、血友感染者的集結等等。平權運動則

有澎湖愛滋學童事件，關懷愛滋人士集結聲援捍衛其受教權甚至走上

街頭等。 

(三) 組織及法人化(1996-2009)：此期間多所以感染者為服務對象的民間機構

開展與設立。如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成立、仁愛修女會附

設露德之家轉型服務感染者、基督教關懷事工成立財團法人愛慈教育

基金會、血友感染者成立浮木濟世協會等等。許多事件也促進各協會

的共同發聲與集結，如 2002 健保 IC 卡導致就診隱私曝光、2004 年農

安街轟趴事件、2005 年關愛之家的鄰避事件、2007 年「〈後天免疫缺乏

症候群防治條例 (簡稱愛滋條例) 〉」修法行動等等，社群組織與各協

會多有集結聲援與共同倡議的合作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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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聯盟運作(2010-至今)：有感於集結的重要性，2010 第一屆愛滋與社會

學術研討會與會者呼籲各界以聯盟集結方式因應，同年有「台灣外籍

愛滋政策修法聯盟」成立倡議外籍感染者出入境限制。而 2011 年「愛

滋行動聯盟」成立抗議醫療部分負擔政策並要求回歸健保，並於雲端

藥歷政策實施時倡議病歷隱私的疑慮。 

三、新世代：感染者網路社群的倡議 

由於便利的手機與行動網路的高度發展，人人都可以隨手從網絡獲得訊

息，而透過網路社群媒體也能形成有效的人群溝通，故非營利組織使用網路

社群媒體進行宣導與倡議工作頻繁且尋常。Jonathan, Paul 與 Clifford (2012)揭

示了「倡議 2.0」的概念，認為多數的倡議組織透過網路社群媒體可以促成公

民參與與集體行動，並能實現倡議和組織的目標。Scott 與 Maryman (2016)認

為使用網路社群媒體進行倡議工作，能使個人能參與並對話有關的社會議題

並促成改變，是創新且越來越普及的方法。此外，網路社群媒體的特性也影

響改變非營利組織的倡議方式(Guo & Saxton，2013)。 

由於愛滋汙名與參與者匿名的需求，運用網路社群媒體進行愛滋倡議也

相當常見。Taggart, Grewe, Conserve, Gliwa 與 Roman Isler (2015)分析發現在多個

網路社交媒體平台中最常使用短文字訊息，主要的用途類型有傳播與促進健

康、分享經驗、提供社會支持、促進服藥順從度等，而社交媒體的匿名與保

密性具有重要的影響。 

在研究者資料蒐集中，也發現國內有多個網路社群，他們多元的透過

FACEBOOK(臉書)、LINE、Pluerk(噗浪)、Twitter(推特)等與目標人口群進行互

動。透過資料蒐集以及研究對象的訊息提供，以下表格呈現各網路社群以及

提供的服務： 

表 2-5：提供感染者服務的網路社群 

網路

社群 

說明：以網路社群為服務基礎，提供感染者服務。 

帕斯堤聯盟 1. 運用的網路社群媒體：臉書 

2. 服務內容 

(1). 爭取感染者權益 

(2). 正確防疫 

(3). 疾病去汙名化 

帕三小事務所 1. 運用的網路社群媒體：臉書 

2. 服務內容 

(1). 破除同志歧視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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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愛滋除罪化 

(3). 營造零歧視、零汙名的環境 

新滋識同盟 1. 運用的網路社群媒體：臉書、推特 

2. 服務內容 

(1). 宣導 HIV 相關衛教 

(2). 推廣篩檢與預防性投藥 

(3). 減少社會對於 HIV 的標籤 

感染者網路秘密

社群 

1. 運用的網路社群媒體：臉書、推特 

2. 服務內容 

(1). 經營感染者互助社群 

(2). 感染者服務 

(3). 爭取與倡議感染者權益 

本表為作者自製 

綜上所述，當前愛滋助人者及社區助人機構運用網路社群進行各項工作相

當常見。透過網路社群提供服務，方法上也與著重在「面對面建立關係」方法

有很大區隔，最顯著在於倡議工作的進行以及人群聲量透過網路來集結。隨著

當代日益高度發展且變化快速的網路世代，我們皆無法忽視科技革新帶來的新

服務狀態。據此，本論文認為研究資料蒐集更應包含當前許多以網路社群為基

礎的愛滋助人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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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愛滋助人工作的困境與挑戰 

壹、社會層面 

一、 克服疾病汙名 

隨著藥物治療逐漸發展，感染症狀漸緩與持續恢復的健康，從出院到社區

生活，感染者的日常生活中仍深受疾病汙名。莊苹(1995)研究發現，愛滋病烙印

反映在性別議題上，對防治工作、自願篩檢、同性戀等皆有不良影響。蕭佳華

(1996)指出傳媒、衛生政策等皆與烙印形成相關，甚至專業權力可重新定義烙印

的文化屬性達到社會控制。張菁芬(1997)認為感染者之所以會遭到社會不公平對

待，因為社會以道德批判的眼光責備他們，並該為自己負責。 

遭受到疾病的汙名為感染者帶來生理、心理及社會的影響。過去學者研究

指出，除了患病的失落與死亡情緒外，社會汙名也影響著感染者的日常情緒，

甚至生理性的降低免疫力促發伺機性感染(吳秀禎，1992；沙依仁，1992)。施侒

玓(1998)的研究指出感染者最擔心曝光，而孤獨感是因此而自慚行愧、自我封閉

造成的，可見疾病汙名對感染者的心理與生活適應有嚴重的影響。 

在資源系統部分產生的社會影響很多。UNAIDS (2014)指出醫療、政策環

境、社會結構等歧視與汙名，造成感染者的生活困境與不平等。深受疾病烙印

下醫護人員可能拒絕提供感染者服務或是發生服務衝突(陳志軒、徐畢卿、李靜

姝與黃建豪，2012)。在社會連結與社群參與的部分，汙名烙印甚至讓感染者在

社群中被排斥，Ramirez-Valles, Molina 與 Dirkes (2013)指出即便同為深受汙名與

歧視的 LGBT 者，健康的 LGBT 認為 LGBT 感染者應該為個人行為負責任，並

對感染者 LGBT 負向態度與拒絕。 

二、服務對象處境弱勢 

儘管已歷經多年倡議發展，感染者仍需承受生活中的汙名與各項歧視。透

過國內外文獻，學者早已認識到愛滋病實務工作需考量社會環境與結構的不利

與壓迫(王增勇譯，1992；沙依仁，1992)。然而，改變社會結構是眾所皆知的困

難，更何況感染者的汙名與歧視嚴重。 

社會政策亦可能帶來各項限制。1990 年「愛滋條例」立法頒布後，確定愛

滋病為法定傳染疾病，醫護人員具有通報責任，對於蓄意傳染訂定罰則，儘管

敘明對感染者權益的保障，但實施與落實差距盛大，故民間團體不斷透過行動

訴諸平權與反歧視，1992 年有社運團體舉辦「檢視台灣愛滋環境」立院公聽會

指出台灣感染者政策中充滿歧視(黃道明，2012)。羅士翔(2010)指出，儘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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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國家願意保障感染者處境，愛滋條例並未考慮感染者遭受歧視的社會處

境，除著重防堵病毒的法規外，對於感染者隱私並不重視，感染者的處境仍待

實質且持續性的改善。 

貳、服務提供者層面 

一、醫護人員 

(一) 拒絕提供服務 

提供感染者醫療服務的一線人員醫師、護理師，面對服務過程可能帶來的

感染曾引發拒絕提供服務的倫理討論(柯乃熒與鍾信心，1996)，亦曾有護理師寧

願辭職不照顧感染者的研究發現(莊苹與劉仲冬，1997)。學者曾蒐集國外文獻指

出，感染者非被主流接受的生活型態或部分風險行為，會使工作者陷入「同性

戀恐懼」、「靜脈毒癮恐懼」、「愛滋恐懼」中(張菁芬，1997)。近年針對「感染者

歧視與侵權經驗」的研究顯示，拒診在感染者的生活中仍常見(呂昶賢與張正

學，2014)，有研究指出醫療人員在對傳染病患者服務上有選擇性歧視(丁志音與

涂醒哲，2004)。本論文爬梳近期新聞報導，多年來感染者被拒絕醫療仍常見報

(林惠琴，2017)。醫療人員怕被傳染，對服務感染者感到害怕，進而拒絕提供服

務，其源自於對疾病缺乏認識。 

(二) 隱私保密與告知預警 

保密與告知預警經常困擾醫護人員，有研究指出醫療人員為避免可能的第

三者受傳染，有告知第三者而違反保密的義務(葉琬萍，2010)，而王志嘉(2015)

指出針對病人的伴侶或性接觸者除有保護預警的義務外，更需要透過良好的醫

病溝通達到效果。 

(三) 倫理議題 

李明濱(2003)指出感染者醫療中有倫理議題來自於權力衝突有：(1)病患隱

私權與社會民眾知的權利、(2)病患隱私維護與保護社會大眾、(3)醫療資源分配

公平性、(4)治療權的衝突、(5)個人有被照顧的權利和拒絕被照顧的權利。 

二、 長照與居家照顧人員 

研究顯示長照機構多擔心機構無法因應感染者照顧需求，或是無法完善保

密感染者隱私，對提供機構照顧服務態度負面(李淑春，2015)。莊素蓉(2015)的

研究指出，對於護理之家的照服員研究顯示，對疾病正向者照護意願高，若能

瞭解清楚理解並有健康態度，更有照顧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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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共衛生人員 

(一) 團隊合作的挑戰 

公衛人員依照「愛滋條例」，有疫情控制與追蹤性接觸者的職責，此亦經常

帶來保密與告知預警的挑戰。愛滋個案管理師除了需要證照合格外，亦須面臨

多重需求者的複雜問題，而有團隊工作的挑戰(邱毓慧，2016)。 

(二) 保密議題 

公衛人員在進行性接觸者追蹤時，除了接觸者的醫療利益，也需考量感染

者人格及隱私的法律要求，然而保密義務並非絕對且有限制(林欣柔，2014)。過

去也有因保密措施不理想，洩露感染者身分而有衛生所護士違法受罰之例 (蘇

木春，2017)。 

四、 愛滋助人者 

(一) 挑戰社工經驗視野 

對於社會工作者面臨的愛滋病挑戰，王增勇譯(1992)呈現了幾個考驗議題，

包括：(1)病人的父母同時承受小孩感染與同志身分的危機、(2)已婚婦女同時得

知丈夫感染以及是雙性戀的事實且自己與小孩需要被篩檢、(3)已感染的孕婦對

逝去的孩子感到的傷痛同時也期待出生嬰兒未感染、(4)教導年輕人使用保險

套、(5)一個照顧感染者疲憊伴侶剛得知自己確診等。這些挑戰情境涵蓋社會正

義、染病的羞恥感、對刻板印象的挑戰、面對絕望等。從上述得知，社工對社

會正義的價值就相當重要，而感染汙名造成的羞愧感、失落與悲傷、疾病的絕

望感、刻板印象的破除等，皆挑戰著社工的經驗視野。 

(二) 服務意願議題 

然而，有研究指出社會工作人員不願服務感染者。莫藜藜與鍾道詮(2006)指

出，社會工作人員可能因為社會因素、個人因素、機構因素而拒絕提供感染者

服務，其考量有如擔心法定傳染疾病、家人反對、不知如何提供服務等等。而

亦有研究者指出愛滋助人者困難於和感染者討論性議題(張菁芬，1997) 

(三) 倫理的挑戰 

倫理兩難是愛滋助人者時常經驗的挑戰。吳孟姿(2014)敘說服務經驗中，曾

遇到陪同感染者就醫時是否告知醫生感染實情的為難，面對醫病關係不對等且

感染者急需受到醫療協助，告知與否牽涉到的是倫理兩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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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杰(2002)指出愛滋助人者經常面臨倫理兩難困境，常見發生倫理兩難的

情境有如資源連節、伴侶告知、得知藥物濫用、工作體檢、病歷告知等，建議

工作者依處遇經驗外，另建議相關單位研議倡導，並提醒捍衛正義的重要性。

愛滋身障者的安置議題也牽涉到倫理考量，透過案例檢視，在機構轉介中，病

歷的告知與個資法的考量是必要的(劉欣怡等，2015)。 

(四) 服務資源不足 

侯建州、溫信學與施睿誼 (2018)針對國內病友組織的研究發現，少數邊緣

族群者面對福利不足的狀況，病友組織需要發展各種策略去因應與協處服務對

象的需求，如感染者安置床位不足，不得已需要送往病友團體經營的無法規依

據的收容機構中。 

參、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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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愛滋助人工作文獻探討 

為了解本論文研究主題「愛滋助人工作」現已有的文獻發展情形，作者以

我國碩博士論文做文獻盤點。我國碩博士論文依學位授予法皆需寄存於國家圖

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為國家圖書館免費公眾使用之學位論文

線上服務，囊括所有臺灣碩博士論文，故採用此資料庫進行文獻盤點蒐集。本

論文文獻整理方式為，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中搜尋所有「論文

名稱」中含「愛滋」的論文。以下進行愛滋助人工作文獻探討。 

壹、「愛滋」為題的論文數量 

一、研究對象為「照顧或服務提供者」的論文數量 

表 2-6：研究對象為「照顧或服務提供者」的論文數量 

二、研究對象為感染者的論文數量 

表 2-7：研究對象為感染者的論文數量 

類別 數量 

感染經驗敘說 26 

感染者心理計量 11 

感染者心理衛生 7 

感染者健康照護 18 

感染者在監所感染者 16 

外國感染者及國際援助 7 

合計 85 

類別 數量 

親屬照顧者 1 

醫療照護從業員生 11 

照顧服務員 2 

愛滋助人工作者(社工、心理諮商) 4 

愛滋個案管理者 7 

組織、社會運動、服務資源網絡 6 

合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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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研究類別」的論文數量： 

表 2-8：其他研究類別的論文數量 

四、討論 

本論文以「愛滋助人工作經驗」為題，故聚焦討論以「照顧或服務提供

者」的相關研究。 

其中，最多的研究是「醫療照護從業員生」，共有 11 篇。研究對象有護理

人員及護理學生，範圍涵蓋照護經驗、疾病知識態度、照顧意願、照顧知識需

求、護理學生的知識態度等。第二順位為「愛滋個案管理者」，研究主題涵蓋工

作經驗、個案管理計畫、成效分析、處遇經驗、角色認同、技巧及工作關係

等。第三順位為「組織、社會運動、服務資源網絡」，研究主題有感染者培力組

織、非營利組織角色與功能、國際性非營利組織防治角色、中國愛滋非政府組

織研究、網路社會運動實踐、藥癮者社區照顧服務網絡探討等。 

在「愛滋助人工作者(社工、心理諮商)」、「照顧服務員」、「親屬照顧者」等

類別上研究論文則多小於 5 篇。「照顧服務員」的研究主題有照顧意願、機構負

責人安置感染者意願等 2 篇、「親屬照顧者」1 篇研究。以下則針對「愛滋助人

工作者」文獻進行探討。 

  

類別 數量 

防治與衛教宣導 50 

網路、資訊研究 9 

國際與移工 6 

公共衛生 27 

醫療技術 13 

文學研究 1 

法律、政策分析 12 

倫理學研究 3 

新文學 5 

科學技術 26 

保險研究 1 

合計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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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愛滋助人工作者」文獻的發現 

本論文研究對象為「愛滋助人工作者」，如前文獻整理中，「照顧或服務提

供者」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共有 31 篇，其中以「愛滋助人工作者」為研究對象

者，共有 4 篇論文如下： 

表 2-9：研究對象為愛滋助人者的 4 篇論文 

研究對象：愛滋助人工作者 

1. 一位愛滋社工之助人實踐與敘

說反思 

吳孟姿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系所名稱：性別教育研究所 

畢業學年度：102 

2. 愛滋專業助人者助人熱情之相

關研究 

江巧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系所名稱：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畢業學年度：96 

3. 醫務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對愛滋

病毒感染者的價值觀與反應之

探討 

黃嘉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系所名稱：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

系 

畢業學年度：88 

4. 愛滋助人者之服務現況及其工

作壓力之研究--以社會工作者與

志願服務人員為例 

張菁芬 東吳大學 

系所名稱：社會工作學系 

畢業學年度：85 

在「一位愛滋社工之助人實踐與敘說反思」論文中，主要以生命故事鋪陳

並透過過往經驗的爬梳，產生內在動力，再次回到服務過程中的關係與意涵作

探討。作者的經驗敘說從成長故事開展，中段為服務經驗中汙名力量與個人的

關聯作探討，最後透過五年的實務經驗反思完結敘說。研究者透過自我敘說角

度，研究觀點為關注愛滋社工實務困境。 

在「愛滋專業助人者助人熱情之相關研究」論文中，該研究探討愛滋助人

者的人格特質、同性戀態度影響助人熱情的情形，經過問卷調查法分析後得出

結果。研究發現有：1.愛滋助人者人格普遍偏向內控、2.愛滋助人者普遍接納同

性戀者、3.愛滋助人者助人同意個人擁有和諧性助人熱情、4. 愛滋助人者助人

不同意個人擁有強迫性助人熱情、5.無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宗教信仰、

工作場域、照護年資對愛滋助人者的和諧性助人熱情無差異。6.主要照護愛滋

助人者比偶然照護愛滋助人者擁有較多的和諧性助人熱情、7.內外控特質對於

和諧性與強迫性助人特質無顯著預測力、8.同性戀態度和和諧性助人熱情有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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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關及正向預測力 

在「醫務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對愛滋病毒感染者的價值觀與反應之探討」論

文中，研究者以深度訪談法呈現醫務社會工作者的價值觀與實務工作反應。研

究發現有人本公益取向：重視人的基本權益與尊嚴，並強調在維護患者利益與

社會大眾福祉間應取得平衡；接納自省取向：重視個人的自我覺察與瞭解，以

接納態度來面對患者；中立效能取向：專業的價值觀為基礎，面對患者採以中

立客觀的態度待之，處遇方法上皆著重社會工作專業的體現；公平理性取向：

強調公平與資源合理分配的觀點，人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以客觀理性的態度

來面對患者，以問題解決為導向；尊重調適取向：強調服務對象中心的觀點，

以尊重的態度來看待患者的個別差異，對患者的反應乃隨著臨床經驗的累積而

有調整與修正。研究者另提供社會工作專業相關建議。 

在「愛滋助人者之服務現況及其工作壓力之研究--以社會工作者與志願服務

人員為例」，研究者透過深度訪談法，研究發現愛滋助人服務內涵有：提供友情

的關懷、提供專業的助人關係提供、護理照護服務、提供「性議題」討論管

道、提供資訊與資源、提供臨終關懷服務、提供心理建設與自殺防治的服務。

愛滋助人者對服務的期待有使感染者感受被接納、以身作則的示範、幫助患者

體會信仰的力量、讓病患交託心理的重擔以及沒有遺憾地離開人世。愛滋助人

者的工作壓力有被感染的恐懼、工作厭倦感、病患去世或自殺、社會大眾對愛

滋助人者的標籤、相關知識與經驗匱乏、對自己角色的質疑、病人互動關係、

醫療團隊的關係、機構內壓力、感染者義工面臨的壓力和困難等。對於愛滋助

人者面對壓力的因應，會因個人特質有很大的不同，但多運用內控的方式如自

我反省或調整想法。 

參、小結 

本小節透過「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搜尋「愛滋」為題的碩博士

論文，並從研究對象為「照顧或服務提供者」的研究論文中，聚焦在「愛滋助

人工作者」的論文上。從目前已有的研究發現，包含愛滋助人社工的自我敘

說、愛滋助人者的助人熱情、醫務社會工作人員的 5 個實務價值觀，以社工和

志工的愛滋助人者服務現況和工作壓力，尚缺從實務工作綜融性觀點進行實務

經驗的探討整理與分析。 

目前，愛滋治療藥物以及感染者生活現況已今非昔比，疾病的慢性化下感

染者有更多社會適應與福利介入需求。現有文獻距今有 5 年以上，對於當前的

實務現況仍有待更新。綜上所述，當代愛滋助人工作的實務經驗仍有重新研究

探討的必要性，且要聚焦實務場域現況的了解。本文將以綜融性取向以分析當

代的實務工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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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若想研究特殊議題或少數人口群的經驗或看法，質性研究相當適合(簡春

安， 1992)。人的經驗與感受多透過語言傳達，因此社會研究者多採用訪談法

進行研究。無論是探討生命經驗、內心世界，以及了解研究對象對問題的看法

等，訪談法能呈現豐富的資料供分析。質性研究方法對於特殊與弱勢人口群的

研究相當適合，如自殺與吸毒者、同性戀者等。 

第一節 質性研究 

對於質性研究如何看待問題，Corbin (2001)提出四點：(1)有關現象的概念未

確定、(2)研究概念及少被了解、(3)尚未發展概念化、(4)尚未有人以相同方式提

出問題，可見對於極少人知，或是概念不清楚的社會現象，能透過質性研究加

以回答。 

對於「真實」性，質性研究肯定主觀經驗，且認同是訪談互動產生的，故

更應該要真切反映受訪者「主觀經驗」的意義與價值，也因此質性研究「不在

乎真實」，由於著眼「主觀經驗」，故研究的結果不具有預測性(簡春安、鄒平

儀， 1998)。何時適用呢？簡春安 (1992)認為有以下五點(引自：簡春安，

1992)： 

一、不熟悉的社會系統。 

二、在不具控制與正式權威的情境中。 

三、低度概念概化與學說建立的背景下。 

四、描述複雜的社會現象，需要受訪者主觀理念，以及實際參與者客觀印

象的表現等。 

五、一個新概念和新假設。 

質性研究多採自然而然問問題的方式，從設計訪談大綱、訪問、整理資

料、到資料的詮釋與整理等，研究者本身就是資料蒐集工具。研究對象透過語

言文字呈現觀點。質性研究中著重研究對象的觀點及個人意義，因此受訪者的

獨特性是重要的，而研究中重視的與受訪者的接觸與洞察，並能在研究資料的

整理與詮釋中反映。研究者不僅僅是研究工具，亦可能在訪談回饋中提供反思

性建議或充權研究對象(田秀蘭，2010)。 

 



33 
 

對於質性研究中的訪談者，陳向明(2002)認為不在於數量，而在於找到研究

主題中的典型代表，也就是研究對象的經驗切合我們所關心的研究議題，而對

於研究對象的選取，有研究者建議訪談者的經驗應該合乎研究目的，以發揮受

訪者的特性(林正鄆，2011)。 

第二節 採用質性研究方法的原因 

對於探索感受、經驗、價值觀等強調參與者本身觀點的研究，呈現社會現

象多運用訪談研究法，基於探索社會現象為出發。探索性提問一個未被發現、

稀有鮮少、不常見、未被研究過的問題，能運用質性研究發光發熱。本論文採

取質性研究作為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壹、現有研究少待開發 

近年愛滋領域研究者表示，國內相關研究仍在發展(吳孟姿，2014；林正

鄆，2011)。爬梳文獻，最相關於助人工作領域現況的研究，有張菁芬(1997)對

於愛滋助人者服務現況與壓力研究，近年則有吳孟姿(2013)助人者自我敘說，以

及江巧鈴(2008)對於愛滋助人者服務熱情的研究。目前研究對於探討愛滋助人工

作的困境與挑戰尚缺乏。 

貳、研究題目具有探索性 

本研究欲了解愛滋助人工作的困境與挑戰。由於是主觀的經驗故具有個別

性。因此本質上與受訪者時間歷程息息相關，隨時間持續累積與個人的成長和

覺察而有動態成長，是故質性研究中的「探索」、「深究」才能挖掘與直指訪談

訊息的核心。另外，由於訪談某種程度是形成的過程，也就是研究者與受訪者

互動的產生，質性研究中的探索性特質更能發揮效用。 

參、研究對象具少數性與特殊性 

我國 2017 年本國籍共 35,581 名確診感染 HIV(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7)，然而隨藥物進步以及有效的防疫政策(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3)，

愛滋病已被視為慢性病情。由於服務對象少於其他社會福利介入需求者，愛滋

助人工作似乎是個少眾的助人領域。 

然而，有服務需求的感染者通常合併多重需求且資源不足，更加重對愛滋

助人者的工作挑戰。又因為疾病汙名、擔心感染，甚至因無法對 LGBT 服務等

個人議題，有服務意願的助人者相較更少了。愛滋助人者自發展初期就相當少

數，又因為服務對象需依複雜多元的需求介入，經常遇到法規不完備、福利資

源不足等情形，足見愛滋助人工作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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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 

壹、受訪者接觸  

透過文獻蒐集，發現愛滋助人者背景多元，依據當前發展情形可分類為公

衛人員、在社區機構中的愛滋助人者、網路社群助人者，以及在醫院提供醫療

服務的醫事人員。 

公衛人員的工作內容為疾病與性接觸者追蹤、健康關懷、服藥情形與感染

控制等，由於多任職於我國衛生行政部門或疾病管制署，研究對象較容易聯

繫。社區機構中的愛滋助人者，則因機構服務項目、地域性等造成工作內容與

接觸情形的差異。新興的助人型態如網路助人者亦在本論文中考量。按資料蒐

集及受訪者建議得知，當前有多個網路助人社群提供感染者服務，除正式組織

運用網路社群媒體進行社群工作外，其餘亦有非正式組織以感染者為主提供服

務，有的甚至是私密社團，需要熟人連結引薦。 

為使得本研究更聚焦於且訪談資料具有代表意義，研究者透過愛滋社群推

薦進行訪談者接觸，透過人拉人的介紹，共找到分別以社區機構、網路社群助

人者、公衛人員等三類別受訪者。由於本研究採立意取向形成受訪者名單，故

未包含醫療人員。 

貳、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總表如下。本論文依據受訪者背景進行分類。表-1 列有專業背

景、工作型態、實務年資等說明。表 3-2 則依據受訪者的機構類型、學歷、專

業背景、職稱等進行列表說明。 

表 3-1：訪談對象分類、專業背景、工作型態與年資 

分類 專業背景 工作型態 5 年以下 5-10 10 年以上 

社區機構 
社工 專業助人者  B A、D、F 

心理諮商 專業助人者 C   

網路社群

助人者 
社工 無給職  E  

公衛人員 護理 專業助人者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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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訪談對象機構類型、專業背景、職稱 

由於多個受訪者仍受聘於服務機構中，參與任何研究需合乎機構規範及專

業倫理。對於潛在的研究對象，研究者將先進行電話、網路訊息、通訊軟體等

方式聯繫對象，了解其參與意願，若機構倫理要求將遵循規定提出申請，並將

研究計畫、訪談大綱等參考資料寄給受訪者，待受訪者及機構同意後，再進行

後續訪談工作。將以彈性安排訪談時間，訪談地點將考量隱密性、方便性以及

研究對象需求等。 

參、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訪談法。潘淑滿(2003)指出訪談是有目的的談話內容，研究對象

以口語表達呈現對研究問題的看法、感受與意見。陳向明(2002)認為，訪談法透

過口語資料蒐集具有研究性的內容。我們透過訪談法期待了解研究對象對真實

世界的表述、態度與感受，因此是社會互動且建立在對話上的。「傾聽」在訪談

中是重要的，這最重要的來自研究者進入到研究對象的經驗中去感同身受，除

了能創造情境讓研究對象有機會表達對研究議題的想法之外，由於是「互動雙

向」的，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建立對社會現象所表達的本質與意義，而研究者透

過詮釋還原被研究的社會現象(潘淑滿，2003)。 

為了更能詳細且深入的蒐集研究對象的經驗與想法，本研究採用半結構訪

談法，透過訪談大綱讓訪談內容能具方向並切合研究主題。由於問題是開放

的，訪談中能促成更多訊息的呈現，因此與研究主題有關的各種訊息內容相當

重要。訪談工作儘管有其開放性，但仍是透過有目的的對話進行資料蒐集。 

受訪者 機構類型 專業背景 職稱 

受訪者 A 愛滋助人機構 社工 主任 

受訪者 B 安置機構 社工 社工員 

受訪者 C 愛滋助人機構 心理 專案研究助理 

受訪者 D 愛滋助人機構 社工 資深社工員 

受訪者 E 網路助人社群 社工 無給職 

受訪者 F 愛滋助人機構 社工 秘書長 

受訪者 G 地區型醫院 護理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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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半結構訪談總是能打開研究對象的話匣子，研究者有必要專注傾聽，

且適時澄清困惑的訊息，以免曲解研究對象的意思。訪談研究法雖然是訪問研

究對象，實則是研究對象與研究者共同建構，因此研究者對於研究對象的感

受、價值、思維、情感等再進行分析然後呈現(田秀蘭，2010；陳向明，2002；

潘淑滿，2003)。 

肆、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附件 1)是訪談研究的骨幹，在有依據的引導下進行資料蒐

集。本研究訪談大綱是根據研究目的與問題而來，並與指導教授進行討論。考

量本研究核心探討愛滋助人實務經驗，故訪談大綱分為三部分： 

一、訪者背景、訪者進入愛滋助人工作的緣由 

對於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蒐集是需要的，研究對象的背景了解可從年資、

工作經驗、工作職位以及工作角色等得知，此部分的訪談亦可確認研究對象符

合研究主題。儘管研究前即進行研究對象的探詢，但透過訪談中對研究對象的

背景了解，除可進行暖身外，亦可以更進一步認識研究對象的生活樣貌，有助

後續訪談中研究者對訪談訊息的認識與了解。 

二、因應實務挑戰中的原則、因應策略 

本研究聚焦在愛滋助人實務中的困境與挑戰。此部分將先訪談研究對象的

實務工作內容，並請受訪者實際舉例，以了解愛滋助人工作的挑戰。訪談中再

透過追問、深入等策略了解受訪者個人經驗下的實務價值與因應策略。 

三、建議與反思 

由於愛滋實務工作的特殊性在於疾病汙名與歧視，除了聚焦在助人服務更

應該面對社會壓迫理解與反思。本研究將透過訪談蒐集愛滋助人者對當前實務

工作的反思與建議，並邀請受訪者透過鉅視觀點脈絡化呈現。 

伍、訪談記錄 

如前所述，訪談研究是一個互動過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互動下建構出

深具意義的訪談資料。訪談研究的資料蒐集過程，即是透過訪談大綱以及開放

的態度來進行。訪談大綱是訪談過程中的指引，但依然可以回到研究對象的主

觀脈絡進行訪談，如順著研究對象的回應順序、脈絡進行訪談蒐集。本研究訪

談將運用錄音取代紙筆記錄，若訪談中有研究對象表明保密的將會排除於研究

資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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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 

壹、逐字稿 

訪談過程中最原始的資料就是逐字稿。質性研究對蒐集到的資料作分析與

解釋、並呈現發現與結果，也就是從大量的逐字稿資訊中，整理出切合研究主

題與研究目的的內容，找出重大意義，再從這些重大意義訊息中，整理出本研

究結果。 

貳、編碼工作 

本研究概括而言是對「經驗」的研究，故透過訪談方法將研究對象的「經

驗」被蒐集，透過一字一句形成逐字稿。研究者將透過「開放式編碼」，將研究

者認為切合主題且有意義的內容標記。「開放式編碼」得到的訊息需要歸納與比

較，此時在資料中找出共通或相異的概念，並看見這些關聯性，試圖建立「軸

索編碼」訊息。「軸索編碼」相較「開放式編碼」資料量更少、更集中，且更具

體，然而質性研究是找到最彰顯、最切合研究主題的訊息，進而詮釋作為研究

問題的成果，這最後的步驟就是「選擇性編碼」(林正鄆，2011)。 

參、研究嚴謹度 

質性研究不若量化研究可以採用統計學方法檢驗信效度，然而身為科學研

究，質性研究仍需要面對所蒐集的訪談資料適切的合乎研究主題。質性研究可

以透過訪談環境、資料登錄與轉換、資料有效的採取者來達到質性研究的嚴謹

度。胡幼慧主編(2002)對於質性研究的嚴謹情形，認為 Lincoln&Guba(1984)提出

的可信度、可轉移性、可靠性三部分最為可行。 

可靠性是指研究工作的一致，無論從研究對象的選取、訪談大綱、訪談工

作、資料編碼，期待在這個研究過程中能一致性的操作。在研究對象的語意澄

清、態度理解上，也一致性的達到切實的了解(劉明惠，2014)。可靠性期待的研

究過程一致性，在某些環節上其實難以做到，比如研究對象可能因為居住地而

不能維持在統一的訪談空間中，因此一致性的落實，需要在訪談過程中的對

談、提問、澄清、追問、意義瞭解等過程中落實，也就是讓資訊從蒐集到被理

解的階段是一致的。 

可信度與可轉換性，被認為可代表質性研究的真實程度(胡幼慧主編， 

2002)。質性研究若多是研究者的天馬行空，揣測、或是超過事實等，即非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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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杜撰。可轉換性是指，研究對象的訪談內容，被研究者有效且確實的轉換

成研究訊息。在此過程研究者需要透過豐富的描述技巧才能具體呈現研究對象

的語言和非語言訊息，也就是目標達到真實呈現研究對象的思考脈絡以及反

應，而透過豐富且完整的文字描述，研究資料更能真實呈現研究對象的意思(林

正鄆，2011)。 

第五節 研究倫理 

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幾乎是權力不對等的。研究者由於掌握

有知識與研究主導權，在研究中研究對象無可避免被弱化。質性研究中極度重

用的訪談研究法，也往往在對話的過程造成研究對象的負面影響。為了保障研

究對象的權益，研究倫理需要被落實。 

台灣社會工作人員專業協會(以下簡稱 TASW)制定社會工作研究倫理守則，

敘明社會工作研究旨在提升社會福祉，促進社會正義，肩負社會責任及倫理責

任。由研究對象多為弱勢者、社會福利使用者，需重視研究對象的尊嚴、自願

性、保密性，且避免研究過程中的雙重關係，利益衝突，降低研究傷害(台灣社

會工作人員專業協會，2011)。本研究參考 TASW 規範，形成本論文「訪談邀請

與訪談同意書」。由於本研究事涉專業工作中的經驗反思，將考量以下研究倫

理。 

壹、隱私與保密 

每個人都重視隱私，也在意隱私訊息如何被蒐集以及取得或被誰得知。隱

私是指個人能決定訊息能在何時、何地、何方式、何程度被傳遞給何人，在研

究中，也就是研究對象能夠完整地得知訪談資料將被如何被運用、訪談過程是

否無干擾或是被他人聽見。本研究將盡量運用良好的會談空間，且允許研究對

象選擇熟悉的場域進行會談，允許研究對象決定訪談內容是否被錄音與呈現，

以期能夠尊重研究對象對隱私與保密的期待。由於考量研究對象皆為專業工作

者，受訪者資料匿名是必須的，因此將運用代號、假名來落實。 

貳、研究的潛在風險 

研究報告是公開展示的知識作品，然而質性研究由於對少為人知的社會現

象做調查，研究訊息中若讓研究對象遭到辨識，恐會帶來研究潛在的風險。研

究對象因為潛在的風險得到的傷害是無法預期的，如遭到機構與專業協會的處

罰、服務對象受到騷擾或是研究對象受到騷擾、甚至是研究過程中對研究對象

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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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對於訪談內容與資料的公開、談論敏感的議題、訪談的中止與繼

續、參與或退出研究等的決定，都尊重研究對象的選擇。避免研究潛在的風險

是以不傷害研究對象為前提。 

參、知情同意 

知情同意是相當重要的研究倫理議題，也就是研究對象參加研究前，對研

究的內容作充分的了解，自主抉擇同意參與研究，且基於自願與完整充分的考

量。知情同意有三個要件，清楚告知、參與者能完整了解、參與者能自願的同

意參與研究(胡永崇，2013)。 

本研究在初步接觸研究對象時，將事先提供「訪談邀請與訪談同意書」(附

件 2) 、「訪談大綱」等進行本研究與訪談大綱說明。研究者除事先以文件告知

外，訪談前將再以口頭詳細說明研究內容，亦會詢問研究對象對研究內容是否

有提問或疑義，以確認研究對象是否能充分了解。研究者不會說服與催促研究

對象對參與研究的決定，將會被動的等待研究對象告知同意參與後，再行後續

研究訪談的安排。 

肆、研究者角色 

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多被視為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中的角色將大幅

的影響研究結果。研究者的主觀性是形成研究結果的重要因素，主導研究方

向、資料蒐集、資料的詮釋等。質性研究對於研究者扮演的各種角色沒有一定

的答案，研究角色是互動產生的，應該根據研究主題檢視研究角色，做出有研

究專業的角色選取。綜上所述，研究者應積極檢視研究過程中，身為研究者的

角色與主觀性對研究資料的詮釋所做的塑造，並忠實地扮演與呈現詮釋觀點(丁

雪茵等，1996)。 

愛滋病為主題的研究，無可避免涉及疾病、性傾向以及性行為的隱私，研

究者多經歷價值觀點的衝擊與挑戰。質性研究關注對社會現象的發現，由於研

究對象是同性戀次文化中的次文化。研究者仍須避免在研究詮釋中反映主流文

化觀點，需要關注研究對象與研究資料中的個別性與獨特性(林正鄆，2011)。 

本研究考量研究對象與主題的特殊性，研究者需要保持開放態度與文化敏

感。研究者的角色儘管是研究中的互動過程以及有目的的選取，也深受研究者

的過去經驗、成長過程、學經歷等影響。研究者目前從事社會工作 4 年(身心障

礙者需求評估工作、學校社會工作、社福中心社工等)，在大學階段與工作階段

皆曾在愛滋助人機構從事志願服務。綜上，研究者應能有經驗與資源在本研究

中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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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經過訪談資料蒐集並回到研究問題，本章節呈現研究結果，並運用各小節

說明。小節順序依據訪談大綱並參考研究內容相關性排列。依序為「為何成為

愛滋助人者」、「」愛滋助人實務中的挑戰」、「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因應實

務挑戰的考量」、「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 

第一節 為何成為愛滋助人者 

本論文研究目的為了解助人者投入愛滋助人工作領域的原因。以下研究結

果呈現受訪者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原因。本小節將透過 7 個受訪者的摘要故事，

並以 3 點小結愛滋助人工作深具挑戰。 

壹、7 個愛滋助人者的真情告白 

一、受訪者 A：咱都是歧視的受害者 

受訪者 A 為愛滋助人機構主任，女性異性戀，年資超過 10 年以上。透過

通訊軟體訪談，訪談過程通訊良好，能透過視訊看見 A 侃侃而談。A 專科畢業

後多從事服務業，曾當過書店店員、冷氣公司客服、人力銀行助理等，多是與

人接觸有關的。有工作經驗幾年後再念大學社工系畢業。A 大學畢業後皆從事

社工工作，由於大學實習曾在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先後在衛生局

擔任愛滋個管師以及社會局社會救助社工，後因為服務機構開缺而進入現職，

至今已有超過 10 年的愛滋助人機構服務經驗。 

對於進入愛滋領域工作的原因，A 原以為純粹因為熱情和喜歡，後經過碩

士論文的自我敘說過程，發現投入愛滋領域工作的共鳴，來自於被長期嘲笑的

肥胖身體自我意象： 

「我的口試老師一直質疑我，包括 000 老師質疑我，他覺得我對於為什麼會投

入愛滋這個領域，有一些迴避……我的理性告訴我，我真的就是喜歡就是愛

滋，我就是沒有刻意隱瞞什麼……但是我後來回去整理論文之後才發現說，ㄟ

原來真的是跟自己的那種身體意象課題有很大的關係」(受訪 A) 

對於愛滋助人工作的挑戰，受訪 A 認為藥癮愛滋個案較難處理，實務中專

業界線的拿捏常常考驗著自己。考量學習與成長，受訪 A 進行許多心理課程學

習。受訪 A 認為在愛滋助人工作上是輔導者，運用專業關係與助人技巧，連結

與運用資源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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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訪者 B：實習啟發愛滋職涯 

受訪者 B 為愛滋安置機構社工員，男性異性戀，這份將近 8 年的工作也是

他第一份社工工作。受訪 B 表示大學就讀公共衛生學系期間是以「疾病」觀點

認識愛滋病，學習衛教與感染控制，此時對於愛滋病沒有特別關注想法。大學

畢業修畢社工學分班的過程裡，因為在愛滋機構「紅絲帶基金會」實習，後又

因緣際會應徵愛滋機構職缺，進而開啟愛滋助人之路。對於在愛滋助人機構中

工作，受訪 B 認為自己較特別的成長背景以及家庭環境，對愛滋病有健康的知

識與態度與同理，所以在 8 年的工作沒有遭到質疑。受訪 B 認為工作最具挑戰

的，是與藥癮感染者工作遇到的價值挑戰，尤其是性文化部分。 

「一開始服務沒有很多的預設，但我進來前沒有辦法去了解藥癮的朋友……或

一些性文化的部分，這部分我全然是門外漢，所以一進去，其實我對同志還好

沒有很大的排斥，雖然說我是基督徒，但我覺得真的現在很多沒有知識的」(受

訪 B) 

另一個受訪 B 遭遇的實務挑戰，是任職機構因法規受限尚無法合法立案。

基於服務對象照顧需求與人權價值，該機構願意承擔風險持續提供服務。受訪

B 也提到，在合乎法規提供轉介安置後，個案的照顧情形反而更差，故受訪 B

對工作內容是認同的，也認為這是法規與福利資源不足下，為了個案福祉最實

際的選擇。 

「甚至是說，把他推出去是說也看到，在照顧的層面好像又沒有這麼好，有一

點讓我卻步，以我們創辦人的想法我們承擔一些法律上的風險，那我們就是去

照顧這群人，所以其實我們裡面的人做久就做滿久的，真的會有一些，不管是

照顧阿或者是在社工的處理上，都會有一些法律沒有規範到的或不被允許的，

但是你今天如果遵守這些法律規範的時候其實你是沒有辦法實際的協助這一群

人 」(受訪 B) 

三、受訪者 C：同志網紅的社群責任 

受訪者 C，同性戀男性，年資 5 年以下，執行運作政府同志健康中心方

案。訪談直接在該機構會談室進行，過程融洽。受訪 C 大學就讀哲學系與輔修

心理學系，工作常運用諮商技巧進行，自我認同為諮商心理背景。對於進入愛

滋領域工作的緣由，受訪 C 認為因為同志社群深受 HIV 影響，多有與感染者相

似的背景經驗，如另一半離去或好朋友感染等。由於發現 HIV 與生活息息相

關，受訪 C 遂進入愛滋領域工作。 

「我覺得應該大部分做這相關工作的，都會有相似的工作背景跟經驗，那以前

受到 HIV 的衝擊也是滿大的，不管是另外一半離去，或是好朋友感染，中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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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堆的事情，而且我發現我們的社群都跟 HIV 息息相關，所以後來就開始走

入這個領域」(受訪 C) 

受訪 C 提到好友篩檢確診的事件，對日後成為愛滋助人者有很大的影響。

那次事件中，愛滋個管師有許多不適當的言行，刺激了受訪 C 的好友引發了焦

慮，甚至逐漸自我放棄。這樣的經驗讓受訪 C 反省，若第一線人員在篩檢確診

前能細心承接服務對象的各種情緒，提供陪伴和接納，這樣傷害不會再重演。

這個經驗也讓受訪 C 在愛滋助人工作中有更深的體悟與價值觀。 

「那時候 18歲，我陪一個很好的很好的姊妹，對，他後來就檢驗(確診)……00

區的個管師，跟他聊天，他第一句話是跟他講說，欸，你為什麼會感染 HIV，

然後他就說，嗯，我不知道，他說，你知道不戴套會感染 HIV 嗎，他說我知

道……然後他下一句是說，那你為什麼要不戴套，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問題有點

白痴，那時候聽完就很生氣，然後他下一句問題也是完全嚇到我，他下一句就

是問，你是不是要逃兵役，因為我們剛好 18 歲……其實我很難過，他那時候朋

友也是嚇到，他說，他是說我沒有那個意思，可是那時候他有種道德上被很嚴

厲的譴責，我覺得也是因為那句話，我覺得影響我已經很深了，但是影響他更

深，他後來就讓自己，放棄自己一段時間，就是其實我覺得，我發現這些感染

者好像感染之後的那一剎那，他可能一兩年內，幾乎所有的話，他都會記一輩

子……所以我就很想要找第一線，擋在個管師前面，擋在公衛端跟個管師前

面，趕快先讓他們知道，你擔心沒有關係，你擔心沒有人不能接受你嗎，至少

這個地方，你會發現有人可以接受你」(受訪 C) 

對於深入社群運動，受訪 C 坦言同性戀性向讓在保守家庭成長的自己渴望

自由，隨著早年來大城市生活，需要同溫層與歸屬感，故期盼找到認同自己的

一個領域，進而參與與社群中的社會運動如「小蜜蜂
1
」。受訪 C 認為自己在同

志圈成為網紅後，更有責任去號召群眾。 

「同溫層，需要一點歸屬感，尋找自己一些歸屬的地方，對，因為可能家庭比

較保守，還有以前社區也是比較保守的地方，就想要找一個可以認同自己的一

塊領域…在那個時候，做了一些，譬如說跑「小蜜蜂」那種社會運動，也因為

拍了節目，在同志圈也稍微小有名氣，每當有些社會運動出來時，可能也都會

主動邀請大家一起出來，這樣子，我認為那是網紅應該做的事情，網紅的責

任」(受訪 C) 

四、受訪者 D：從愛滋助人工作中重生 

                                                
1 婚姻平權小蜜蜂：透過街頭志工發傳單、街頭演講的方式，宣導婚姻平權理念。

https://www.facebook.com/pg/equalitybees/about/?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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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 D 服務於愛滋助人機構，同性戀男性，具有感染者身分，為超過

10 年以上服務經驗的社工員。D 專科時期就讀工業管理，曾從事過倉儲管理、

服飾門市人員等工作，從工作經驗中覺察到自己喜歡與人互動的工作。受訪 D

認為成為愛滋助人者和自身感染有關，另也表示因為接受愛滋助人機構服務，

在媒合下後續成為該機構的活動訪視員，也在工作中完成了社工學分班。 

受訪 D 坦言感染確診初期個人情緒狀態不 OK，由於對 HIV 知識的缺乏，

以為感染後餘命不長，又因為藥物副作用過大自行停藥，甚至頹廢生活以等待

死亡來臨。不久受訪 D 發現，生活仍持續下去需就業維持所需，於是求助愛滋

助人機構接受就業服務與諮詢。在情緒獲得支持並接受職訓後，經媒合下進入

機構擔任活動訪視員，愛滋助人工作遂開展。工作內容為病房訪視、病友團體

帶領等。 

「原因是什麼，是因為我本身也是感染者，然後之前是，我的部分比較早期比

較沒有那麼 OK，是因為，我對那方面是不清楚的……等了一年不死沒有死，後

來我就去，就想要早知道那樣我還是得要工作啊，那剛好翻好像熱愛雜誌吧，

還是紅綠燈我有點忘了，後面就有寫 0000(機構名稱)有什麼可以諮詢幹嘛的， 

我就想說我要找工作，所以就來這邊找，那時候就遇到了 000，就我們現在的

秘書長，那他那時候還是社工，那我就跟他，他就教我上電腦找工作，那我就

開始認識他……那之後他跟我說，00(城市名)有缺一個活動訪視員，我就覺得

剛好我想脫離 00(城市名)這個地方，因為家裡有些狀況我想要逃避，所以我就

跟他說我就去 00(城市名)重新開始開發這樣子，所以我早期有到醫院直接做服

務，因為我跟醫生有合作嘛，然後也到病房，然後也帶一些團體活動，對」(受

訪 D) 

五、受訪者 E：源自個人經驗出發的愛滋網路助人社群 

受訪者 E，同性戀男性，感染者，擔任網路愛滋助人社群無給職，年資 7

年。高職行銷系肄業，現就讀國立大學社工系。E 高職時原從事信用卡業務，

工作成功收入高，但後續因肛門菜花及全身盜汗，自行匿篩而確診。受訪 E 洽

詢醫院諮詢，開始與個管師互動，協議自行定期追蹤 CD4
2
。 

「因為如果我 16(歲)就，一定要通報父母…但實際上法規還是，規定還是要通

報父母…我就在想，保險保險，你要是不讓我買保險我就不要跟妳通報，我就

會離開你，個管師說，那好，那我們就協議我每個月給她 CD4 的報告，每三個

月…但那是我們私下協議的」(受訪 E) 

                                                
2 由於感染 HIV 後免疫力受到影響，避免伺機性感染是生存關鍵，CD4 是愛滋感染者免疫情形

的判斷指標，CD4 高低與免疫功能成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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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個管師的協助下，受訪 E 穩定自行追蹤感染狀況，後滿 18 歲確診通

報。受訪 E 認為醫院個管師是自己的生命樞紐，交心甚至分享生活。受訪 E 表

示，由於與個管師互動良好，遂邀請身邊朋友接受篩檢或諮詢，已經開展愛滋

助人工作。受訪 E 也認為透過簡單助人是在逃避面對自己。 

「(個管師)一個樞紐，而且她還會跟我抱怨她的情人，現在的先生……她就可

能會在那邊哭給我看，我就安慰她說好啦好啦感情總有難過事，我也會哭給她

看……其實那時候雖然有在做助人的工作，可是我覺得那助人過程其實在逃避

跟找自己」(受訪 E) 

受訪 E 坦言，感染初期因為工作壓力以及病況，身體逐漸不能負荷，在一

次昏倒後返回家中休養，接受家人的照顧，並與較親近的手足坦承正在服用抗

病毒藥物，E 的手足甚至擔心無人能照顧 E 而訂婚退聘。而這樣的狀況也讓 E

感受需要振作，離開作繭自縛的日子。 

「我就說姊姊我在吃藥，因為我已經撐不住人已經到一個不行，姐姐就問你在

吃什麼藥，我就說我在吃愛滋的，我姊就摀住我的嘴巴(避免其他家人聽

到)……我就開始潰堤的跟我三姊講了我的事情……我姊那一年，他有一個交往

七年的男朋友，剛好下聘，訂婚之後……我姊姊退聘，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

姊姊為什麼會退聘，可是我姊說，如果我嫁了，家裡就只剩你，那怎麼辦沒有

人知道，你的事不能講……所以我突然醒過來，有一天我把一大袋，我還記得

那藥是一大袋的精神科用藥，我就丟垃圾桶再也不吃，然後我慢慢修養慢慢休

養，就突然，自己隔天，我的那個衝擊就告訴我說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因為

我其實就躲在一個繭裡面」(受訪 E) 

因為失戀又再次低潮的受訪 E，開始投入愛滋社群工作，更因認識一個網

路感染者社群，逐漸發展以網路為基礎的工作樣態。當團體穩定形成後，透過

臉書社群提供諮詢或服務，甚至舉辦各式實體活動凝聚感染者，更嘗試與愛滋

指定醫院合作接受個案轉介。受訪 E 認為網路社群服務能避免機構本身的標籤

化問題，而且能夠更主動回應社群內的需求，如自殺關懷。 

「那時候，我有存一些錢然後男人也跑了，就成了失婚的男子，就想要幹一番

事業，所以就在這個部分我就攢了自己的錢，做活動，做聚會，每一個活動的

費用都自己出不手軟，那慢慢的，團體就開始形成，形成之後開始透過網……

團體就開始形成，形成之後開始透過網路，可能在PTT
3
，我甚至印了實體的(邀

請卡)跟(愛滋病)指定醫院合作……應該是說，我們看到很多人因為沒有陪伴沒

有說出這個部分 可能他開始自殺比如說用藥阿自殺阿，其實最早的問題是自

殺，自殺案比較多」(受訪E) 

                                                
3 PTT 是一個電子布告欄（BBS），以學術性質為原始目的，提供線上言論空間。管理者為國立

臺灣大學電子布告欄系統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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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訪者 F：志願服務學習開啟愛滋助人視野 

受訪者 F 在愛滋助人機構擔任秘書長，年資超過 10 年以上，已婚女性，

大學社工系，研究所為科際整合法律所。F 透過志工服務與學習，對愛滋病有

充足的認識，F 覺得在了解傳染途徑下並不可怕，而志工訓練的課程經驗，讓 F

習慣與感染者生活。 

「在我還沒有進 000(機構名稱)上課之前，愛滋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啊，我也

沒有特別，我人生沒有關心過愛滋，對……我覺得他(愛滋病)那麼明白，就是

那幾種傳染途徑，有什麼好怕的……照顧他們的家人或是看護，反而不見得知

道他是 positive(陽性確診)這樣子，但沒有關係，就是，我從小就被訓練說，

我們要當作他身邊的人都不知道他有 HIV，但是在這種狀態之下，你還能夠很

自然地跟他以及跟他聊天」(受訪 F) 

F 進入愛滋助人工作，是因為義工經驗發展，進而開起後續職涯。F 認為

當時愛滋機構少，工作人員也稀少，由於過去義工經驗大家互相認識，所以經

人介紹有了第一份愛滋助人工作，更開啟職涯，在轉換工作的過程也在未面試

下被錄取。 

「畢業那個時候，B(機構名稱) ，因為我本來在 A(機構名稱)做義工嘛，然

後，其實那個時候在做愛滋服務的單位非常少，人(助人者)非常少，所以，其

實大家是互相認識的，不管是不是在 A(機構名稱)，對……我到 B(機構名稱)是

被找去的，就是，他們說你畢業了，那要不要工作，這樣子，呵……那來 C(機

構名稱)也是一樣的過程，我沒有面試過」(受訪 F) 

在多個義工服務經驗下，F 最終留在愛滋領域的原因在於，發現愛滋機構

因為服務對象難被同情，愛滋助人領域獲得的關注較少，獲得的資源與人力相

較不足。在這樣的前提下，F 投入愛滋助人工作已超過 15 年。 

「我在大學時代，做過不同單位的志工，但我為什麼後來留在愛滋領域的時間

最多，然後甚至於，我真正的正職工作也是在愛滋團體裡面，是因為，嗯，我

覺得其他的單位，相較於愛滋，比較容易獲得社會資源，對，比如說我剛才跟

你說，我也有在 F(該機構服務對象為非性行為傳染途徑的感染者)嗯，就是，

因為他們的狀態是，別人肉眼可見的，所以，嗯，他比較容易激起社會同

情……(愛滋機構)你要再吸引更多新的，不管是人或是資源，都沒有別的領域

那麼容易，對」(受訪 F) 

七、受訪者 G：既然大家都不懂，那我來好好研究 

受訪者 G 為地區醫院護理組主任，已婚女性，年資超過 10 年以上，大學

與研究所皆為護理系所。G 在研究所畢業前，對愛滋病陌生，因為研究所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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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薦，以研究論文開起愛滋助人工作。透過質性研究方法，G 以門診病患為

研究對象，研究的理念很簡單，就是和感染者交朋友。 

「我去唸研究所的時候，我本來想做的是加護病房的護理人員的事情，就是護

理人員 burn out(專業耗竭)的一些狀況，本來想做這樣的事情，然後一直到我

同學告訴我說，我如果是念護理系的話，我就去做質性研究，我說你要做什麼 

他說，愛滋病，我說，在哪裡，呵呵，他就跟我說在性防所
4
……我說既然你不

能做，你把題目給我，其實我對愛滋病一點都不懂，我當時什麼都不知道，只

知道它是一個大家都不懂的病，很適合做質性研究，哈哈，我當下只是這樣子

而已，當時就跟你講，全台灣也不過就是五十到一百人的那個時候，大家其實

都不懂……我在當研究生的時候，才 83 年，呵呵，對，所以那個時候，就跟感

染者做朋友，其實就是一個交朋友的概念而已，那能幫什麼忙就幫什麼忙 (受

訪 G) 

G 在研究所期間也曾在愛滋助人組織工作，當時由於愛滋助人組織尚在開

始階段，多由感染病友提供服務，如進行醫院訪視、陪診等。就當時愛滋藥物

不發達的狀況下，G 的研究對象就在醫院蒐集，除陪伴關懷外，也適時因應需

求提供幫助，分享生活。 

「後來中間有一段時間……在 000(機構名稱)工作了一小段時間……就是很多

感染者自己在做一些陪伴啊，到醫院訪視啊，然後在陪診啊，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那時候，剛進這個圈子的時候，其實，反正我就是在性防所混啊，到

臺大醫院去逛啊，這樣子，然後跟感染者認識，然後，陪他們說說話……就是

我們一起去 funky
5
啊，我們一起去玩啊，一起去吃吃喝喝」(受訪 G) 

G 的研究論文在社會大眾對感染者的看法，研究過程透過訪談，陪伴感染

者、或是在在感染者的生活當中進行研究。因為採質性研究訪談，用開放的架

構進行，也同時認識各種朋友，也在這樣的過程中看見社會對感染者的看法。 

「我們其實就是……這個社會怎麼看待，感染這件事，跟他們怎麼經歷，就他

們怎麼怎麼在社會裡是怎麼樣……我從頭到尾就是一個，反正我陪在旁邊，我

看到什麼，記什麼，我也沒有特別說什麼，我說我是研究生，我只有說是研究

生 所以人家問我你在幹嘛，我說我在念研究所啊，然後他說，那你現在，我說

只是想看看這社會怎麼對你們，然後，你們經歷些什麼，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陪在旁邊看，所以我沒有，嗯，沒有什麼訪談的 guide(訪談大綱)，然後

也沒有什麼東西，就是這樣子，所以就會變成，有的人很熟，有的人很

                                                
4 性防所原為我國成立性傳染疾病專科醫院，後考量避免標籤影響就醫意願，經過多年組織再

造現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5 一間開設於台北的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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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那有的人，可能就是打個招呼這樣子，對……可以看到一些當時……包

含社會上對於愛滋的一些看法，對，那是我自己進這圈子裡頭啦」(受訪 G)  

儘管從事愛滋助人工作超過 20 年，G 從未將愛滋助人工作當作工作，而

是認為僅僅是幫助人的事，都是出自於對身邊朋友所做的關心。對於感染者，

G 從未將他們視作個案或是病人。G 認為這些需要被幫忙的狀況也會發生在自

己的同事或朋友身上，這就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幫助他人。 

「我沒有把他們當病人……所以我其實覺得就是交朋友，身旁的人這樣子，然

後看他沒有錢我就想辦法大家一起集(集資捐助)……譬如說我去幫他開個戶，

一個月存多少錢之類的……我從頭到尾就沒有把這件事情當成工作，它只是我

人生的，正好發生的事情，對所以，所以對我來講就是這件事情我要不要做而

已……應該說，我覺得我身旁的每一個人，對我來講，都一樣，這些事情不是

只發生在個案身上，它一樣發生在我同事身上，我身旁碰到的人身上……都是

一樣……我也沒有紀錄(服務紀錄)，也沒有什麼東西，因為對我來講，它其實

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有一個這樣子的人在我身旁，我要用什麼方式來面對

他，就是這樣而已」(受訪 G)」 

貳、小結 

透過訪談資料整理，本結摘要共有 7 名愛滋助人者的「成為」經驗談。據

此，本章節有以下 3 點小結。 

一、「感染經驗」帶來對愛滋社群的關注和投入 

在 7 位受訪者中，恰有 2 位具有感染身身分，1 位提及生活周圍有感染

者，從研究資料可以呈現，愛滋助人者「感染經驗」是成為愛滋助人者的重要

原因。 

二、對受迫或不平等的覺察，在愛滋助人工作中游刃有餘。 

在 7 位受訪者中有 4 位受訪者的有受迫或不平等的生活經驗與體會。從研

究資料可以呈現，由於愛滋助人者和服務對象處在同樣的社會環境，也可能因

為弱勢情境而有受迫或不平等的經驗，這樣的經驗形成覺察，對於愛滋助人工

作是有助益的。 

三、多元經驗與專業培育，在愛滋助人工作中勝任。 

所有受訪者的養成經驗與工作歷程，皆可謂之多元。從研究資料呈現的共

通點，是所有受訪者皆有與愛滋相關的養成培育的經驗，此外在多元就業經驗

與專業背景的加乘下，可以觀察實務工作上的強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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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愛滋助人實務中的挑戰 

本論文旨在運用綜融實務觀點，分析愛滋助人實務中的各種挑戰。以下將

以微視、中介、鉅視等層面進行歸納，運用綜融實務觀點進行研究結果分析。

本小節將透過研究結果呈現愛滋助人實務中的各項挑戰並以表格整理小結。 

壹、微視(Micro)的介入挑戰 

微視層面是以服務對象為介入層次，直接與服務對象工作都可稱作微視層

面介入。助人工作中，服務對象是人，背景極具有多元樣貌，這也帶來助人工

作的挑戰。在愛滋助人工作中，助人者與服務對象形成助人關係，形成介入過

程中重要的改變系統。以下分析說明。 

一、服務對象的內在 

服務對象的心理狀況產生的實務工作挑戰，有自我放棄、消極改變等情

形，以下說明之。 

(一) 自我放棄 

服務對象可能受限個人情緒、精神狀況、物質濫用情形而合併情緒行為問

題，如自我放棄。愛滋助人者透過服務介入促進改變，然而卻須面對服務對象

消極與放棄情形，考驗著助人關係。 

「就是他也不治療，一直煙 hi，然後有出問題他就會出現找你，他不處理自己

疾病的狀態，然後繼續用藥，然後繼續約炮，有出了一些什麼狀況，譬如說發

燒入急診，或是出意外找社工」(受訪 A) 

「最兩難的是選擇那種不服藥的慢性自殺……就讓自己很混亂，或者是讓自己

處於不穩定的狀態，還沒有到混亂，只是不穩定但她選擇不服藥，因為他覺得

人生沒有什麼值得他再去追求追尋或者是……再去留念的」(受訪 D) 

(二) 消極改變 

消極改變的服務對象容易帶來挫敗感。受訪者 F 表示，曾面對無戶籍國民

的消極改變情形，導致助人改變過程停滯不前。 

「有無戶籍國民…你就在修法之後，我們就，就是說，你就趕快去申請身分證

啊……這樣你就不用一直換新的居留證 然後你的醫療卡也會變永久的…他不要

申請身分證…然後，我們也只能尊重他，我們又不能押著他去那個移民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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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 F) 

受訪者 E 表示，曾有服務對象從未感染的預防階段開始工作，提供各種預

防策略與會談，然而當服務對象陷入慮病症的焦慮循環，卻拒絕採取保護措

施，最後遭到感染時，面對健康者成為感染者，愛滋助人者體會到長期工作失

敗的失望感，甚至對服務歷程自我否定。 

「所以你會對個案產生失望……也有接觸沒有感染到最後感染的……每次跟他

講他已經是有點慮病的人，然後他暴露前暴露後藥物都知道，最後還是感染，

最近的確診……但是他又伴隨著身心症，你也不知道他講的話，可能百分之三

十才是對的」(受訪 E) 

(三) 服務對象自決 

若助人者所主張的專業判斷，凌駕於服務對象的自我決定，可能讓服務對

象無法獨立與成長。 

「讓我最為難的是，我現在在說的話，跟做的事，是我的需求還是個案的需

求，然其實我們常常看到，助人者個人的需求份量其實很重，那其實這往往都

會讓個案無法獨立，無法成長」(受訪 C) 

受訪 A 表示對於服務目標無意願的服務對象，會進行結案考量。 

「可是如果這個跟他沒有走向我所認為的，譬如說假設他藥愛的部分他有沒有

想要去處理，還是他只是想要放給他爛繼續下去，如果他是屬於放給他爛那樣

子的人，我其實就會結」(受訪 A) 

二、服務對象的行為 

服務對象的行為問題增加愛滋助人工作的挑戰。在服務對象的行為挑戰

上，可分為物質濫用、不安全性行為等。 

(一) 物質濫用 

物質濫用情形對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工作帶來兩難，受訪 E 提到除了服務對

象可能是朋友也可能具有服務對象的雙重關係，需要評估對專業關係的衝擊。 

「就是用藥的，急性的，就是可以直接打藥頭專線，然後警方直接做現行強制

處理，但是這對社工來講，其實衝擊……我的兩難，他是我的朋友，他也是我

要介入服務的」(受訪 E) 

(二) 服務對象不安全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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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服務對象持續不安全性行為，對愛滋助人者是挑戰的。受訪 A 表

示，有時候會遇到服務對象舉報某個特定對象持續發生不安全性行為，希望愛

滋助人者進行介入。 

「譬如說有人來和你說，你知道某某某者是感染者，但他一直在約炮耶，那你

要不要去處理一下……」(受訪 A) 

受訪 C 發現由於藥癮者追求性行為中的親密感，多數的藥物性愛是不實

施安全性行為的。 

「的確讓我很兩難的是，就是感染之後，他可能還是跟很多人發生性行為，並

且不戴套，特別是，發現在藥癮者上面的人，對，就是，他們比較容易跟別人

煙 hi」(受訪 C) 

三、服務過程的挑戰 

(一) 服務對象性邀約 

愛滋助人者本身亦為 LGBT 性向，在助人服務過程會遇到服務對象性邀約

的情形。受訪 E 表示，由於這些性暗示相當裸露具體，這對助人者是挑戰的。 

「他就有點在誘惑我的感覺……他說我生殖器很大你要不要被我幹，但是我一

定要無套……那我就說那你為什麼想要這麼做，他說人太少會被欺負，那是很

早期感染者還很少的時候，醫院才 100 多人，我印象很深刻，真的是那種體格

超好運動型的男生，這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近期也有一個，但他從國外回來，

然後就是也這樣」(受訪 E) 

(二) 服務對象慫恿使用毒品 

若愛滋助人工作深入目標群體進行外展，如進入某個 HOME PARTY 提供

篩檢與諮詢。受訪 C 表示曾有經驗服務對象可能因為親近、或是對助人者好感

而有慫恿使用毒品的情形。 

「他們就正要用的時候，我就這樣偷偷問，然後就聊聊天，打打關係，聊天打

屁一下，然後他們要給我用……」(受訪 C) 

(三) 伴侶共同篩檢挑戰 

受訪 A 表示，常遇到伴侶因對方偷吃、不忠等感情困境或衝突而來進行篩

檢。愛滋助人者不僅僅是提供篩檢諮詢，遇到的挑戰是需要處理伴侶間的關係

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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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誰懷疑誰偷吃，就把誰抓來篩檢，我還滿常遇到這種情形的……」

(受訪 A) 

(四) 告知伴侶/性接觸者接受篩檢的挑戰 

愛滋助人者在篩檢服務中，在隱私保密的前提下，可能面臨陽性告知的挑

戰，如面對服務對象的伴侶，受訪者 A 表示日後可能會遭到該人的指責。 

「也許那個 A之後也可以過來罵我，就說，欸，他是陽性你怎麼沒有跟我講」

(受訪 A) 

受訪者 F 表示，伴侶告知的議題在教育宣導中，經常面對公衛工作者的質

疑。以預防感染及接觸者追蹤為主的公衛護士，質疑愛滋助人者為隱私保密而

不主動告知潛在感染風險的伴侶，若造成他人感染的生命損失是由誰負責。 

「他就是檢查出這個人是陽性，然後明天她的男朋友或她的老公來，我為什麼

不能告訴她男朋友，難道我要害死她老公她男朋友…你叫我一定不能講，那這

個人 你要是真的感染了，這個人死了，那是你要負責嗎?」(受訪 F) 

對於受訪者 G 而言，在得知性接觸者有潛在的風險時，性接觸者告知是為

難的。 

「我覺得大家比較困擾的……要不要告訴接觸者這件事…對啊，應該說大部分

的人都會為難，其實我也會為難，我明明就知道他其實是有風險的」(受訪 G) 

(五) 非工作時間聯繫的挑戰 

多個受訪者表示遇到服務對象下班時間的聯繫。這樣的情形可能因為通訊

軟體、社交軟體的興起而越來越常見，且考驗愛滋助人者如何進行管理。 

「譬如說這幾年你知道，那個 LINE 阿或是臉書那些社交軟體的盛行，所以下班

之後那個感染者來和你互動的這個部分…我覺得我的困擾比較是在界線」(受訪

A) 

受訪 D 表示，堅守工作界線有時候會遇到服務對象情緒勒索的挑戰，對

此，D 認為已經和服務對象有所約定了，自然情緒受到影響。 

「你知道下班後其實很累的，然後又看到他挑釁的字眼，我好悲哀喔，我什麼

事情都不能做，都不能聯絡你嗎，好想死喔，就這種的我就會很生氣，我不是

告訴你白天可以打來你為什麼不打來，其實不應該這樣」(受訪 D) 

(六) 助人關係界線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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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助人者因為和服務對象親近，或是因為本身是感染者的關係，與服務

對象常有助人關係模糊的情形。受訪 D 認為對此沒有答案。 

「我早期的時候的確就被罵說，我都沒有界線，但是很難耶，就像是我剛剛說

這個訊息到底是接還是不接，因為平常就跟他們夥在一起……朋友的角色，所

以我自己有時候也很，很想就一刀就切斷，但是你就會掛心他們，很奇怪，不

知道，可能夥再一起太久了……恩，我沒有答案耶」(受訪 D) 

(七) 服務對象欺騙 

受訪 G 提到個人遇到服務對象欺騙的挑戰，但也因為服務對象常來借錢，

也藉此發展工作目標和進行介入，如提供諮詢、正確觀念、討論就業與生活等

等。 

「這個孩子不停地有欺騙，就是事實上，他，他要的錢不知道用到哪裡去，那

雖然錢不多，但是，跟他講的不一樣」(受訪 G) 

四、資源轉介的挑戰 

(一) 通報「親密暴力」的挑戰 

面對服務對象遭受親密關係暴力，受訪 C 坦言不信任通報及其他機構的協

助，且也擔心破壞與服務對象的關係。 

「暴力上面不通報，真的不通報，ok，我，最簡單來說，其實是我對其他機構

往往都沒有那麼信任，是最直接的想法」(受訪者 C) 

(二) 社福資源轉介的挑戰 

面對資源轉介，是否需要完整的陳述服務對象的疾病狀況、生活史等，經

常是愛滋助人工作者遇到的挑戰。 

「有點就猶豫說到底要不要在個案紀錄中呈現這些……」(受訪 A) 

受訪 B 認為告知疾病史需要與服務對象做討論，而這也造成受轉介單位的

質疑。儘管多次遭到探測和質疑，受訪者 B 不認為病史告知會是個重要議題，

基於不清楚有多少人看過，故決定不告知病史。 

「我就說，那這個有需要知道嗎，然後他就會說我們需要提醒志工，如果他有

需要和志工提醒一下……那轉介單位就會覺得，這不是住過你們家嗎，怎麼不

能講……」(受訪 B) 

(三) 醫療資源轉介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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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史的告知與否，來自於被拒診的擔心。受訪者 D 直指核心，由於過去對

於病史告知沒有清楚規定，且對拒診沒有規範罰則，醫師會拒診。 

「告知議題還真的滿大的，譬如說早期尤其是醫病關係要不要告知，真的很兩

難 尤其在早期還沒有這麼對感染這件事情那麼清楚的時候，醫生，還是會拒

診，就是還沒有那個法條規定說醫生一定要看感染者不然會罰錢這件事之

前……」(受訪 D) 

受訪 C 表示告知病史的結果可能會讓整個醫院都知道服務對象的事情。 

「為什麼整個醫院的人都會知道 ，不是應該只有你跟護士嗎，頂多就是櫃台

嘛」(受訪 C) 

醫院在得知服務對象病史後，可能反而要求伴侶篩檢，這樣的結果造成服

務對象在家族中面臨雙重出櫃的打擊(hiv 與同志身分)。 

「醫院一直要他出來找那個太太…他就只是跟男生發生…….然後他們就一直要

他老婆來做篩檢，後來這件事情就ㄅㄧㄚˋ康(台語音，意為曝光)了，就被發

現他是同志身分，然後他同時又是個感染者，對，這件事情就傳到婆家，整個

婆家都知道，然後他家人也知道」(受訪 C) 

尋找友善醫師是方法，但醫師可能因受雇於診所而受限於診所負責人，甚

至擔心聲稱是友善醫師而在社區被質疑。友善的醫師可能受制診所負責人與社

區觀感而無法協助。 

「找到友善的牙醫，但是目前牙醫可能又有院長那些壓力，然後這些牙醫不太

公開說我是友善牙醫，因為他可能在那個社區裡可能就出了問題」(受訪 C) 

(四) 殯喪資源轉介的挑戰 

受訪者 B 特別提及在殯喪事宜中，在沒有隱瞞下，曾有愛滋病感染死亡診

斷者遭到殯葬業者拒絕服務的情形
6
。 

「以死亡來說很多就是沒有家屬 所以我們通常很常會協助到個案到樹葬為止，

就我們會就是把全部都做完，我們會轉介一些功德會，我們有合作一家，但有

一次我故意講說那找另外一家試試看看其他家有沒有比較好……就是一個完全

不友善……第一個是他進殯儀館的時候，他是所有入殮化妝淨身這種全部都不

                                                
6 內政部 104 年 10 月 26 日台內民字第 1041153053 號函揭愛滋病亡者遺體殯葬處理事宜略以，

HIV 之傳染途徑為性行為、血液傳染及母子垂直，是以藉由採取標準防護措施即可避免傳染，

仍可提供亡者沐浴、更衣、化妝及入殮等殯儀服務，有關家屬探視是類亡者遺體之需求，倘確

無公共衛生或安全等特殊顧慮，應予尊重，爰請貴會於辦理教育訓練時對相關業務人員加強宣

導，以維亡者及家屬之權益。新竹縣政府民政局：

https://civil.hsinchu.gov.tw/News_Content.aspx?n=77&s=3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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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的，他會在他入殯的時候直接寫紅字 AIDS，你只剩下唯一個選擇就是裝屍

袋直接入棺……」(受訪 B) 

儘管內政部已函示公告感染者遺體並無傳染之虞，可循一般方式處理，然

多數的殯儀館仍拒絕，似乎已經是約定俗成的結果。 

「殯儀館的要求，縣市殯儀館，新北市台北市都一樣，但是我那時候我是在新

北市，就全部劃掉」(受訪 B) 

貳、中介層面(Mezzo)的介入挑戰 

在中介層面，服務對象與他人聯結而成的人群或團體等互動關係，是介入

標的。透過此等非直接與服務對象介入的間接策略，透過介入促使重要關係人

或團體提供協助與支持，讓服務對象的需求獲得協助、困境達到舒緩。 

一、團體介入的挑戰 

(一) 性接觸者雙方在支持團體中相見的挑戰 

在辦理支持團體時，團體成員可能是互受感染的雙方，這在個人層次與團

體層次的介入都會遇到。 

「一個是還沒有進到團體，或者還沒有參加活動之前的擔心這個部分……這在

個案本身也發生過，到來參加我們的活動也會遇到……這個難有時候不在於理

性上的東西去講道理，有時候是情緒上需要得到一個抒發，那個重點的拿捏有

時候比較需要經驗」(受訪 D) 

(二) 團體運作的挑戰 

受訪 E 提到若發現活動沒有人來，會去思考原因與觀察，呈現團體運作的

挑戰。 

「活動沒有人要來，我在想為什麼，後來我就去觀察……」(受訪 E) 

二、志願服務挑戰 

受訪 A 分享一個關於志工間因為合併藥物濫用而有的情感衝突事件，這樣

的狀況呈現出在中介層面中，愛滋助人者協處的人際間互動衝突。 

「A 跟 B 那個，A是用藥的人，B是他的前男友，那個關係是這樣，那因為 B 跟

我們同志中心志工是認識的，那對，所以對他完全不是個案處理裡面的東西，

只是有認識的人，我們同志中心的……後來呢 B要去上班的時候 A不讓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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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為什麼，因為他用藥後很執著，他希望 B永遠留在他身邊，不可以出去，

所以到最後有點演變成強制，有點類似這樣的意味」(受訪 A) 

三、感染身分在社區曝光的挑戰 

受訪 D 認為，在社區中的挑戰是，感染者的身分被曝光，除了實體社區還

有交友軟體、線上聊天室都會發生，這對感染者造成很大的困擾。 

「社區應該是比較是，口耳相傳的流言蜚語吧，那個是比較難的，而且也不曉

得這個是從哪裡來，那個對感染者本身比較困擾……我們除了交友軟體還有在

聊天室也會被公布，阿至於鄰居怎麼會看到，不可追，因為到現在服務對象都

不知道哪個鄰居去和他家人說的……」(受訪 D) 

參、鉅視層面(Macro)的介入挑戰 

需要鉅視層面層面介入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個人問題，應該被視為社會問

題。在鉅視層面的層面，團結而成的人群團體或組織是可行且有效率的方法，

策略可能是倡議或社會改變。 

一、機構挑戰 

(一) 機構價值影響服務提供 

受訪 F 指出，由於該機構價值，時常協助蓄意傳染相關案例，另也指出若

機構內部不支持，愛滋助人者不容易獲得幫忙或理解。具體呈現機構價值影響

服務提供的情形。 

「好像全世界只有我們在做蓄意傳染的協助，就你 google 的話，好像只

google 到我們這樣子，呵呵呵……當產生一些困難障礙的時候，你做一個工作

者當你的服務對象有愛滋，或合併有愛滋的時候，你在這個機構內的工作不容

易獲得支持或幫忙或理解」(受訪 F) 

(二) 機構同儕影響服務提供 

機構同儕的意見和態度，也可能影響愛滋助人者，或是形成機構內對評估

和介入的支持與否。如有工作者可能認為應該要告發服務對象，但也可能在機

構內不被同儕支持。 

「當然後就是有工作者認為說，那要去告這個服務對象，要讓他受到這個教

訓，之類的，可是一個機構不是只有一個工作者，別人不贊成阿，對阿」(受訪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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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政管理的挑戰 

受訪 A 認為行政工作擠壓助人工作時間。 

「比較會是資源掠奪，我的意思是說，就像，如果今天同樣，今天有個案約

我，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情況行政會議要開，我覺得比較會是我時間資源上的

搶奪」 (受訪 A) 

面對助人工作中遇到他人的詢問或是上級的管理，需費心與他人解釋工作

決定。受訪 G 認為，自己不在意評價，然而工作上卻仍需要與他人作解釋，這

是在行政工作中的麻煩。 

「喔，我的兩難可能會發生在，嗯，我有沒有必要跟別人，說明我懂的事，呵

呵哈……我不想讓人家來 judge 我……我覺得這些事情對我來講，一點都不重

要，呵呵…可是我卻要為了我覺得不重要的事情，去跟人家解釋」(受訪 G) 

儘管愛滋助人者提供專業服務，有獨立的評估與介入，但受機構聘用的助

人者，仍然會受到機構管理而在評估與介入上受到影響，甚至被迫調整而有衝

突。 

「當然每個組織都有，但是有些組織你聽完他的評估，什麼你會把他送去什麼

單位，他還正在 psyche…我在機構的身分就會有衝突，我會認為怎麼樣對個案

比較好，可是因為機構有機構的方向」(受訪 E) 

在實務過程中的通報情形，受訪 E 表示機構主管對於助人者的通報也具有

決定權。 

「你通報這件事情還是要跟主管討論過，在主管那一步你就不可能過的了，你

跟主任說，主任反問你妳可以通報嗎? 你為什麼要通報？你可能就會被擋掉，

老實講你的主任或是你的督導，他就會點破你，或是你的組長會擋掉你」(受訪

E) 

部分機構基於風險考量，會請有行為問題的服務對象離開，或是請助人者

協助。相較於機構管理者，愛滋助人者需要一線面對服務對象的不滿與抱怨，

甚至需要透過資源聯結以解決服務對象受到的影響和困難。 

「提到很多機構的風險，但就是跟個案的利益會有衝突，就是我覺得比較多

的，可能有時候我們做比較多就是強制的遷出的時候，其實有時候很掙扎，就

是機構能不能承擔的風險需要處理……我變成是需要在管理者跟社工還有個案

利益，管理者就是比較占在機構立場，所以就有一些管理……」(受訪 B) 

(四) 捐款者與外部壓力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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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助人機構面對捐款者，有時候會被質疑為感染者進行倡議工作，這對

機構的影響是大的。 

「就是你在為這群感染者發聲的時候，其實你也會被指責，而且機構的難度在

於我們有民眾的捐款，那有時候我們的捐款者會質疑我們，對於機構來講這個

質疑是大的」(受訪 B) 

受訪 B 表示，為感染者進行倡議工作會受到威脅、惡意檢舉、或是民眾輿

論等。所處的機構考量於此，會對於倡議工作低調，因為擔心受到影響更波及

到機構既有的服務對象。 

「像剛剛我們談到減害，其實 0000(機構名稱)有個減害的手冊是被檢舉到爆

炸， 那是被質疑罵到臭頭，像(機構名稱)之前為了是否要告知消防員愛滋，被

黑掉，那下一個是不是我們，我們有時候也有我們的立場但我們不太敢說，因

為我們的壓力更大，是因為我們要照顧很大群人」(受訪 B) 

二、倡議工作挑戰 

(一) 無法回應感染者的需求 

受訪 E 也擔心愛滋助人機構中，缺乏感染者的聲音，導致倡議工作多由協

會機構進行，忽略感染者的實質需求。 

「我覺得機構有時候會覺得他這樣可以去汙名化，所以很謬就是開會就機構的

少數人去，沒有真正感染者的聲音…但我們現在回頭來看，汙名這件事情，到

底是不是感染者最在意的，有點好像是我社團協會很在意……」(受訪 E) 

(二) 倡議中的訊息篩選 

受訪 E 對於專業工作做了提醒，應該在助人工作中避免訊息不對等的情

形。E 舉了倡議工作為例，認為感染者社群接受到愛滋助人者片段且篩選過的

訊息。 

「其實是說你對於感染者社群的資訊都是片段的，假設我是倡議者，我只丟我

要給你的訊息，但是我沒有把訊息全面給你」(受訪 E) 

三、法律規範不足 

(一) 法律規範無法貼近需求 

服務對象如外籍或因為既有法規政策保障不足，在有服務需求的前提下，

愛滋助人者仍會考慮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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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多外籍的……因為是違法，這個部分有很多確實在這個領域上，這個法

就是沒有辦法這麼的貼近這些人的需求」(受訪者 B) 

(二) 感染通報的困境 

過去若外籍人士感染，將要求限期出境
7
，是否通報，對愛滋助人者形成挑

戰。 

「一個外籍感染者……我們要不要通報，通報立刻出境那就是兩難…」(受訪者

B) 

(三) 法規與立案困境 

受訪 B 認為服務機構在未立案下提供照顧服務，是因為現行法規的照顧機

構設置辦法，不合適於感染者的需求。由於坊間多數的機構拒絕提供感染者服

務，或是大幅提高收費導致不正義情形，B 所處的機構於是承受感染者最後的

照顧需求。當一個承受最後線需求的機構，卻仍需按照法規立案就是一個極大

的為難和困境，尤其相關法規更忽略了極短期、有工作能力但有照顧需求的照

顧需求者。 

「假設我今天立一個老人安養中心，那今天沒 65 歲你要我怎麼收， 65 歲以下

叫做護理之家，護理之家層級最高什麼都能收，她照顧的密集度最高，但相對

成本超級高，他醫護比最高，收費三四萬起跳，那我們不可能去照顧一個短期

或今天你可以工作的，把妳放在護理之家一個月四萬，那我怎麼受的了，假如

說你老人中心那你沒 65歲不能收，那我今天成立一個身障機構，你沒有手冊就

不能收」(受訪者 B) 

四、資源不足 

(一) 社會福利不足 

受訪 B 提及感染者卻無法具有身障資格，但仍有社會救助的需求，甚至無

法用獲得的補助支付安置費用等等。 

「今天他就是沒有身障手冊但他就是有這個需要，那你給我三款是沒有用的，

那你給我三款是沒用的，因為低收三款的補助不夠…」(受訪 B) 

(二) 照顧資源不足 

                                                
7 目前，我國已於 2015 年 2 月解除外籍愛滋感染者的入出境與停居留限制；外籍愛滋感染者若

選擇使用全民健保服務，需有在台服用抗病毒藥物紀錄，自行支付抗病毒藥物費用達兩年，兩

年後方符健保使用資格，能以健保身分取得治療藥物。其他詳情請參照：

https://praatw.org/rights/article/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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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的照顧機構，可能因為法規、人力、照顧意願、機構環境等等原因，

無法適切回應服務對象的照顧需求，甚至為避免發生危險或影響其他住民，僅

能將有迷走問題的服務對象用束帶約束於床，進而造成該對象關節與肌肉退化

情形。受訪 B 在後續追蹤發現，將服務對象轉介至合法照顧機構後，長照體系

甚至表示返回原機構照顧較好，而 B 的服務機構雖然是非合格照顧機構，但能

接受該服務對象在機構內走動而不需約束的。 

「看護會有些憂心或不想照顧，或者是用怕他跌倒的理由讓他 24 小時被拘束在

床上，那他就會說，其實這樣拘束在床上退化很快因為不能走，但在我們這邊

ok 讓他走……確實這些號稱是合法的護理之家的機構，他們甚至會說你們

0000(機構名稱)照顧的會比較好，他就會說，你們要不要把他帶回去因為他在

這邊並不會獲得比較好的照顧，你們所謂的比較好的照顧…今天長照體系的人

回頭跟我說他回來比較好，這很弔詭」(受訪 B) 

(三) 機構未立案 

受訪 B 提到任職機構因為適法性問題，在不合法的狀態下提供服務對象安

置服務。B 認為在法規不足、福利資源缺乏、機構拒絕等議題下，該機構提供

感染者服務是最後線的選擇。 

「但是確實我們不是符合照顧的標準……社會局…他當然樂見我們存在…我們

確實是一個它們可以解決問題的一個地方，但是確實這是一個兩難的部分，有

時候確實這些個案…我們在解決社會層面的問題」(受訪 B) 

由於Ｂ服務的機構無法符合安置就養機構相關規定，確有影響服務對象權

益的可能，如因無法合法聘雇護理師或照顧服務員，甚至因無法使用健保，申

請居家護理服務。 

「我同意你說，一個照顧的單位理論上它應該是 24 小時都有專業人員在，但

確實我們就是做不到……」(受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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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本小節以訪談資料分析整理愛滋助人實務中的挑戰，並運用綜融實務觀點

中的微視層面、中介層面、鉅視層面分類進行製表。本章研究發現以下表 4-1

進行列表。 

表 4-1：綜融觀點分析愛滋助人實務挑戰 

綜融實務 實務挑戰類型 實務挑戰項目 

微視層面 一、服務對象的內在 1. 自我放棄 

2. 消極改變 

3. 服務對象自決 

二、服務對象的行為 1. 物質濫用 

2. 不安全性行為 

三、服務過程的挑戰 1. 服務對象性邀約 

2. 服務對象慫恿使用毒品 

3. 伴侶共同篩檢挑戰 

4. 告知伴侶/性接觸者接受篩檢的挑戰 

5. 非工作時間聯繫的挑戰 

6. 助人關係界線的模糊 

7. 服務對象欺騙 

四、資源轉介的挑戰 1. 通報「親密暴力」的挑戰 

2. 社福資源轉介的挑戰 

3. 醫療資源轉介的挑戰 

4. 殯喪資源轉介的挑戰 

綜融實務 實務挑戰類型 實務挑戰項目 

中介層面 一、團體介入的挑戰 1. 性接觸者雙方在支持團體中相見的挑

戰 

2. 團體運作的挑戰。 

二、志願服務挑戰 

三、感染身分在社區曝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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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融實務 實務挑戰類型 實務挑戰項目 

鉅視層面 一、機構挑戰 1. 機構價值影響服務提供 

2. 機構同儕影響服務提供 

3. 行政管理的挑戰 

4. 捐款者與外部壓力的挑戰 

二、倡議工作挑戰 1. 無法回應感染者的需求 

2. 倡議中的訊息篩選 

三、法律規範不足 1. 法律規範無法貼近需求 

2. 感染通報的困境 

3. 法規與立案困境 

四、資源不足 1. 社會福利不足 

2. 照顧資源不足 

3. 機構未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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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 

本小節呈現研究發現「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透過綜融實務觀點進行分

析，並以表格整理小結。 

壹、微視層面(Micro) 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 

微視層面中的挑戰有服務對象行為挑戰、服務過程中的挑戰、資源轉介的

挑戰，以下分析愛滋助人者的因應策略。 

一、服務對象行為的因應策略 

(一) 因應物質濫用的挑戰 

1. 先了解非馬上通報 

對於毒品防治工作，有的助人者是先了解用藥原因，而非馬上通報。受訪

者 C 認為有些機構通報毒品防制只是因為是否違法，對此不認同。 

「我要先找到他用藥的原因，我不能馬上通報，因為有些機構他們可能說，阿

用藥那違法，那我就必須去報警，那其實是，他們作風是，我沒有辦法說我覺

得不好」(受訪 C) 

2. 先回應與理解服務對象的需求再接續毒品防治工作 

受訪者認為先一步回應與理解服務對象的基本生理需求是需要的，後續才

能協助毒品防治工作。受訪者 G 認為回到人類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來協助，是因

為藥物性愛本身有生理心理性成癮依賴連結，在這樣的論證上是有意義的。 

「我會借錢給他去買藥的的出發點是因為…他現在的性需求，沒有藥沒有辦法

滿足…對，他是連在一起，然後他這麼年輕，他的性慾很高的時候……就是以

我們的協助來講，這整件事情要處理，可是，難道我要他現在不能去滿足他的

人類基本生理需求嗎」(受訪 G) 

3. 若無立即危害願意持續提供支持與陪伴 

受訪 G 認為藥癮報警的前提，要考量是否有立即明顯的傷害。若無，願意

持續支持與於陪伴服務對象，不會報警。 

「我覺得如果我還能幫你什麼忙的話，那如果我這麼忙幫下去，他有一點改變

的話，也許就是比較好，所以，我不會那麼快的覺得說，報警是比較好的，除

非，我現在覺得他馬上就會有明顯的傷害」(受訪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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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衛教介入討論減害 

受訪 D 支持持藥物減害觀點，認為可行作法包含：在助人過程持續與服務

對象討論如何減少使用，讓毒品使用傷害減少，甚至避免將病菌傳染。 

「可能我們受的訓練上也在減害這件事情…對對，所以，會跟他們做討論在，

怎樣，你非得要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來減少自己受傷，或

者是避免把病菌傳染給對方」(受訪者 D) 

受訪 E 提到毒品作為自我治療的意涵，因此在助人關係中會協助提供資

訊。在倫理的考量上，其認為自己運用減害觀點協助服務對象，並導正正確的

藥物使用觀點。 

「因為我的個案，我把毒品當作藥品，他在使用藥品治療自己的過程，他在這

個過程我開始在找一些相關的資訊，我就會提供給他…我的倫理來講可以說服

我自己我的目的是因為，這個維護的關係是，我其實在無形中，我也提供了減

害的觀點，而且我也讓他們回到使用藥物的觀點」(受訪者 E) 

5. 建立信任對話空間促成後續協助 

受訪 B 認為，因應的過程需要開啟一個信任的對話空間，才能促成討論，

在安全使用的前提下，對服務對象才有幫助。 

「我覺得如果說你對於這件事情不能用毒品，那當你有用毒品的時候你怎麼

談， 那不如你去開啟一個讓他們覺得信任的空間，那你可以和他們去討論怎麼

使用，也許可以教他們怎麼安全的使用，說不定還更有用一點」(受訪者 B) 

(二)  因應服務對象不安全性行為的挑戰 

1. 直接討論與指導 

當得知服務對象有不安全性行為，受訪者 A 願意直接與服務對象討論不安

全性行為發生的情形，提供相關衛教。 

「……通常多半是他們會希望我去跟這個感染者去跟他談，請他不要再做亂約

炮，那我的話，我會直接找我個案講這件事情，我會和他說，有人跟我講你的

什麼什麼樣的情況，這樣」 (受訪 A) 

2. 進行衛教促進落實安全性行為 

對於如何協助，受訪 D 認為可以討論親密關係做愛過程中的風險，而保

險套是其中的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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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關係做愛的方式有很多種，你要先釐清楚，那這過程那些有風險的，那

你要去避開，那保險套只是其中的一項而已」(受訪 D) 

二、服務過程中挑戰的因應策略 

(一) 因應服務對象性邀約：直接拒絕 

受訪者 C 認為，與服務對象有性關係的發展，可能中斷服務，踩煞車拒絕

是決定。對於未來，受訪者認為因為圈子很小可能還會再次遇到，再視當下情

形進行處理。 

「這個關係，這個團體的關係，是要馬上就被中斷的，對，所以我最後決策就

是 反正台北那麼小，如果有一天遇到就再說吧，這樣子」(受訪 C) 

(二) 因應服務對象慫恿使用毒品：堅持拒絕 

受訪 C 會以不喜歡味道當作理由，堅持拒絕使用毒品。 

「……我就說我不喜歡那個味道，一定要堅持」(受訪 C) 

(三) 因應伴侶共同篩檢挑戰：皆知情同意下才篩檢 

受訪 A 認為需要以個別的雙方作為評估與考量的基礎，尤其是要確認雙方

皆在知情同一下進行篩檢，在有這樣的確認前提下，才會進行篩檢協助。 

「……所以遇到這樣情境會幫助我訓練說，必須一定要真的同時確認 A跟 B兩

個都是同意的，不管是言語或者是肢體語言都告訴我是同意的，我才會做這個

事情」(受訪 A) 

(四) 因應告知伴侶/性接觸者接受篩檢的挑戰 

1. 運用活動包裝告知 

對於伴侶告知，受訪者 C 會運用活動包裝的方式，讓伴侶接觸者接受篩

檢，並再依篩檢的結果決定下一步策略。 

「就是練習說我們要怎麼溝通，或是你真的不想說，我可以邀請他來這個地方

參加活動，這邊有個活動包裝，譬如說來這個地方看電影，對，那個時候可以

順便就是要不要幫他做篩檢，就主動邀請他來做篩檢」(受訪 C) 

2. 運用基於關心伴侶的立場進行告知 

受訪 G 會基於對方有一定理由、關心與關心伴侶的立場，直接詢問以協助

伴侶告知。對此受訪 G 認為無法複製教學，因為每個人的方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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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直接問他，我說那你沒有擔心過，我說，聽起來你老婆關係很好，你是

怎麼保護她的…出於他一定有理由的立場去問……這個東西很難教人…因為那

本來就是每個人的 style 也不同，對」(受訪 G) 

3. 琢磨助人技巧 

受訪者 A 表示，與性接觸者溝通需要技巧，需要回到愛滋助人工作中對性

接觸者預警技巧的琢磨。 

「我會先和他說，你期待我做些什麼…然後第二個我會問他說那你期待我是怎

麼去處理呢，那如果他覺得說，因為這個其實在我們工作裡面，就是要去怎麼

跟性接觸者溝通的這個技巧了」(受訪 A) 

(五) 因應非工作時間聯繫的挑戰 

1. 落實聯繫規定 

受訪 C 表示，因為緊急需求而會談外的聯繫是被允許的，但仍期待在工作

過程中協助服務對象熟悉與落實下班後聯繫的規定，並讓服務對象知道，應該

把握服務過程中的溝通機會。 

「因為常常在外面會有一些緊急的問題，對，所以我們會留 line，但是在下班

後的時間，我不會回任何的訊息……一定要，強迫自己下班不回，嗯，任何想

說的話，我就在這個諮商關係裡面說就好」 (受訪 C) 

2. 評估近期情形再回應 

面對下班後的互動，受訪 D 也會運用近期情形和經驗反映決定是否在下班

後與服務對象工作。 

「我通常會依照我最近跟他互動的直覺跟經驗反應，來決定要不要後續」(受訪

D) 

3. 善用通訊軟體的「偷偷讀」功能 

善用通訊軟體的各項功能有時候也能幫助經營專業界線，如使用 LINE 的

「預覽不已讀」功能，讓愛滋助人者可以技巧的看到服務對象的訊息文字，並

保持未讀取的狀態，進而能夠評估是否正式的和服務對象聯繫。 

「因為 LINE 在你還沒有讀之前通常會打第一行的字顯示，你就可以看那一行

字在寫什麼，如果那看起來是問候語的，我想明天再來處理，那如果說我車禍

了，緊急事件，那我可能就先接」(受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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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應服務對象的欺騙：在欺騙過程中提供專業服務 

受訪 G 把服務對象的欺騙過程，當作建立服務關係的機會。會在與服務對

象工作時，進行生活適應等各項討論。 

「用借錢給他的時候…給他一些正確的觀念，對，因為我就有機會跟他討論，

譬如說，嗯，他的工作上怎麼跟老闆相處，怎麼跟同仁相處，然後，嗯，怎麼

講話 對，就我會跟他討論生活上各個東西」(受訪 G) 

三、因應資源轉介的挑戰 

(一) 因應通報「親密暴力」的挑戰：理解行為協助改變與後續轉介 

受訪 C 認為因應的方式在於協助雙方理解，進而慢慢改變，若真的沒有辦

法再適當轉介。 

「我覺得，當可以理解的時候，這個行為就可以，慢慢的被改變…對，真的完

全沒有辦法的話，我會幫你做更適當的轉介，對，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

對……我突然想到一件事，然後同時我也顧慮到我跟個案關係的信賴關係也會

被破壞」(受訪者 C) 

(二) 因應社福資源轉介的挑戰 

1. 周延轉介的評估 

對於服務對象轉介應告知資訊，受訪 F 認為轉介是有一定評估下才進行，

此時會協助服務對象都理解轉介因果，以及告知轉介資源單位疾病史的需要。 

「恩不是每個人，都需要被轉介出去……那他有這個需要，要往外，要尋求幫

忙一定有原因，他現在遇到的問題……那這個原因他自己都知道，所以是，一

樣還是要跟他對話，然後跟他講說，這個問題呢，比如說 0000(受訪 F的服務

機構)不擅長處理，或是根本不屬於 0000(受訪 F 的服務機構)的範圍，對，所

以我們現在要找另外一個單位一起來幫你好嗎」(受訪 F) 

2. 在紀錄中間接描述 

受訪 A 表示會運用間接的描述，不會特別去強調。 

「在描述的過程裡面，還是會陳述出來，但不會去強調，間接的描述。這樣的

事情只要做藥愛的工作人員都很常遇到」(受訪 A) 

3. 不告知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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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B 認為，由於太多次面對資源轉介過程中的質疑，考量愛滋感染在轉

介過程中難以造成傳染，所以都傾向不告知病況。 

「我都傾向不要講的原因是，太多次就是對面的單位來探測或想要來質疑我們

說為什麼是這樣子的時候，我會覺得說，為什麼這是一個議題……」(受訪 B) 

4. 與受轉介單位直接面質與倡導 

就業服務經常遇到轉介單位要求告知服務對象疾病，受訪者 D 選擇直接面

質，讓就業服務單位了解與職缺無關之隱私資訊是無告知的必要的。 

「我以前遇過 0000(單位名稱)的，我們請求 0000(單位名稱)協助個案找工作，

然後他們堅持要跟雇主說，還包括，其實這也發生在就業服務站…後來討論到

後來都不是雇主的條件阿，又不會傳染給對方…我是跟就業媒合的窗口面質」

(受訪 D) 

(三) 因應醫療資源轉介的挑戰 

1. 協助轉介友善醫師 

對於告知病史帶來拒診的結果，愛滋助人者有時候會協助服務對象轉介友

善醫師，甚至指定醫院仍有拒診的情形下，不如到住家鄰近的診所尋求治療。 

「早期有一個病人，他因為骨頭有問題需要照會骨科開刀，但因為他長期在台

大看，但台大的骨科醫生不願意看，後來我們就透過私下的關係，跑到彰化

去，找個老醫師幫我們看……我在台大告知結果是這樣子，就，那我到診所就

住家附近去看，他們都看得很好然後也很快，那我來再去試試看」(受訪 D) 

2. 形成團隊聯繫以確保服務對象隱私與權利 

受訪者 C 認為醫院在隱私保護上較令人擔心，故服務對象若剛檢查出來，

會立刻與個管師、醫師聯繫，告知後續處理方法。 

「在醫院被檢查出來，那個隱私的保護，我們就會比較擔心，我們都會衝進

去，趕快找到個管師，趕快找醫師，告知你這個個案後續要怎麼處理，有時候

他們會以自己方式去處理，那個隱私並不會保留的很好」(受訪 C) 

3. 轉換說法 

轉換說法相較於直接告知病史是可行的做法，如說患有 B、C 肝，它們同樣

與 HIV 是血液傳染疾病，但醫事人員不在意。 

「我們可能就會轉換說詞，譬如說，我有 B、C肝因為都是血液傳染，所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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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來提醒說醫生你要注意喔…B 肝跟 C 肝他們都不在意」(受訪 D) 

有時候出現在服務對象與公衛個管合作上。若服務對象的公衛個管難以合

作，受訪 C 會建議告知時替換住址，以避免被合作困難的公衛護士追蹤。 

「公衛端個管師他哪幾個比較好，那些比較不好，我們就幫他挑一定區域的公

衛端，然後地址你要寄到哪個地方的地址，這樣子，所以很兩難耶，其實這

個，這有點像欺騙」(受訪 C) 

(四) 因應殯葬資源轉介的挑戰 

1. 提前介入，避免死亡診斷註明愛滋病 

由於經歷太多次曾有愛滋感染死亡診斷書遭到殯葬業者拒絕，受訪 B 會提

前協請醫師不開立相關診斷，讓服務對象較能獲得莊嚴的儀式，而這源自於過

去因為告知而遭殯喪業者不友善服務導致。 

「我在前面就會跟醫生討論說，如果他不是因為 HIV，其實並沒有硬性一定要

寫上去……所以其實有些醫生如果他知道，我就會跟他說因為我們希望他的後

面是比較順利的，所以我們會看說可不可以不要寫這個部分……就是他的死診

就不會出現 HIV 字樣，那他就會按照全部正常流程進行，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做

的原因是我們在前面碰太多壁了…… 我誠實地告訴你但你並不會有你自己的專

業判斷去服務我的個案，在死亡」(受訪 B) 

2. 請主管機關發函提供澄清與衛教 

受訪 B 曾請疾病管制署協助發文澄清與衛教，但似乎仍遭殯葬業者拒絕。 

「因為我後面真的就是拿著這個公文，就是說疾管署就已經說這些事情歐可以

做了，為什麼你們還不能做，殯儀館的業者就來說，那你就疾管署的人來幫她

化妝……而且那個是就算我願意他也不願意借你場地……我誠實地告訴你但你

並不會有你自己的專業判斷去服務我的個案」(受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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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介層面(Mezzo) 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 

在中介層面的實務工作中，愛滋助人者面臨的挑戰有團體介入、志願服

務、社區中感染身分曝光等挑戰。以下進行助人者的因應策略分析。 

一、團體介入挑戰的因應策略 

(一) 因應性接觸者雙方在支持團體中相見的挑戰 

1. 打預防針 

由於團體或服務本身就提供給感染者為主，若遇到認識的人參與其中，受

訪者D會先說明清楚，並澄清感染的因果是無法推定的，讓服務對象有心理準

備。 

「我們也會跟他提醒跟他講，如果他竟然也在裡頭的話，那就可能他本身就

是，但是是不是他傳染給你，這個都是見仁見智，但我覺得這還是有可

能……」(受訪D) 

2. 允許感到不舒服的一方離開 

考量感受，以及當下情緒尚無法理智，受訪 D 認為若不舒服會請服務對象

雙方或一方離開。 

「當下他們會不舒服我會請他們離開，如果真的不舒服我會請他們離開，我覺

得在那個當下的氛圍，可能誰也沒有辦法很理智地去討論很多事情，那我們就

請一方先離開」(受訪 D) 

3. 分開雙方個別討論 

受訪 D 表示，會提供個別的情緒支持與討論，這是需要的。 

「後續，會個別先聊一下」(受訪 D) 

4. 了解後續有無需要澄清或提供兩人會談 

受訪 D 也會協助雙方澄清，評估兩人會談需求，依據經驗有時候會私底下

說開。 

「然後之後看有沒有需要兩個人一起澄清澄清……那有時候他們就私底下就講

開了，有時候就不需要進入到兩人會談的部分……澄清，為什麼不講」(受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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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供情緒支持與宣洩管道 

受訪 D 也建議，提供情緒支持與宣洩是重要的，才能有助後續討論 

「先讓他宣洩，但是之後還是要把它緩和回來，再把它圓回來，回到事情上

面，然後一次不行就再過程中多幾次，因為表示那個情緒還沒有完全發洩完，

一定要有一個，發洩完他才有辦法，很心平氣和跟你討論」(受訪 D) 

6. 傳染的因果先後無法釐清 

基於對疾病傳染的知識，受訪 D 認為是無法釐清傳染因果，這在實務過程

中是需要被了解的。 

「有時候最早感染的未必是，例如說，我是感染者，但是後來我有看到你，你

那時候告訴我你不是，但對方之後又感染了，反正就是說那個先後順序不是一

定的部分，無法釐清因果」(受訪 D) 

(二) 因應團體運作的挑戰 

1. 觀察其他機構團體運作方式 

受訪 E 認為，在進行團體成員招募工作時，會去觀察了解其他機構的運作

方式。 

「我會發現他用了以前的脈絡，而且他會用一些比較類似教會的模式，比如說

生命團體」(受訪 E) 

2. 動態調整優惠或要求自付額 

受訪 E 認為，基於團體的動力以及成員參加的需求，動態調整並提供參加

團體的優惠是需要的，甚至可以要求成員有自付額。 

「有些老年者可能在言語上面比較沒有讓人舒服，比如說她會嫌你的蛋糕難

吃 ，你買這什麼，阿你就會很氣，然後可能要吃也要拿，因為我的活動我就強

調你今天來吃，我後來就改成大家要 50元 100 元」(受訪 E) 

3. 在活動中鋪陳團體議題 

過度明顯的議題討論，會讓參與者卻步，受訪 E 會採用議題包裝的間接方

式。 

「我的活動很簡單我就是來玩先來吃飯我會在活動裡面會包一個議題，我不要

直接講議題」(受訪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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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讓團體有新鮮感 

受訪 E 認為團體也要持續有新鮮的事物，如園藝療育、手作課程、心理諮

商等。 

「團體裡面有新的東西你就會一直帶進來，比如說我也可以辦園藝療癒，我也

可以辦手做，我也可以辦心理諮商」(受訪 E) 

5. 服務對象間衝突仍需妥善處理 

受訪 E 表示，機構仍需要好好處理參與者的各項人際議題，相關的衝突若

沒有處理好也是影響會團體參加情形，甚至是拉遠與服務對象的關係。 

「我就翻了他們的名冊打了每一通電話給舊有的個案，他們好多衝突都沒有被

處理，比如說感染者對機構間的衝突，感染者跟感染者之間的衝突，都沒有

去，恩恩，當然我覺得這是機構難為的地方……但是因為這樣的部分你跟個案

的距離就有點拉遠，有些個案會離開」(受訪 E) 

二、 志願服務挑戰的因應策略 

(一) 直接介入並會同志工與主管處理 

面對機構內志願者間的衝突，受訪 A 會直接介入，並會同志工與主管共同

處理。 

「我就一個人衝去那個公寓在樓下，我那個剎那就想說老娘我是刑警嗎? 我是

要破門而入嗎? 而且 A正在ㄎㄧㄤ掉了(物質濫用後精神呆滯狀況) 我到底是要

空手給他怎樣，於是我就站在樓下等志工過來，然後我就去把我的主管也找來

討論 那怎麼辦……」(受訪 A) 

(二) 善用志願者彼此的連結 

受訪 E 認為，讓服務對象成為志願者，進而形成彼此協助的支持網絡相當

有意義。而專業助人者可以藉由提供諮詢讓一線提供服務的志願者有所依歸，

這樣會產生互助的過程。 

「誰阿誰，阿你在高雄，你趕快去找他，像我們其實就有曾經破門救人，很多

破門救人的經驗，比如說他們雖然是志工，然後還要去叫救護車，就很緊張，

就說……要叫救護車，我就說不用擔心，那個警察說我一定要去做筆錄，我說

不用，自殺不用做筆錄，但是警察會威脅你啊你就會怕阿去做筆錄，他們也透

過這樣互助的過程……」(受訪 E) 

(三) 讓服務對象不再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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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E 認為，應該讓服務對象感受到集體的支持與歸屬，而不是讓服務對

象消失於團體中，讓服務對象共享服務、形成社群標語，產生集體性。 

「我的感想是我讓你不是一個人，我的標題，這個感染者社群有很多標語，你

不是一個人，那這個標語他們會去學，然後透過網路的方式，其實很多人來問

我說 現在感染者社群這麼多你不擔心嗎? 我說我不擔心我很開心，因為這就是

我要創造的效益，我就是要讓每個人去學習這樣的方式」(受訪 E) 

三、感染身分在社區中曝光的因應策略 

(一) 轉介中途之家服務或建議搬離原處社區 

面對服務對象在社區中感染曝光或是言語議論等不舒服的情形，受訪 D 會

媒合機構的中途之家進行服務，或是與服務對象討論搬家。 

「有時候就建議，如果那個區域讓你不舒服，你有沒有介意先住在我們的中

途，然後再換到別的更舒服的地方去」(受訪 D) 

(二) 建立家庭資源提升支持 

儘管面對愛滋感染是個難以啟齒的話題，但當遇到社區中的挑戰時，回到

家庭的工作，嘗試透過懇談與協助下提升家庭成員間的支持也是一個方法。 

「他父母一直，爸爸很想逼他說什麼，然後媽媽一直用婉轉的方式去擋爸爸，

然後私底下又在問她兒子……但是後來是整個講開了，畢竟家是一個你永遠要

待的地方，家人的關係的部分」(受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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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鉅視層面(Macro) 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 

需要在鉅視層面介入的問題不再是個人的問題，愛滋助人者面臨實務挑戰

有機構挑戰、倡議工作挑戰、法律規範不足、資源不足。以下分析愛滋助人者

的因應策略。 

一、機構挑戰的因應策略 

(一) 因應機構價值影響服務提供的挑戰 

1. 直接告知機構價值 

受訪 F 指出，由於該機構不認同蓄意傳染條款，故對於來求助提告蓄意傳

染的諮詢者，會直接說出機構的價值進行澄清，並告知後續協助的限制。 

「我會坦白地告訴他說 000(機構名稱)並不贊成， 000(機構名稱)覺得蓄意傳

染這個條款是有問題的，對，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告人的話，實際的訴訟程

序我可能沒有辦法陪你走」(受訪 F) 

2. 持續提供服務 

對於外籍非法居留者，受訪者 F 的機構認為因為理念，他們不會管法規現

況，仍會持續提供對應的服務。 

「他們就是黑戶啊，他們就是非法居留的人，就不可以上這樣子，對…更不要

說你沒有身分…因為我們被拒絕過很多次，所以，那我們有我們自己的理念，

所以 我們不太管法規現況或者是什麼……當外國人不合法的時後，我們會幫他

逃，呵呵呵，然後，這個，當事人如果決議，他，不願意被收監的話，我們也

會說，我們不知道他在哪裡，這樣子」(受訪者 F) 

(二) 機構同儕的影響服務提供的因應策略：在機構內部辯論討論 

受訪F支持機構內部基於兩難的問題討論，也認同不同機構有自己的文化

與領導方式。 

「一個兩難的問題在這樣的一個機構裡面，讓他們內部有機會去辯論，我覺得

是好事，對，但是不同的機構有自己的文化，不同的領導方式，那，最後辯論

出個什麼鬼出來，然後他們到底有沒有真的要去告人家，或者是我們不知道，

但是有這樣的機會我覺得是好的」(受訪F) 

(三) 因應行政管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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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照自己的想法且嘗試處理疑慮 

「對，所以我就，會選擇不說，但是有時候人家會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就會

想說，那要，說明嗎，就是，他為什麼不能來，是因為這樣子，然後我已經解

決啦， 我就搞定了就好了」(受訪 G) 

2. 形成個人對機構監督的批判和想法 

「她其實有 sop 的流程……你不敢推倒你的個案，你想要培養關係，推倒你的

個案是說，我們在建立關係的時候這個關係是假的」(受訪 E) 

3. 嘗試為服務對象連結資源 

「但畢竟你說了一些話跟你做了些事情你還是要負責任阿，但是我只能幫你做

資源的爭取」(受訪 B) 

二、倡議工作挑戰的因應策略 

(一) 聚焦感染者的實際需求 

受訪 E 認為當前愛滋助人者過於聚焦在抗汙名，卻未在感染者處境上實質

進行改變，如提升醫療、保險等的負擔。 

「愛滋汙名化是社會結構他並不是因為體制結構，但是大多數的感染者在面臨

住院，手術的負擔都比正常人高，而且他沒有商業保險」(受訪 E) 

(二) 需要詳細評估配套措施 

受訪 E 建議，未來機構在進行倡議議題時，需要詳細推演以及思考配套措

施，以免最後犧牲感染者的權益。 

「我回歸健保，可是配套做得不好，比如說健保化後就是雲端藥歷的時候……

我覺得評估來講以一個機構的話他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結果，而且那時候推動

的時候就已經有人講說，如果會回歸健保的手術，他現在不是專案款用，它變

成就是健保或是自費」(受訪 E) 

(三) 不要害怕再次衝撞與得罪 

對於倡議後的結果若不如預期，受訪 E 認為不要害怕再次衝撞，若產生的

成果造成痛苦，更應該再次溝通，回到為感染者發聲為初衷。 

「可是我覺得我們一直在維持的和諧關係，其實是犧牲了某一方，尤其本身醫

病關係就是不對等的，所以我們如何站在助人者的部分，去拋開說我跟醫院之

 



75 
 

間的關係，我跟社群之間，我跟團體之間，而是為一個感染者發聲，這是我們

現在應該要去努力且嘗試的關係……所以我就回應，痛苦期一定要有，但是我

們要透過痛苦期去跟醫療溝通，而且不要怕得罪，沒有得罪不得罪……所以我

們真的太害怕破壞關係，所以我們都在維持假的東西」(受訪 E) 

(四) 反思專業機構價值對服務使用者的影響 

對於倡議過程中的挑戰，受訪 E 認為應該要反思機構本身、內部專業人員

的價值。也需要反思在倡議中定義的需求與服務內容，是否也是感染者的重要

優先順序。 

「你看見的是機構的專業或是某些少數的專業人員，他定義的感染者的需求或

是各項服務的內容，他其實實際上並不是感染者的重要優先順序」(受訪 E) 

三、法律規範不足的因應策略 

(一) 無視法律限制直接提供服務 

受訪者 B 認為，若法律無法貼近需求，會直接跳到法律外提供服務。 

「就很多外籍的業務，或者是我們也要私底下協助有時候不能說，因為是違

法……那我們變成要跨到法的外面去協助這群人」(受訪者 B) 

(二) 機構內部的協調和討論 

在法律之外提供服務，對機構以及工作人員而言都是開放且兼具挑戰的，

面對不斷的問題以及內部成員的不同意見，受訪 B 認為內部協調，依需求討論

準則是需要的。 

「但問題太多我們又想要吃下來，所以內部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問題出

現……你會花滿多力氣去做協調，因為每一個人的文化跟性質狀況完全不同，

當然是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人性的光輝……所以有時候我們都是在圓桌討論，到

底怎麼辦 到底有沒有一個實際的標準，所以其實有時候很難一刀切過去」(受

訪 B) 

四、資源不足的因應策略 

(一) 運用感染身分獲得福利資源 

受訪 B 表示，當政府部門無力解決感染者福利需求時，運用感染者身分恰

可獲取社會救助資格。 

「我覺得這樣的操作源自於政府無法解決這些人的問題，所以他就乾脆聽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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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就聽了我的建議那我要要多少…我就是可以讓它們直接三跳一
8
，就是因

為這感染的身分……」(受訪 B) 

(二) 與服務對象討論是否揭露感染身分以取得福利 

受訪 B 會先與服務對象討論情形，是否願意憑藉感染者身分而取得相關社

會救助。 

「我現在會比較傾向跟我的個案討論，你直接跟對方講這個問題，那我們會比

較好有這些籌碼去跟政府談」(受訪 B) 

(三) 因應機構未立案，獲得照顧者的同意才提供服務 

受訪 B 表示，因為機構未立案提供服務下，會獲得照顧者的同意，這也是

轉介單位如縣市社會局所默許的。 

「其實某些時候在某種程度上政府他們就覺得，今天家屬同意我們照顧她他們

就覺得 ok，以有些角度來看，有些縣市的社會局，今天我委託他來照顧妳，那

你同意我同意他同意，那就好了」(受訪 B) 

(四) 運用自費方式外聘護理師到機構處理 

由於機構未立案，無法申請健保或是居家服務，機構運用自聘護理師處理

長照相關需求。 

「通常居家護理有健保但我們全部自費，因為其實健保沒有辦法進來，因為這

裡不是醫療單位也不是安置機構，所以基本上居家是不能夠進來的」(受訪 B) 

(五) 運用助人者的個人資源提供協助 

愛滋助人者有時會運用個人私下的資源來進行服務。受訪 D 因為兼具感染

身分，有時候會運用個人看診時間諮詢與工作有關的事情，因為除了看診以

外，幾乎難以和對方接觸。 

「這樣我有點兩難，我又是病人我又是工作者，我在跟他討論這件事情在我的

看診時間，我覺得那是不對的，我應該要回到我的病人身分…….但是也只有醫

病的關係的時間才有辦法跟他聊」(受訪 D) 

而受訪者 E 則會運用人際資源協助助人工作，如諮詢熟識的律師朋友。 

                                                
8 低收三類升等到低收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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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透過自己去拉，比如說像很多友善的資訊是我自己的朋友他願意做的，

比如說，我知道妳男朋友是律師，所以我拜託或諮詢你，就類似這樣」(受訪

E) 

肆、小結 

本節依據資料蒐集整理愛滋助人者因應實務挑戰而有的因應策略，以下透

過表 4-2 說明之。 

表 4-2：愛滋助人者因應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 

綜融

觀點 

實務挑戰 因應策略 

微視

層面 

一、服

務

對

象

的

行

為

挑

戰 

(一) 服務對象物質

濫用 

1. 先了解而非馬上通報 

2. 先回應與理解服務對象的需求再

接續毒品防治工作 

3. 若無立即危害願意續提供支持與

陪伴 

4. 衛教介入討論減害 

5. 建立信任對話空間促進後續協助 

(二) 服務對象的不

安全性行為 

1. 直接討論與指導 

2. 進行衛教促進落實安全性行為 

二、服

務

過

程

中

的

挑

戰 

(一) 服務對象的性

邀約 

直接拒絕 

(二) 服務對象慫恿

使用毒品 

堅持拒絕 

(三) 告知伴侶/性接

觸者接受篩檢的

挑戰 

1. 運用活動包裝告知 

2. 運用基於關心伴侶的立場進行告

知 

3. 琢磨助人技巧 

(四) 非工作時間聯

繫的挑戰 

1. 落實聯繫規定 

2. 評估近期情形再回應 

3. 善用通訊軟體的「偷偷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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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

源

轉

介

的

挑

戰 

(一) 通報「親密暴

力」的挑戰 

理解行為協助改變與後續轉介 

(二) 社福資源轉介

的挑戰 

1. 周延轉介的評估 

2. 在紀錄中間接描述 

3. 不告知病況 

4. 與受轉介單位直接面質與倡導 

(三) 醫療資源轉介

的挑戰 

1. 協助轉介友善醫師 

2. 形成團隊聯繫以確保服務對象隱

私與權利 

3. 轉換說法 

(四) 殯葬資源轉介

的挑戰 

1. 提前介入，避免死亡診斷註明愛

滋病。 

2. 請主管機關發函提供澄清與衛

教。 

綜融

觀點 

實務挑戰 因應策略 

中介

層面 

四、團

體

介

入

的

挑

戰 

(一) 性接觸者雙方

在支持團體中相

見的挑戰 

1. 打預防針 

2. 允許感到不舒服的一方離開 

3. 分開雙方個別討論 

4. 了解後續有無需要澄清或提供兩

人會談 

5. 提供情緒支持與宣洩管道 

6. 傳染的因果先後無法釐清 

(二) 團體運作的挑

戰 

1. 觀察其他機構團體運作方式 

2. 動態調整優惠或要求自付額 

3. 在活動中鋪陳團體議題 

4. 讓團體有新鮮感 

5. 服務對象間衝突仍需妥善處理 

五、志願服務的挑戰 1. 直接介入並會同志工與主管處理 

2. 善用志願者彼此的連結 

3. 讓服務對象不再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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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身分在社區中曝光的挑戰 1. 轉介中途之家服務或建議搬離原

處社區 

2. 建立家庭資源提升支持 

綜融

觀點 

實務挑戰 因應策略 

鉅視

層面 

一、機構

挑戰 

(一) 因應機構價值

影響服務提供

的挑戰 

1. 直接告知機構價值 

2. 持續提供服務 

(二) 機構同儕的影

響服務提供 

在機構內部辯論討論 

(三) 行政管理的挑

戰 

1. 按照自己的想法且嘗試處理疑慮 

2. 形成個人對機構監督的批判和想

法 

3. 嘗試為服務對象連結資源 

二、倡議工作挑戰 1. 聚焦感染者的實際需求 

2. 需要詳細評估配套措施 

3. 不要害怕再次衝撞與得罪 

4. 反思專業機構價值對服務使用者

的影響 

三、法律規範不足 1. 無視法律限制直接提供服務 

2. 機構內部的協調和討論 

四、資源不足 1. 運用感染身分獲得福利資源 

2. 與服務對象討論是否揭露感染身

分以取得福利 

3. 因應機構未立案，獲得照顧者的

同意才提供服務 

4. 運用自費方式外聘護理師到機構

處理 

5. 運用助人者的個人資源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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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因應實務挑戰的考量 

本章節呈現愛滋助人者因應實務挑戰的考量。以下將呈現研究結果，並運

用綜融實務觀點分析。本小節呈現研究結果，並以表格整理小結。 

壹、微視層面的考量 

一、協助服務對象決定 

愛滋助人者考量自我決定原則，有基於專業評估的決定，以及服務對象的

自我決定。 

(一) 服務對象的自我決定 

受訪 E 認為服務對象應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能夠決定在哪家醫院接受手

術，而不是因為個管師或是助人者的考量而選擇醫院。 

「舊的醫院和你抱怨，你怎麼可以這樣子，那我會覺得為什麼，對我來講，我

覺得所有的人是一體，你應該是以服務，理應讓個案回歸原則，他本來就有選

擇權，他到那裡去看醫生那就是他的選擇權，為什麼一定要規定他要在哪裡」

(受訪 E) 

(二) 基於專業評估的決定 

受訪 C 表示，為了服務對象健康維護、避免社群傳染，儘管服務對象沒有

意願，但仍為服務對象安排服藥。 

「我就只能幫他決定了，那這個會讓我很掙扎是，就是我覺得我不應該去幫任

何人做決定，因為我無法幫他負責…那我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就是，逼他強迫服

藥，讓他病毒量下降，降到測不到」(受訪 C) 

二、充權服務對象 

受訪 A 認為，相信服務對象有能力，比直接協助服務對象脫困來的重要，

這樣的價值觀落實在實務過程當中，方法是投注能力感，讓服務對象能持續因

應挫折或困境而走過幽谷。 

「我現在社會工作者的背後意識形態，比較會是，即便這個個案他現在處於撞

牆期，然後他覺得人生非常的黑暗，我大概也不會很快的想要把他帶離開黑暗 

但是我會，我始終保持的意識形態是，我會投注給他，我相信他是有能力可以

走出那一段黑暗的」(受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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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觸者篩檢以不曝光感染身分為前提 

受訪者 A 認為在不曝光感染者身分下，會想出折衷方式讓性接觸者接受篩

檢。 

「我在服務的過程中，我要請這個人出來檢查，但是我又不能曝光這個感染者

的身分，因此我必須站在兩造裡面去想出一個折衷的方案，對，比較是這樣」

(受訪者 A) 

貳、中介層面的考量 

一、團體培力服務對象成為助人者 

受訪 E 也認為，團體不是只有專業助人者可以進行，嘗試讓門檻降低，每

個人都可以成為自助的助人者。 

「我其實要讓助人這件事情或是自助這件事情，沒有那麼難，我也要讓社群這

件事情變得沒這麼難，你不一定要一個專業者才可以做社群」(受訪 E) 

二、愛滋感染者的次文化 

愛滋助人者會考量服務對象的多元文化情形，如考量服務對象的文化脈

絡，或是對於服務對象的行為覺察背後次文化。愛滋助人者也認為對於服務對

象脈絡的理解是重要的。 

(一) 考量服務對象的文化脈絡 

受訪 F 認為，服務對象背後的文化價值需要考量，因其深深影響助人改變

系統。如有特殊國族與流亡經驗的感染者，可能囿於經驗與信念，傾向不佳或

是顯著不利益的選擇， 

「……都是所謂的流亡 00(地名)人 00(地名)那邊的……然後他們其實對於體

制這件事情，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受訪 F) 

(二) 看見行為背後的文化及次文化 

受訪 E 認為，伴隨藥物成癮的感染者發展一種親密行為的次文化，而無套

性交是潛規則，散播著更多的認同，甚至年輕人認為感染沒有什麼。 

「次文化，但次文化形容也不好，而是說他也形成了一個他的親密，他的行

為，然後其實又伴隨著藥物，藥物這件事情無套又是潛規則，那只是說他在這

個無套裡面他去散播更多的認同，我聽過個管師一些陳述現在年輕人認為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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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什麼」(受訪 E) 

(三) 理解服務對象的成長脈絡和背景 

受訪者 A 認為，愛滋助人者要回到對服務對象背景脈絡的理解，也因為這

樣才能更看見服務對象真實的需求。 

「那愛滋領域工作者應該還會多一份的關懷，那個關懷是來自於譬如說，你是

男同志，然後你也許，從小到大面對社會的不友善，那你成年之後得空虛寂寞

感你用這個藥品做一個替代，一個連結，我覺得愛滋工作者會有多一個這個新

的東西來」(受訪者 A) 

受訪者 C 也認為從脈絡背景了解，服務對象通常在環境上與心理上是被孤

立的，也因此持續增加用藥行為，而感染愛滋病帶來的情緒困擾，是一個促發

的因子。 

「我們在看見吸毒者的環境評估上，都會發現他其實在這些環境是孤立的，不

管是環境孤立，或是心理上是孤立的，他用藥的頻率會一直不斷的增加，有很

多的感染者，並不是感染之前就在用藥，他們是感染之後才開始用藥」(受訪者

C) 

三、藥癮愛滋感染者的工作原則 

(一) 藥癮減害觀點 

對於合併毒癮的服務對象，服務對象的選擇通常只有「不好」或是「更不

好」的選擇，如逐漸減少的毒品使用量，因為要求直接戒毒是完全不可能的工

作目標，甚至在毒癮減害的前提下，能接受服務對象參加藥物派對。 

「像是減少傷害希望你可以大毒換小毒嘛，然後你就是，是減少這個個案的傷

害 而不是整個，而不是積極處理要你戒毒，或是讓你這個趴(PARTY)不要開這

樣子」(受訪 A) 

受訪 B 儘管得知服務對象持續使用毒品，但毒癮減害的過程中，服務對象

若能逐漸恢復就業的功能角色，戒毒已不再是主要目標，而是持續協助服務對

象穩定生活，進行改變。 

「你現在可以控制自己可能只有放假去用(毒) ， 那隔天如果要上班我是不會

去用的，這樣可以維持我的工作，我就覺得說如果我們的計畫都是 ok，那你去

外面怎麼用，短期內我不會碰太多禁止你，但會和你討論在不要影響工作的情

況下， 我們可以不可以做一點改變」(受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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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再是犯罪者 

受訪 A 認為，在愛滋助人者社群中，共同的訓練是減少傷害。A 認為藥物

減害觀點，由於物質使用者因腦部病變故被視為疾病，成癮者是病患，愛滋助

人者提供病患支持性的服務，不把服務對象視為犯罪者。 

「我們愛滋界裡面，我們所受的訓練是，減少傷害，就是，吸毒為什麼不舉

報……欸，你使用毒品，那是一個腦部疾病的病變，所以我們必須要把他視為

病患，我覺得愛滋領域的工作者大概會有新舊兩塊思維做拉扯」(受訪者 A) 

受訪 B 表示在專業養成階段，毒癮被認為是病人。B 認為儘管大眾較難理

解，但在愛滋助人實務上是行得通的。 

「應該是說我們可能在學的時候，就知道他是毒癮的部分就把它當作病人，就

是我們把它定位成一個病人，而不是一個犯罪的人，所以其實那時候在談比如

說減害的部分，就是其實這是社會大眾比較不能理解，但是其實我們實務上可

以」(受訪者 B) 

(三) 優先考量健康福祉 

受訪 E 的考量上，服務對象的健康狀況是考量的重點，因此會考慮通報吸

毒讓服務對象接受毒癮戒治，因為不通報服務對象的生命就會受損。 

「就去家訪，一看就一直冒汗，暴瘦，然後眼神，你就知道狀況不 OK，然後就

趁他出去就看一下物品，都是器具，又看到綁血管的，用注射…也就是說我會

考量通報，因為我不通報他的生命就會受損…生命這件事情是最大的，所以我

會以個案的福祉為最高……」(受訪 E) 

(四) 理解服務對象的經驗脈絡 

受訪 A 認為，面對服務對象自我放棄的心理狀態，需要理解其過去遭遇的

創傷或失落經驗。 

「雖然他用藥物來處理他之前的創傷或失落的經驗，但是就一個個人工作觀

點， 還是會覺得說，你可不可多一點的努力減少去碰這些對你有害的物質阿」

(受訪 A) 

(五) 同理服務對象 

受訪者 A 在服務過程中覺察到面對藥癮服務對象的失序行為，內在情緒層

次多重。除了來自於對服務對象的指責，也可能來自於面對服務對象精神症狀

發作的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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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層次是來自於，可能你講的類似，他有點來自於批判或是指責，但是另

外一個層次比較會是，當你發現一個人開始精神異常，他做出一些很譬如幻聽

幻覺，或是發瘋，的話，我覺得另外一個是不捨，恩，我覺得這個複雜的情緒

是都在，層層疊疊的」(受訪 A) 

參、鉅視層面的考量 

一、人皆應被平等對待 

受訪 F 的個人價值「人皆應被平等對待」。在這樣的價值觀下，越能看見服

務對象面對的社會歧視和汙名，這也鼓勵受訪 F 持續投入愛滋助人工作。 

「我個人的價值觀，是我，我覺得人都應該被平等的對待，對，然後我覺

得這件事情還滿重要的，雖然，嗯，人生而不平等，呵呵，對，可是，因為那

麼明顯的，比如說愛滋，那麼明顯的一件事情，你就要把他打死或怎麼樣，這

還滿怪的，對，對我來說」(受訪 F) 

二、愛滋社群的同儕壓力 

由於愛滋助人社群連結緊密，受訪者也相當在意助人社群的意見或評價，

若服務不好可能會受到質疑與監督，對此，受訪Ａ認為社群同儕的敏感度高，

經常交流服務過程中的意見，自己也會將這些建議納為考量。 

「而且與愛滋就是這麼敏感的疾病，而且我們的社群很小阿，如果我今天一個

服務不好的話大概也就知道了……因為我在很多的群組阿，你就會看到大家罵

我了 自己就會看到…所以我一直在服務感染者的，就是會比較戰戰兢兢，因為

那個敏感度是很高的，就是社群的敏感度很高」(受訪者 A) 

三、感染者長照資源的需求 

受訪者提到實務中的會考量感染者長照資源的需求。助人者提到安置就養

需要考量服務品質議題。 

(一) 公部門提供現金補助但未保障感染者的長照權益 

公部門並未作妥善規劃與權益維護，導致坊間機構拒收或是要求高額費

用。依據經驗，對於照顧就養衍生的費用，公部門仍傾向提供現金補助，而非

提供政策保障感染者的長照權益。 

「那好啊那我今天就讓他回去你們能不能處理，那不然你就給我錢，你就直接

讓他過，因為我覺得我需要他過不然我無法服務他，他通過這個費用可以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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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醫療負擔或是安置費用需求」(受訪 B) 

(二) 安置就養需要考量品質 

考量服務對象的照顧品質，是愛滋助人者考慮的原則之一。在依法協助服

務對象轉介照顧機構後，受訪 B 卻發現實質照顧品質不佳，服務對象不久即臨

終。受訪 B 認為感染者安置就養的前提應該考量照顧品質，而不是聚焦在提供

的服務是否合法。 

「就是說在一個安置議題上本身就是有很多兩難的選擇，要不要收進來還是讓

它卡在外面自己去處理，還是收進來，但不管兩者都不能全部顧好，甚至是

說，把他推出去是說也看到，在照顧的層面好像又沒有這麼好，有一點讓我卻

步」(受訪 B) 

四、去標籤化的服務 

標籤化造成人群分類，被標籤者被視為弱勢且無能力感上身。因應實務中

的挑戰，愛滋助人者會考量：參加者擔心被機構標籤、機構容易把服務對象當

作弱勢、服務者的偏見也帶來服務阻礙 

(一) 參加者擔心被機構標籤 

受訪 E 認為，成員不願意參加機構團體，有部分是擔心被標籤與個案化。 

「我是個案，在初期我為什麼不來機構，因為我一開門我就被標籤……還有一

個，個案不願意被個案化」(受訪 E) 

(二) 機構容易把服務對象當作弱勢 

「就覺得你不是都已經知道問題了嗎? 你已經看到個案的問題，我這樣講，感

染者他現在的，就是感染者的身分一直被列於一個弱勢」(受訪 E) 

(三) 服務者的偏見帶來服務阻礙 

受訪 G 的實務經驗中，發現工作者中對感染者的偏見、刻板印象等，覺得

感染愛滋病的人很性關係很亂，才是造成提供服務的阻礙。 

「大部分人(服務提供者)卡住不會是因為愛滋病，我覺得大部分人卡住可能因

為，他覺得，會生愛滋病的，會感染愛滋病的人，都是什麼什麼人，我覺得，

他被卡住的，會是別的東西…就是很多人都覺得男同志就是亂」(受訪者 G) 

肆、法律政策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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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部門以現金給付卸責處理、政策法規與福利不足的問題 

受訪 B 提及公部門對於推動感染者權益是怠惰的，就過去經驗，公部門傾

向直接提供救助給付，如低收升等，讓服務對象領到錢，但沒有回到法規、政

策修訂。 

「源自於政府沒有辦法解決個案的實質上問題，所以他們給了你額外的補助好

像就是，我給你福利你不要來吵我…因為如果我需要推動感染者的權益其實需

要很大的力氣，那不如我直接回過來把你個別摸摸頭，那你就不會吵了」(受訪

B) 

二、服務對象的需求優先於合法與否 

愛滋助人者因應行政工作、法規不完整、資源與服務不足等，會進行價值

選擇。對於服務對象最佳利益會優先於考量是否合法，以避免中斷服務影響權

利。 

(一) 服務對象最佳利益優先 

受訪者 F 提到所任職的服務機構，以服務對象最佳利益為優先，在這樣的

考量下，是否合法已經不是先決條件。 

「0000(機構名稱)是一個，以受服務對象最佳利益為最高宗旨的一個 NGO，這

樣子，對，所以，嗯，其實很多事情，對 0000(機構名稱)來說，都沒關係，譬

如說，他合不合法，沒關係，呵呵呵 」(受訪者 F) 

(二) 未立案的機構服務是避免服務中斷 

對於機構持續未立案下仍收住感染者，受訪者 B 認為，感染者實際經常遇

到機構拒絕以及被當作人球，機構的價值是避免服務對象當作人球或淪落街

頭，而隨著疾病慢性化，長照需求的感染者更經常遇到長照資源不足的問題，

服務需求是越來越大，機構更沒有理由中斷服務。 

「就是你今天有一個帶管路的人要進來的時候你能不能夠收，但是如果你不收

他就流落街頭……是站在，就是我們的想法不希望他被當人球踢來踢去，因為

今天這個就是一個大家都不想要接的個案……但慢慢可能像這個藥物的發明死

亡率的下降，那這些人就越來越多，就變成慢性化，那甚至就是說有些臥床的

病人他就是會活著，那他就需要被照顧，他就有一個長照的問題出現，但他就

是沒人收，但是法律告訴你不能收，但是他又沒有地方去」(受訪者 B) 

(三) 未立案的機構服務是以滿足服務對象的長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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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送來一個有管路、臥床的長照病人，機構不收服務對象可能無處可去

了。受訪 B 認為，違法收治是因為考量服務對象的照顧需求。 

「這個倫理兩難，像今天我剛有提到，就是你今天有一個帶管路的人要進來的

時候你能不能夠收…有些臥床的病人他就是會活著，那他就需要被照顧，他就

有一個長照的問題出現，但他就是沒人收，但是法律告訴你不能收，但是他又

沒有地方去」(受訪 B) 

三、愛滋條例 12 條 

依據愛滋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
9
，感染者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

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若感染者處於緊急情況或身處隱私未受保障之環境

者，則不在規定範圍。 

愛滋助人者對此認為，醫療單位對所有人都應落實消毒與感染控制，即可

不發生風險。依據愛滋條例第 12 條，僅要求服務對象告知病史，並非醫療過程

杜絕風險的癥結點。 

(一) 感染控制應在每個環節落實而非歸責於感染者 

對於就醫過程中的告知，受訪 C 認為癥結點在於醫療端對每個人應該落實

消毒與感染控制，而非僅要求服務對象告知病史。助人者對於服務對象是否要

遵循法律是有質疑的。 

「前一陣子牙醫也是吵得很兇，就是要告知，還是不告知，這也是很兩難，那

不告知的話，牙醫又覺得，你們在危害我的安全，但是像我的腦袋裡是想說，

你們牙醫本來在做任何手術，就是要保護自己，不管他是不是感染者」(受訪

C) 

(二) 病情告知是基於善良互助且保護醫療人員的安全 

面對告知病情的挑戰，受訪 D 核心價值是善良互助。在良善的溝通角度讓

受訪 D 可以因應服務對象做病例告知的各種挑戰，另一方面也認同這樣的價值

觀能兼顧保護醫護人員安全。 

「站在我們立場上面，我們會鼓勵服務對象動跟醫生說他是感染者這件事情…

我覺得醫病之間應該是互相協助，我們是站在一個良善的那個角度來看……我

們尊重醫生我們告知他，避免他受到額外的感染…對一個，互信，這是一個，

                                                
9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

源或接觸者之義務；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但處於緊急情況

或身處隱私未受保障之環境者，不在此限。 

 



88 
 

然後第三個是擔心他被感染」(受訪 D) 

(三) 病史告知能周延醫療評估 

然而，考量醫療的複雜性，如藥物、手術的衝突等，告知病史較能使服務

對象獲得全面的醫療評估。 

「但如果在更深層的醫療照顧的話，就不可以用這種方式講，例如說，有些藥

物可能是跟 B肝的藥物是訂製的，你如果講你是 B肝，可能就會有問題，那有

些手術可能 B肝的人不能這樣做，他可能因為騙人的過程裡面，讓他在後面醫

療照顧不到」(受訪 C) 

四、愛滋條例 21 條 

愛滋條例 21 條
10
指出我國愛滋感染者隱瞞病情與他人發生性行為、共用針

具等導致傳染或未遂屬違法。助人者認為此法律造成不正義與傷害，有裁罰比

例的問題，也有助人者認為若「故意」造成傳染仍應負擔責任 

(一) 服務提供是源自於法律造成的不正義 

受訪者 C 認為，由於同意法律的錯誤，對於服務對象遭受到不適切的法律

裁判，認為是不正義。受訪 C 認同助人者應對於不公義事情加以協助。 

「可能是我個人正義感的一個，一個思考方法……說不定那只是我個人的需求

而已，因為我認為那個法律是錯的……我覺得那是在符合我個人行為需求的事

情而已，對，那為什麼我不會是錯的呢，是因為，我的確是在用我最大的力氣

去拯救一個可能會受到不公不義迫害的事情，對」(受訪者 C) 

受訪 C 面對服務對象遭到伴侶以提告蓄意傳染的方式進行勒索，相當同

情，也同理感染者可能都有遭受蓄意傳染提告的風險。 

「那會去主動介入的話，也可能是因為我同情吧，因為我覺得那個個案，真

的…感染者總是有這樣子被對待的風險」(受訪 C) 

(二) 故意傳染造成感染仍應負責 

                                                
10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 21 條規定： 
(第 1 項)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

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 項)明知自己為感染者，而供血或以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提供移植或他人使用，致傳

染於人者，亦同。但第十一條第二項但書所定情形，不罰。 
(第 3 項)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4 項)危險性行為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相關規定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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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 D 認為服務對象若是故意傳染病毒，應該要承擔責任。 

「只要你沒有告知，你就可能會被判刑……我想，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了，所

以我覺得如果你是蓄意的話傳染，想要傳染給對方，我覺得你本來就應該要扛

起這個責任」(受訪 D) 

(三) 人人皆應自我保護與承擔風險 

對於預防傳染，社會大眾傾向認為是感染者責任。受訪 F 認為，無法將自

我保護的責任單一放在感染者身上，因為異性戀同樣知道不安全性行為會帶來

懷孕的風險。無論是感染者或是健康者，每個人都應該要承擔自我保護及風險

的責任。 

「我的意思是，當我們回到異性戀身上的時候，有沒有異性戀不會用保險套或

不使用保險套，很多，那他們共同在承擔什麼風險，懷孕生小孩嘛，對就是你

可以宣稱你不會，你不懂，對，那你就是去承擔它的風險嘛」(受訪 F) 

(四) 藥物已能控制病毒量且實質避免傳染 

受訪 D 認為目前穩定吃藥已能有效避免傳染，持續將感染風險歸責於感染

者是不公平的。 

「我們沒有辦法強迫他，對，縱然我知道他可能就是無套，但是我會鼓勵他穩

定吃藥…你不能把，全部的罪都怪在感染者身上」(受訪 D) 

(五) 伴侶告知病況充滿挑戰且差異大 

受訪者 D 認為，在愛滋條例 21 條下，告知伴侶實情相當複雜。疾病告知是

複雜的，告知的時機需要考量關係的狀態以及性行為發生的情形，又因為服務

對象的狀態不一樣而無法複製形成 SOP，在這樣的情況下討論是需要的。 

「那，還有如你所說，情感面的部份，要談一個感情，我什麼時候要告知男朋

友，是我認定他是我男朋友時才告知呢，還是，我要發生性行為之前告訴他

呢，還是 總是有好多好多的要去討論的，但是每個個案又是如此的不一樣」

(受訪 D) 

(六) 法條與人性親密感的追求相反 

面對服務對象的不安全性行為，受訪 D 能夠接受在於，認同人性親密感追

求的需要而沒有使用保險套的天性。在回到生理需求的評估與發現後，對實務

工作中「不安全性行為」挑戰就能有不一樣的看法。因為，從人性觀點來看，

「不戴套」是源自人對親密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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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性就沒有使用保險套這個天性阿，所以不一定是感染者這件事情，因為

七情六慾只要身為人都會有，所以你要人違背他的生理需求去做禁慾或戴保險

套，本來就違反人性阿」(受訪 D) 

五、藥癮愛滋感染者的報警 

愛滋助人者會思考報警是否實質幫助、由於後續效應無法掌握、需考量服

務對象是否實質受幫助，並評估報警效應。 

(一) 結果是否實質幫助 

受訪 E 認為若要通報服務對象具有藥癮，需要評估與服務目標的關聯，以

及對服務對象是否有實質幫助。且若服務對象最終拒絕轉介機構服務，通報是

沒有用處的。 

「督導我覺得要通報，我要維護關係，最主要是我在整個方案裡，最終的目標

是什麼，還有這個通報對於我跟我對現今的個案，到底有沒有最實質的幫助，

我覺得這個實質就是說，我通報的出去，那個案被抓了，那但是他也不願意接

受機構服務，沒有用」(受訪者 E) 

(二) 報警的後續效應無法掌握 

受訪者 A 認為，報警後續警察介入的情形無法掌握。 

「就是我覺得我的話可能就是比較是擔心後續引起的效應…我馬上去通報，他

一定知道是我跑去通報的阿，那他被警察抓走又怎樣」(受訪者 A) 

伍、服務關係的考量 

一、服務關係運作 

助人工作無可避免需要考量關係以及專業界線實務挑戰，面對服務關係，

愛滋助人會思考與服務對象站在一起面對困境，面對服務關係中的界線挑戰，

也有許多思量。 

(一) 要和服務對象站在一起 

受訪 D 認為，在愛滋社群工作，就需要與服務對象心很近，而這樣的矛盾

也可能帶來專業服務提供過程對個人生活空間的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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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強調的就是我們跟他們站在一起，又很矛盾，要進入這個社群裡，或是提

供服務 就是要完全跟他心很近，但是常常有時候又回到了，我們在提供專業的

服務，甚至我個人的生活空間也被吞噬」(受訪 D) 

(二) 如同朋友的服務關係能幫助適應與支持 

受訪 D 認為，朋友與助人關係的模糊，正向來說可以加快服務對象的疾病

與生活適應，獲得過來人的支持或資訊，甚至可以從中獲得想要的伴侶。 

「正向的是他會可以盡快的適應他的疾病跟知道未來他可以如何生活，或者是

更快的沉澱下來思考他未來如何生活，然後在過程中他可以得到許多過來人的

支持 或者得到一些資訊的傳達，那當然也可以從中找到他想要的伴侶 」(受訪

D) 

(三) 界線管理考驗助人關係 

受訪 D 也表示模糊的助人關係，會讓服務對象對助人者有超過關係的要

求。 

「那壞處就是，容易分不清楚，他是工作還是朋友，就你剛跟我說的，他是個

案角度還是朋友，然後對你的要求他是用朋友的身分要求還是用個案的身分要

求我」(受訪 D) 

(四) 下班後聯繫是給予社會支持 

對於下班後的聯繫，受訪 C 認為對服務對象而言，仍能提供社會支持，能

對人際支持薄弱、孤獨的服務對象提供連結是重要的 

「覺得這件事情是回到我最高的一個初衷，最原始的一個初衷，就是，當你認

為一切都很孤獨的時候，不要，不要擔心，至少有一個人還跟你有關係，所以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重要」(受訪 C) 

二、通報破壞關係 

愛滋助人過程中常見遇到服務對象違法的情形，或是有需要進行通報的狀

況。愛滋助人者有以下原則考量。 

(一) 犯罪通報 

受訪者 A 認為，知悉服務對象吸毒而報警，會擔心破壞服務關係。 

「我覺得有一塊如果就我的部分來講，有可能是我沒有辦法去承擔後續不管是

關係的破裂」(受訪者 A) 

 



92 
 

(二) 疑似精神病人強制送醫 

在通報服務對象接受精神病患強制就醫，受訪 E 同樣認為破壞了助人關係

與信任感，也擔心對服務對象的伴侶難交代。在雙重關係的考量下，認為會破

壞友誼，甚至讓愛滋助人社群質疑，或是被黑函攻擊。 

「強制(送醫)對我來講，我破壞了我跟個案的關係，信任，對，他是信任所以

她才讓我知道…我自己反思的時候我甚至對個案還有對她的伴侶有點難交代…

我可能破壞了一個非常好的朋友關係，我會成為千古罪人，或是我不爽的時候

去匿名黑函」(受訪者 E) 

(三) 進行親密暴力通報 

受訪 C 認為，現行法規的通報規定，會破壞與服務對象的信任關係。 

「有時候法規，可能會破壞我們跟個案之間的信賴關係」(受訪者 C) 

三、服務過程中的性邀約 

許多愛滋助人者亦具有圈內身分，服務對象的移情甚至性邀約也常見於愛

滋助人關係中。愛滋助人者有以下思量。 

(一) 發展雙重/多重關係的警覺 

受訪 C 表示，面對服務對象的示好，儘管不知道怎麼拒絕，但心中想到

的，是如此將發展多重關係。 

「有時候對方很帥，而且是你的菜的時候，你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拒絕……是

一個多重關係的狀態」(受訪 C) 

(二) 減少不必要的工作困擾 

對於愛滋助人者而言，與服務對象發展情感或性行為，可能會帶來工作上

的困境和影響。 

「可能就是邀請你去……他又挑逗你，又很溫柔的時候……因為真的是會

怕……那時候已經影響到我」(受訪 C) 

四、避免傷害 

當無法或不能選擇最好的利益時，因應實務挑戰，愛滋助人者會考量避免

服務中的傷害。受訪 G 表示在專業考量中，避免服務中潛在的傷害是必要的。

G 表示曾因為借錢給服務對象，而最後服務對象離開不願意被服務，G 才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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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傷害了服務對象的自尊。 

「我當下拿了五百塊錢給他，他很開心的走了，可是他再也沒有來過，他沒有

再來看病了，他沒有來這件事情，讓我整個人有一點點覺得，我，當時給他那

五百塊，是害他，為什麼，是因為他不好意思借我，是因為他還不了」 (受訪

G) 

五、保密 

服務對象為獲得服務，需要告知相關訊息，助人者據保密規定落實，才能

持續建立穩定的工作關係。若在 HOME PARTY 中的外展服務，愛滋助人者可能

知悉已篩檢的服務對象後續將發生性行為。對此，受訪 C 表示不會當下告知篩

檢對象結果，選擇在外展服務結束後再進行，透過保密建立服務對象的信任。 

「有時候我會走進去他們的 party，那個藥物 party 裡面，然後默默幫他們做

篩檢，但不會當下告知…… 因為如果我今天，在這社群裡面，如果我告訴別人

的話，這些邊緣的社群裡面，就再也不用做了……」(受訪 C) 

六、為維繫服務不惜代價 

部分服務對象的維繫相當困難，但又有極高的服務需求，如藥癮愛滋感染

者可能兼顧有醫療、疾病適應、福利補助等綜合性需求。受訪 G 為了維繫服

務，寧願在不斷被個案欺騙下持續維持關係，以提供相關介入與諮詢。面對這

樣的困境，對於持續遭到服務對象的欺騙，受訪 G 認為講清楚問題，告知感

受，給彼此一個交代是需要的，不怕需要講很多次。 

「我就會講，然後我就會說，我告訴你為什麼，為什麼我這次還是拿錢給你，

可是，我不舒服，然後我覺得你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我會講清楚……我只是覺

得這件事情，我一定要再一次跟你講清楚，我不知道我講了三百遍之後，你會

不會有改變」(受訪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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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小結 

本節依據資料分析呈現愛滋助人者因應實務挑戰的考量，以下表 4-3 呈

現。 

表 4-3：愛滋助人者因應實務挑戰的考量 

綜融觀點 考量類型 考量細項 

微視層面的

考量 

一、協助服務對象決定 1. 服務對象的自我決定 

2. 基於專業評估的決定 

二、充權服務對象 

三、接觸者篩檢以不曝光感染身分為前提 

綜融觀點 考量類型 考量細項 

中介層面的

考量 

一、團體培力服務對象成為助人者 

二、愛滋感染者的次文化 1. 考量服務對象的文化脈絡 

2. 看見行為背後的文化及次文化 

3. 理解服務對象的成長脈絡和背景 

三、藥癮愛滋感染者的工作

原則 

1. 藥癮減害觀點 

2. 不再是犯罪者 

3. 優先考量健康福祉 

4. 理解服務對象的經驗脈絡 

5. 同理服務對象 

綜融觀點 考量類型 考量細項 

鉅視層面的

考量 

一、人皆應被平等對待 

二、愛滋社群的同儕壓力 

三、感染者長照資源的需求 1. 公部門提供現金補助但未保障感

染者的長照權益 

2. 安置就養需要考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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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去標籤化的服務 1. 參加者擔心被機構標籤 

2. 機構容易把服務對象當作弱勢 

3. 服務者的偏見帶來服務阻礙 

綜融觀點 考量類型 考量細項 

法律政策的

考量 

一、公部門以現金給付卸責處理政策法規與福利不足的問題 

二、服務對象的需求優先於

合法與否 

1. 服務對象最佳利益優先 

2. 服務對象最佳利益優先 

3. 未立案的機構服務是避免服務中

斷 

4. 未立案的機構服務是以滿足服務

對象的長照需求 

三、愛滋條例 12 條 1. 感染控制應在每個環節落實而非

歸責於感染者 

2. 病情告知是基於善良互助且保護

醫療人員的安全 

3. 病史告知能周延醫療評估 

四、愛滋條例 21 條 1. 服務提供是源自於法律造成的不

正義 

2. 故意傳染造成感染仍應負責 

3. 人人皆應自我保護與承擔風險 

4. 藥物已能控制病毒量且實質避免

傳染 

5. 伴侶告知病況充滿挑戰且差異大 

6. 法條與人性親密感的追求相反 

五、藥癮愛滋感染者的報警 1. 結果是否實質幫助 

2. 報警的後續效應無法掌握 

綜融觀點 考量類型 考量細項 

服務關係的

考量 

一、服務關係運作 1. 要和服務對象站在一起 

2. 如同朋友的服務關係能幫助適應

與支持 

3. 界線管理考驗助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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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下班後聯繫是給予社會支持 

二、通報破壞關係 1. 犯罪通報 

2. 疑似精神病人強制送醫 

3. 進行親密暴力通報 

三、服務過程中的性邀約 1. 發展雙重/多重關係的警覺 

2. 減少不必要的工作困擾 

四、避免傷害 

五、保密 

六、為維繫服務不惜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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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 

本小節研究結果為「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本小節將運用綜融實務觀點

進行分析，並以表格做結。 

壹、在「微視層面」的建議 

一、一般實務建議 

(一) 具備文化敏感能力 

受訪者 A 建議，面對多元性別或是服務對象為感染者，他們的心理和文化

都不一樣，服務技巧上需細膩注意。在多元性別與感染者文化中，又有次文

化，如藥癮感染者等，建議愛滋助人者要有敏感度，如疾病汙名帶來的影響及

心理敏感等。 

「多元性別，或者是愛滋，我覺得仍然會有一些細膩的技巧需要注意，譬如

說，多元性別像跨性別，他的一個心理狀況，就完全，你知道，那個文化性就

不太一樣，我指的意思是說，像，假設我們服務一般異性戀，因為異性戀他們

沒有經歷過那種從小到大被霸凌，或者是社會根本就看不見你性身分的存在的

這個情況，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細膩的技巧要注意……他還是裡面有些次文化

要注意，學習的地方……他牽扯到比較敏感的文化，社群，所以不管，我指的

是第一個是說，不管是這個疾病的汙名，第二個是在於多元性別他們心裡敏

感，我覺得都是含括在內」(受訪者 A) 

(二) 覺察專業助人價值 

受訪者 F 認為，覺察個人態度和價值是否能服務感染者是重要的。由於有

些工作者因為信服法律以及個人價值限制，產生在工作中的不適應，F 建議若

無法適應可以嘗試轉換跑道。 

「比如說，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些價值觀的……其實他搞不好去做其他的工作，

他去做室內設計他做得很開心很好，他不要做這個就好了嘛，他不要為難自己

也不要為難別人 ……我以前剛在 000(機構名稱)做個案工作的時候，我就有個

心得，我覺得個案工作是一面照妖鏡，對，那，照的妖是工作者不是當事人，

對，那，所以如果你越來越發現，鏡子裡面的妖越來越四不像了的話，你要不

要考慮是不是要離職……因為表示你自己應該有也挺痛苦的，這個工作可能你

也不開心，你也沒什麼成就感……因為可能它們信服法律，有可能他們剛好符

合自己的價值觀，他們本來就認為該這麼做」(受訪者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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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實務挑戰的建議 

(一) 學習因應處理關係的技巧 

透過助人技巧學習，可以協助因應實務中的兩難情境。受訪 A 認為倫理是

處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認為自己仍在學習一些技巧來處理及因應。 

「因為所謂的倫理是處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我仍然在去學習一些技

巧，不管是怎麼去面對，處理這些感染者的關係，藥愛朋友的關係，或者是非

感染者」(受訪者 A) 

(二) 若有疑慮要去釐清與多方詢問 

面對實務中的兩難，不舒服就去問去釐清，真誠地慢慢處理。受訪 G 認

為，兩難是一直在變動的，所以碰得越多儘管可能知道或不知道理由，但慢慢

會知道怎麼處理。G 也表示讓自己覺得不舒服就和服務對象詢問，把問題弄清

楚，慢慢處理的過程，是助人工作中真誠的表現。 

「我覺得那個兩難其實是，一直在變的，就是你想得越多，碰到越多，你開始

慢慢知道，你也可能知道理由，也可能不知道理由，但是你慢慢地就會知道怎

麼處理……我覺得不舒服，我覺得有疑問，我就是會問……我就是想弄清楚，

對，那我相信，就是這些都是慢慢整理的，我相信這些東西，其實都是真誠的

表現，我覺得真誠是很重要的事情」(受訪者 G) 

(三) 彈性的思考回應空間 

面對實務中的兩難衝突，不要急著回應，給自己彈性緩衝去思考因應。受

訪 G 認為，不要當下做決定，可以在情境中的邏輯去思考解決角色方法還有事

件影響情形，不急著做決定，甚至可以告訴服務對象 2 天後在告訴你。 

「我如果不要現在做決定，我就可以再回到我原本那個邏輯裏頭去，我可能

會，再看一下，什麼是好的，是，再看一下，這件事影響有多大，如果他可以

等一下不處理，我會選擇不處理，就是想說讓我想想，呵呵，對，或著是說，

嗯，我過兩天再告訴你，之類的」(受訪者 G) 

(四) 服務過程周延思考並與同儕討論 

愛滋助人者的困境在於，對兩難事件的發展少有考量，以至於不曉得如何

因應，受訪者 G 建議，對實務兩難事件更周延的思考是需要的，如借錢給個案

要想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若不借則要做哪些事情。受訪者 G 認為，同儕間要

彼此協助，如可共同與服務對象會談與討論兩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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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都是因為他們沒有想過會怎麼樣，沒有，不知道會怎麼樣，以致於他

們不曉得該怎麼辦，那我就會告訴他們說，那你可能要注意喔，你如果真的借

錢給他，會發生什麼事情，如果你打算借給他，你要多做什麼事情……他可能

回過頭來再跟我說說，可是跟他討論以後發生一些什麼事情，然後怎麼樣怎麼

辦，我就會，可能我聽完以後，我覺得他也許不太會處理，我就會跟他講說，

你要不要把他約來，我們一起談一下」(受訪者 G) 

(五) 回到助人者的感受「舒不舒服」 

對於助人實務倫理中因應決策，受訪 G 建議回到助人者的感受，也就是舒

不舒服，可作為一個決策指標。 

「我們同事會來找我，然後跟我講說，他想這樣幫個案，好不好，我就說，你

為什麼會問我這個問題，我就說，你一定是因為你覺得某種倫理把你綁住了對

不對，可是這個倫理讓你不舒服，你如果要問我，我就會說，你舒服最重要」

(受訪者 G) 

貳、在「鉅視層面」的建議 

一、機構建議：了解機構價值對愛滋助人工作者的影響 

機構價值對愛滋助人工作會產生影響及干預。受訪者F表示，若當機構不

支持愛滋助人者、無法協助、或不理解助人者的評估，其實也影響愛滋助人實

務工作，甚至造成助人者無法協助感染者。 

「我猜有一些人，可能跟機構有關係，我猜拉，但是不是這個機構真的在他們

機構章程裡面寫說，我無法協助感染者，或者是我的意思是說，那麼明白的應

該很少見，而且是說，在這個機構的實際工作層次，當產生一些困難障礙的時

候，你做一個工作者當你的服務對象有愛滋，或合併有愛滋的時候你在這個機

構內的工作不容易獲得支持或幫忙或理解……」(受訪者F) 

二、教育建議：培育服務感染者知能 

學校應讓社工系學生對愛滋病清楚認識，使其具有服務感染者的能力，尤

其在較困難的性議題、蓄意傳染部分做教學。受訪者B建議，學校應提供對應

訓練，如信任關係建立方式、培養敏感度等，讓學生對愛滋病清楚認識，使畢

業生具備協助感染者的能力。 

「可能在前端在學校多一些訓練……就是友善一點……起碼要求他們出去要知

道愛滋病是啥，真的可能可以幫助這些感染者可能對他們有些幫助，或是社工

協助他們更容易一些，像我們剛討論很多性的部分，那妳覺得我要怎麼跟他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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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條的時候，如果在一些信任關係很不明確的情況下他一定不會講」(受訪者B) 

三、法律政策的建議 

(一) 給予平等權利：同性婚姻 

社會環境的友善與平等，才能全面提升感染者的福祉。受訪 G 坦言，在工

作中夠幫忙的其實很少，社會大環境仍需改變，認為從事愛滋防治的人都贊成

同志婚姻，認為愛滋疫情是因為過去社會，未給予感染者平等對待所導致的結

果。 

「我的意思是說，我好像也不能去，真的改變什麼，所以我才會覺得，現在我

會回頭去看，很大一個問題是，那個社會最基本的問題……這個大環境，所以 

有沒有辦法從一些地方去改變那個原本的東西，所以我現在出去演講，會講說 

為什麼全國在做愛滋防治的人，都贊成同性婚姻，告訴他們那個邏輯是什麼，

我告訴他說，現在看到的問題，都是當時的因，現在的果，我覺得我們現在要

處理的是因，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受訪者 G) 

(二) 蓄意傳染條文修正或廢止 

受訪 E 認為愛滋條例蓄意傳染需要修法，法規源自早期花柳病而來，入罪

化讓感染者對性行為不坦白，不願意揭露感染實情，過時法條也無法適用現在

的醫藥發展。對於故意為之的蓄意傳染，受訪 E 支持以自訴方式提告。受訪 E

另也表示，蓄意傳染條文容易被運用在親密關係中的報復。對於不戴套性行

為，受訪 E 認為每個人應該要負有責任，而感染者在定期服藥下是不會傳染他

人的。 

「蓄意傳染來講……他需要修法，因為他早期從花柳病而來，那它本身其實實

質上對於防治並沒有所謂……蓄意部分會有一種入罪化，比如說，好像我今天

發生任何關係我都是要入罪，那人部分它就變成不敢坦白……我贊成有罪刑，

但是我贊成的罪刑我自訴……還有一件事情，它變成告對方的道具，比如說，

我知道你是感染者你要離開我，我就拿來告你，你不准離開我……這樣的報復

方式很多，關於無套我覺得對自己的事情責任化，我不要帶給別人危害，我有

定期服藥追蹤，就不會帶給別人」(受訪者 E) 

受訪 D 指出蓄意傳染亦處罰未遂，此部分應該要取消，或是考量目前藥物

治療情形納入審理條件。D 也表示入罪化帶來拒絕篩檢的問題，讓有感染疑慮

這拒絕篩檢，以免確診後的蓄意傳染處罰。 

「他裡面還有一個未遂犯的部分，我覺得那個部分應該要拿掉，如果不拿掉的

話，是不是要把吃藥穩定這件事情，也納入他的條件裡，是不是更容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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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篩檢的意願，如果，因為他說明知自己是感染者，那我就不要讓自已知

道是感染者就好了，我就不要確診阿…… 所以，其實他這樣在感染控制的部分 

是背道而馳的」(受訪者 D) 

(三) 處罰條例造成拒絕篩檢，也可能帶來標籤。 

受訪 B 認為，刪除蓄意傳染罰則有助於讓感染者面對疾病，可以避免擔心

確診而不願意篩檢的情形，或是讓有感染疑慮者願意面對風險。B 認為蓄意傳

染部分由檢察官提起公訴，再加上防治宣導過程標籤一夜情、性交易等，都是

政府減分的做法。 

「希望 21條的刪除，這部分對於感染者出來面對疾病比較有幫助，不然你永遠

罰的是那些願意出來面對就醫的人，那也可能讓一些疑似有風險的人，不敢出

來面對自己的風險或疾病，去除這些汙名標籤，跟民間一起合作，我有聽說這

21 條有時候是政府部門自己提出來的……他就是公訴不能撤，或者是說你今天

政府在做宣導很標籤化，你就是說不要一夜情阿，不要從事性交易，我們一直

在跟大家說全部的人都有機會被感染，但是結果你一直標籤說什麼人就是要做

檢查，那你不是在扯後腿嗎? 你在做這些防治說一套做一套，就是大家都有感

染疑慮」(受訪者 B) 

(四) 正視醫療藥物的進展，妥適調整處罰比例 

受訪 A 認為當今醫學研究已承認 U=U 結果(病毒檢測不到=無傳染力)，而蓄

意傳染法規過去為無藥物無法治療的年代，與現今醫療現況大不同。雖然愛滋

感染已不致重傷害或致人與死，然而在司法系統中仍認為是偏差需要被苛責。

另外，由於社會環境的不友善，有心者運用蓄意傳染法條處理情感糾紛，這不

是理想的方式。 

「蓄意傳染喔，因為現在都已經是 U=U 了，蓄意傳染的條例是起源於早期愛滋

沒有藥物可以治療的時代背景，那，現在背景已經不一樣了就是，已經有包括

阿姆斯特丹的最新的會議也是有講 U=U，對阿他已經不是是一個重傷害，致人

於死的疾病了……我覺得司法體系，仍然是認為它是一個，他是一個偏差的行

為，是一個不對的行為，所以必須要法律來制裁他……覺得一個大環境有沒有

友善，他其實跟法律與政策是有關係的，那所以如果這個愛滋沒有除罪化，哀 

就是會，這個糾紛還是一直會在……包括我之前一直，所認為的公平正義，我

都是會認為走法律途徑來解決，這是我之前的想法……可是我後來發現就是，

其實我覺得人跟人的關係走入，為了自認為的公平正義，走入司法體系，現在

越來越覺得，他不是一個很理想的做法」(受訪者 A) 

受訪者 C 認為蓄意傳染法條有處罰比例的問題，幾乎等於重罪，罪責過

重，是不平等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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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個案的立場上，因為我認為其實這不需要被關到五年以上十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這完全是一個非常不平等的條約，而且有點過重了，對，那是一個 

重罪才有五年以上十年以下」(受訪者 C) 

四、社會福利的建議 

(一) 感染者安置就養的保障 

受訪 B 認為政府應該要落實感染者實質的安置就養權益。目前社會局因種

種考量未對機構拒收裁罰，且安置機構中的感染者，實際服務品質未受到把關

與確保。為現階段只求送入合法照顧機構，未評估實質照顧情形是不夠的。 

「回到剛剛安置的議題，我覺得真的就是，要去落實，就是現在社會局他是比

較被動的單位，我可以理解，因為她們是必須要求安置機構安置個案，所以他

當然沒有辦法強制說，你今天拒絕我收這個個案我就處罰你，他沒有辦法，雖

然說疾管署你願意衛生局你願意，但你也沒有去做，其實社會局他也不敢說，

你今天拒絕我我就把這個案子交給其他部門去罰你，那你到時候也不收我其他

個案 那或者是說，我這個個案真的進去，他的照顧品質是否和其他人一樣，我

覺得這是非常需要關注的，因為確實我這幾年轉出去個案照顧狀況沒有想像中

的好 那如果一直停留在把人塞進去，然後就算成功的個案，我覺得還不夠」

(受訪者 B) 

(二) 實質保障以抵抗歧視 

受訪 B 認為各式實質歧視，尤其是就業、死亡喪葬等仍需要保障。 

「很常見的就業，死亡喪葬，就各式各樣你可以想像的到的一些歧視的部分你

要怎麼保障他們，我覺得滿重要的」(受訪者 B) 

五、醫療照護的建議 

(一) 努力克服醫病關係不對等的鴻溝 

受訪F認為，目前醫療人員認為感染者應主動告知病史，也認為感染者必因

此獲得醫療，此為終極完美狀況，忽略實質上仍有不良醫師拒診情形，且感染

者也無從評斷醫師是否友善。對於這樣的命題，F認為是醫療傲慢。 

「比如說像感染者的就醫問題，現在很多的醫療人員他們所持的立場跟態度就

是，恩，我是一個受過七年醫學教育的醫生這樣子，所以，你來看我，你要主

動告訴我那我會給你醫療，這個是應該的，就這麼做，我已經是一個好醫生

了 …… 對我來說，他這樣的說法也對，也不對，也對的意思是說，他講的是

一種終極理想狀態，那，也不對的意思是，台灣的醫療從不在終極理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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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你不可能期待任何一個病人不管這個人是不是一個感染者，你不可能期待

任何一個病人自發的能夠偵測這是一個好醫生，那是一個壞醫生，所以對你就

什麼都講，對她我就盡量能不講就不講……其實你要我說的話呢，他其實就是

一種醫療傲慢，對」(受訪者F) 

(二) 雲端藥歷曝光病史造成拒診 

受訪 A 表示，健保雲端藥歷，讓感染者病史曝光，感染者會被拒診。牙醫

診所以消毒設不完善為由拒診，造成感染者無法平等獲得醫療資源的民生問

題。 

「整個的環境還沒有這麼的友善的情況之下，我覺得那個雲端藥歷，會有很大

的困擾……你會被拒診阿……確實我們牙醫，我們牙醫診所的消毒設備就是不

夠嘛，他就說他也沒有講錯，所以就是我覺得難以處理的層次，但是又影響我

們感染者的民生問題」(受訪者 A) 

(三) 增加醫院個管，保密就醫隱私，開社區門診 

受訪 C 建議醫院增加個管師人數，降低工作負荷，另建議保障就醫過程中

的隱私。對於就醫資源可近性，建議可開社區門診。 

「我覺得醫院的個管師人數需要增加……他們一個人負荷太多，個管師根本負

荷不來，對，然後，另外一個是醫院的隱私要保留好，對，還有環境舒適度要

能夠再去教育，那這邊我們現在有在做門診，那現在醫院其實有這想法在做社

區門診」(受訪者 C) 

六、公共衛生的建議 

(一) 周延防疫篩檢相關配套 

對於防疫篩檢，受訪 D 認為需要要有全面配套，兼顧情感面、性慾層面，

篩檢前後的諮詢一定要加入，並表示過去曾有確診個案直接跳樓。 

「那現在又在推，大家都要做篩檢，你篩檢出感染了，那他的情感面的部份性

慾的部分，還是面臨到這樣的問題啊，他有配套措施嗎，沒有阿，他是一個很

強硬的……但是後續的配套，例如說篩檢前的諮詢，篩檢後的諮詢，這個是一

定要加入近來，不能便宜行事，前面不做後面不做，我曾經在某醫院，裡面就

跟我講說有一個人被告知確診就直接跳樓自殺」(受訪者 D) 

(二) 去除汙名更勝於擴大篩檢 

面對政府防疫擴大篩檢，受訪 C 認為要把汙名化消除，因為汙名影響篩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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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機，表示有健康的態度面對病情是重要的。 

「他們現在是做擴大篩檢，對，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要把這汙名化給他

消除掉，嗯，呃，汙名這件事情會影響你是否出來篩檢的動機，對，還有他們

能夠更健康面對自己病情很重要，對阿，所以我覺得汙名化這東西，還是要去

做」(受訪者 C) 

(三) 公衛追蹤角色需轉型 

受訪 A 指出，過去因無有效藥物且死亡率高，公衛追蹤工作具有維持社會

秩序與疫情控制功能。現在由於醫療普及及藥物有效，感染者和醫院、社區助

人者關係更緊密了，公衛追蹤的角色需要調整。 

「我覺得它也是被建立在那個時代，就是早期那個時代背景在那個，沒有辦法

治療，然後很快就會死掉的那個年代，那個公衛追蹤比較會是建立在那個時代

氛圍……那公衛的追蹤，他也是，其實我會覺得可能會比較多在於，維持社會

的穩定，維持社會秩序，這樣的功能比較強……現在感染者比較多建立，就是

跟專業工作者建立比較深層的關係，會是醫院端而不是公衛端，對，那公衛

端，也會知道我要追蹤這個個案困難，那所以如果比較穩定的我就是去查他健

保的資料，然後固定做收集…… 對，到最後就是這樣的情況，因為個案為什麼

要跟公衛互動，我跟你又沒有關係」(受訪者 A) 

(四) 公衛護士減少流動，增加對性別的訓練 

受訪 C 提及公衛護士若能久任，對感染者社群必能有更好的理解，且能讓

個案信任。另也建議職業訓練中增加性別訓練，避免在工作過程中傷害服務對

象。 

「這群人好不容易才有了性別意識，才有了這個社群的一些意識，才有了這個

用藥族群文化的理解後，是很開始了解可以貼近個案的時候，他們就被換掉了 

所以我覺得公衛端整個從結構上面就出了問題，然後到現在是個案之間的關係

也出了問題……我覺得，個案管理的上面，然後，應該任期可以再長一點

啦……不然就是要先，要有一些性別的訓練，他們才能來來做這些公衛端的一

些內容，對不然的話，我覺得……不斷的的傷害傷害再傷害，對啊……(受訪者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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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本小節依據研究資料分析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以下以表 4-4 呈現之。 

表 4-4：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 

綜融觀點 類別 實務建議 

在「微視層

面」的實務

建議 

一般性實務建議 1. 具備文化敏感能力 

2. 覺察專業助人價值 

對兩難情境之建議 1. 學習因應處理關係的技巧 

2. 若有疑慮要去釐清與多方詢問 

3. 彈性的思考回應空間 

4. 服務過程周延思考並與同儕討論 

5. 回到助人者的感受「舒不舒服」 

綜融觀點 類別 實務建議 

在「鉅視層

面」的實務

建議 

機構建議 了解機構價值對愛滋助人工作者的影響 

教育建議 培育服務感染者知能 

法律政策的建議 1. 給予平等權利：同性婚姻 

2. 蓄意傳染條文修正或廢止 

3. 處罰條例造成拒絕篩檢，也可能帶

來標籤。 

4. 正視醫療藥物的進展，妥適調整處

罰比例 

社會福利的建議 1. 感染者安置就養的保障 

2. 實質保障以抵抗歧視 

醫療照護的建議 

 

1. 努力克服醫病關係不對等的鴻溝 

2. 雲端藥歷曝光病史造成拒診 

3. 增加醫院個管，保密就醫隱私，開

社區門診 

公共衛生的建議 

 

1. 周延防疫篩檢相關配套 

2. 去除汙名更勝於擴大篩檢 

3. 公衛追蹤角色需轉型 

4. 公衛護士減少流動，增加對性別的

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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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與討論 

本節進行研究結論與討論。依序為「促使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原因」、「愛滋

助人工作的實務挑戰」、「愛滋助人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因應愛滋實務挑戰

的考量」、「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 

壹、促使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原因 

對外行人來說，從事愛滋助人工作充滿神秘面紗，也不是主流的助人領

域。又愛滋助人工作的獨特性與實務挑戰重重，投入者必有過人特別處。本論

文結論以下三點作為愛滋助人工作的「開門鑰匙」。 

一、「感染經驗」帶來對愛滋社群的關注和投入。 

無論是從受助者成為助人者，或是因為周遭生活經驗而成為助人者，在助

人領域是常見的。然而愛滋助人工作中有許多「和個案站在一起的時刻」故對

「深度同理」有較高的要求，又因 HIV 感染的適應經驗特殊，生活適應也就是

感染者的真實生活，具有「感染經驗」的助人者和服務對象建立工作關係有優

勢且較能「感同身受」、覺察服務對象的感受。具有這樣經驗與優勢的愛滋助人

者，是愛滋助人實務中的關鍵，也讓這些助人者更願意為愛滋社群關注與投

入。 

二、對受迫或不平等的覺察，在愛滋助人工作中游刃有餘。 

綜融實務價值認同倡議人權、追求社會與經濟正義。助人者若能覺察社會

生活中的不平等與受迫，對於協助服務對象抵抗壓迫與不平等是有利的。而感

染者最常需協處的，是社會生活中的壓迫與不平等帶來的權益與生活適應問

題，具有覺察力的愛滋助人者在助人工作中更能游刃有餘。 

三、多元經驗與專業培育，在愛滋助人工作中勝任。 

在所有的受訪者中，專業養成的培育是最共通的。無論是職前或是在職，

受訪者共同都經歷著「學習與再學習」的經驗，培育的內容和科目包羅外向，

共同的有性別意識、多元平權、藥酒癮知能、性行為與衛生教育等等，再隨著

各個受訪者的專業背景與多元就業經驗，產生實務工作上的分別強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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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愛滋助人工作的實務挑戰 

本論文探討相關文獻，愛滋助人工作的實務挑戰可分為社會層面與服務提

供者層面，社會層面聚焦在克服社會汙名與弱勢處境上，服務提供者層面則有

醫護人員、長照與居家照顧人員等類別上的服務挑戰，較少針對愛滋助人工作

經驗的實務挑戰整理與釐清。愛滋助人相關的研究中，張菁芬(1997)曾對愛滋

助人者服務現況與壓力進行研究，而吳孟姿(2014)的工作者自我敘說在實務挑

戰稍有點綴。綜上所述，現有相關文獻對於愛滋助人者工作的實務挑戰較少著

墨。 

本論文聚焦了解愛滋助人工作的實務挑戰，確可彌補當前研究的空缺。有

鑑於研究結果已列表呈現於表 4-1，本論文於此結論與討論有以下三點。 

一、微視層面的愛滋助人實務挑戰，分為服務對象、服務過程與資源轉介等類

型。 

由於疾病汙名與感染者之間的關係難以被簡單釐清與形成改善策略，當整

體社會環境的歧視與偏見仍在，感染者因壓迫產生無論是個人生心理與社會適

應的不適應綜合產生了微視層面中的愛滋助人挑戰。這樣的背景影響，具體的

呈現在感染者的內在與行為以及資源轉介等挑戰項目之中。此外，服務過程中

的各項挑戰也實在的考驗助人者的專業能力與界限管理。 

二、中介層面的愛滋助人實務挑戰，分為團體介入、志願服務、感染身分在社

區曝光等挑戰。 

在中介層面為主的介入挑戰中，團體介入的挑戰呈現了愛滋助人工作者的

介入實施方法的多樣化，而在志願服務挑戰項目上考驗著助人者組織團隊與協

調衝突的能力。在感染身分在社區曝光的挑戰項目上，具體呈現感染者服務的

特殊性也印證了疾病汙名無所不在。 

三、鉅視層面的愛滋助人實務挑戰，分為機構挑戰、倡議工作挑戰、法律規範

不足、資源不足等挑戰。 

鉅視層面的實務挑戰中，不難發現社會環境與各項社會系統的缺乏與困

境，皆提示了運用綜融實務觀點所著重的以鉅視層面進行服務對象介入的必

要。許多愛滋助人者提及的鉅視層面實務挑戰，也顯示了當前愛滋助人工作對

服務對象處在的鉅視層面困境持續關懷與投入，筆者認為應給予極高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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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愛滋助人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 

文獻探討中，相近的文獻有張菁芬(1997)提出愛滋助人者因應工作壓力的方

法，吳孟姿(2014)著重在工作者在敘說研究中的反思，而黃嘉玲(1999)聚焦在醫

院社工的價值與反應。綜上所述，現有文獻未有聚焦於愛滋助人實務挑戰的因

應策略， 

本論文整理有愛滋助人實務挑戰的因應策略，呈現於表 4-2。本論文於此結

論與討論有以下三點。 

一、面對微視層面的實務挑戰，愛滋助人者有完善的因應策略。 

助人者面臨服務對象的內在挑戰時，多能有完整的因應做法，對於服務對

象的行為中的物質濫用挑戰，筆者認為其精髓在於多層面的當下考量，每個策

略都有其優勢故無先後順序，可做為愛滋助人者社群的參考。因應助人者的內

在以及行為挑戰，助人者呈現了對人類行為的複雜及多面向的了解，因應策略

多元與豐富。在服務過程中的慫恿使用毒品挑戰，筆者認為由於毒品使用違

法，助人者皆能有妥善的因應方式與價值觀，能在實務挑戰中通過倫理考驗。

而在殯葬的部分，筆者認為助人者的因應策略，是依據中華文化傳統中死者為

大的價值，故積極促進往者的尊嚴。 

二、面對中介層面的實務挑戰，愛滋助人者聚焦於服務對象的需求。 

中介層次的挑戰不亞於微視層次，而助人者能確實聚焦服務對象的服務需

求，具體呈現在團體、志願服務、身分曝光等挑戰項目上。在團體挑戰的因應

上，助人者面對感染者特性能做適當的介入與調整。志願服務挑戰項目中，由

於多數志願者亦具有「感染者與服務對象」等雙重身分，筆者認為在其管理考

量會有服務關係與界限管理。此外，與其他領域相比，愛滋助人機構可能因志

願者招募不易及服務保密考量，志願者服務情形受限。在社區中身分曝光的挑

戰上，助人者皆能回應服務對象的需求，而筆者認為隨著個人行動裝置與應用

的發展，網路社群亦可能與現實生活重疊，亦有身分曝光的可能性。 

三、面對鉅視層面的實務挑戰，愛滋助人者的因應策略具有綜融實務觀。 

綜融實務對於強調在鉅視層面的工作，包含助人者所處的機構、組織，以

及服務對象所處的社會環境。研究也發現，愛滋助人者的確面臨如行政工作、

機構價值、機構同儕支持等機構挑戰，助人者及其機構可能也身處社會結構帶

來的壓迫，因此向機構倡議與發聲是需要的。筆者認為，長期壓迫隨著脈絡變

遷，可能結果是把壓迫與歧視合理化，建議助人者在因應策略中可持續落實綜

融實務觀點以突破結構性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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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因應愛滋實務挑戰的考量 

綜合文獻探討，相關文獻有黃嘉玲(1999)對醫院社工服務感染者的價值觀

與反應研究以及江巧玲(2007)對愛滋助人者的助人熱情之測量。儘管當前文獻

對於實務挑戰中愛滋助人者的考量未有聚焦，本論文仍嘗試將相關文獻看法併

陳於研究結論與討論中。 

本論文整理因應愛滋實務挑戰的考量，呈現於表 4-3。本論文於此結論與

討論有以下五點。 

一、微視層面的因應考量有充權服務對象、協助服務對象決定與接觸者篩檢以

不曝光感染身分為前提。 

在微視層面的因應考量，本論文發現，助人者能將充權觀點納入實務考

量。在與文獻回應上，本論文發現考量充權服務對象與綜融實務價值相似，也

間接支持莊登閔(2011)研究指出感染者的權能行動參與偏低需協助。本論文的

充權觀點也與徐森杰(2016)呈現愛滋感染者充權組織工作相似。在助人者會考

量協助服務對象決定的部分，在文獻回應上於吳孟姿(2014)在自我敘說研究呈

現的案例情境相似。接觸者篩檢以不曝光感染身分為前提部分，愛滋助人者傾

向保密感染者身分，然而葉琬萍(2010)認為醫療人員避免第三者被傳染有違反保

密的義務，王志嘉(2015)則認為有保密預警義務且需要良好的醫病溝通。 

二、中介層面的因應考量有團體培力服務對象成為助人者、感染者次文化、藥

癮工作原則。 

在中介層面的因應考量，本論文發現，助人者考量團體培力服務對象成為

助人者，這在過去文獻中尚未有發現。而在考量感染者次文化上，與王增勇譯

(1992)提到愛滋工作挑戰助人者的視野有所呼應。藥癮工作原則部分，雖然吳

孟姿(2014)未具體探討藥癮工作原則，但其敘說中有提到與藥癮者互動之經

驗。綜上所述，本論文在中介系統的因應考量上，有具體且嶄新的發現。 

三、鉅視層面的因應考量有平等對待、社群同儕壓力、長照資源需求、去標籤

化服務。 

在鉅視層面的因應考量，本論文發現，助人者考量有平等對待，是源於對

感染者在生活與社會各層面受的歧視與不平等而來，研究也與聯合國愛滋病署

的聲明如出一轍 UNAIDS(2014)，也與多年前愛滋病出入台灣時學者吳秀禎

(1992)與沙依仁(1992)等就社工服務感染者的需求與必要性作為社會正義相關

聯。而在社群同儕壓力的部分，過往的文獻少有提及，此為當前愛滋助人者呈

現的新議題。在長照資源需求上，研究發現安置被拒絕的情境如同吳孟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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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的研究敘說經驗，也相符合於愛滋侵權調查(台灣愛滋汙名與歧視調查，

2017)以及侯建州、溫信學與施睿誼 (2018)等的研究。最後，去標籤化服務的部

分，本研究發現服務可能有標籤效果故要致力推動服務去標籤化，而吳孟姿

(2014)研究則探討感染者獲得的疾病標籤帶來的影響，本研究具有嶄新的發

現。 

四、法律政策考量有福利不足、需求優先於合法與否、愛滋條例第 12 條與第

21 條規定、藥癮感染者的報警。 

在法律政策的因應考量，本論文發現有福利不足、需求優先於合法與否、

愛滋條例第 12 條與第 21 條規定、藥癮感染者的報警等問題。在福利不足部

分，侯建州、溫信學與施睿誼 (2018)等的研究有所提及，吳孟姿(2014)也在其

敘說論文指出愛滋服務與社會福利體系無法接軌。需求優先於合法與否、愛滋

條例第 12 條等部分，此部分為本論文嶄新的研究發現，尚未有相關文獻提及。

而愛滋條例 21 條為蓄意傳染條文，許多人權組織、法律學者、醫學學者、司法

單位對其有許多討論，仍待具體倡議促進。 

五、服務關係的考量有服務關係運作、通報破壞關係、服務過程中的性邀約、

避免傷害、保密、為維繫服務不惜代價。 

在服務關係的因應考量，本論文發現有服務關係運作、通報破壞關係、服

務過程中的性邀約、避免傷害、保密、為維繫服務不惜代價等。服務關係的考

量許多也存在於非愛滋助人工作領域當中，此處不一一贅述或進行文獻比較。

而在服務過程中的性邀約、為維繫服務不惜代價等兩考量則為本研究嶄新的發

現。 

  

 



111 
 

伍、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 

針對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建議，過去未有文獻進行了解，本論文整理愛助人

者的實務建議，呈現於表 4-4，本論文於此結論與討論有以下三點。 

一、在微視層面的實務建議，有一般性實務建議以及對兩難情境之建議。 

在微視層面的實務建議，本研究發現在一般性實務建議中，助人者須具備

文化敏感能力，能覺察專業助人價值。文化敏感能力在提供助人服務是重要

的，因為服務對象在心理與文化背景皆有差異，對於提供感染者服務而言，在

多元性別與感染者文化中的各次文化，如藥癮等，具有文化敏感能力是必要

的。筆者認為，文化敏感可以作為實務工作的指標，助人者透過指引，在直接

提供服務的微視層次中個別化的進行介入。由於感染者服務中無法忽視外在疾

病汙名帶來的結構性壓迫，文化敏感的過程裡需要覺察服務對象在受迫情境的

心理與認知。 

一般性實務建議也包含在覺察助人專業，而能在實務工作中覺察個人態度

與價值「是否」能服務感染者是重要的。由於助人工作中無可避免的與服務對

象產生共鳴、激盪，助人者需能對服務對象的特質、文化價值等能夠理解，最

重要的是在服務過程中能維持專業關係外，亦能維持合理的尊重和關懷。筆者

認為，感染者服務中特別強調覺察專業助人價值的原因在於，感染者服務中的

價值挑戰涵蓋多元性別、性行為價值、文化與風俗、性態度，而這些價值觀在

當今社會仍然是爭議且被主流文化排除的，廣泛社會影響可能限縮助人者的價

值觀，造成助人專業過程阻礙。因應這樣的困境，助人者應更警慎的多元理解

專業價值，在實務工作中落實專業倫理與個人覺察，更不可忽視外部督導與在

職訓練的重要性。 

在兩難情境的實務建議上，本研究發現有學習因應處理關係的技巧、若有

疑慮要去釐清與多方詢問、彈性的思考回應空間、服務過程周延思考並與同儕

討論、回到助人者的感受「舒不舒服」。筆者認為，助人者因應服務過程中的兩

難時，會高度思考情境中的各項因素做判斷，也認為「兩難」是關係衝突的形

式，考量兩難情境中的回應壓力，運用時間上的彈性與回應可進一步產生衝突

因應的空間。回到服務過程來思考，更周延的服務過程似乎具有預防的功能，

但仍建議與機構同僚或督導討論與詢問。考量愛滋助人工作中經常存在模糊地

帶，是否倫理兩難反而更難判斷，回到助人者本身的感受也許能提供基本的判

斷指引，儘管依賴助人者的經驗感受不是這麼科學，但也可能因為過往的經

驗，達到實證驗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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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鉅視層面的實務建議，有機構建議、教育建議、法律政策建議、社會福

利建議、醫療照護的建議、公共衛生的建議。 

在鉅視的實務建議上，本論文發現有機構、教育、法律政策、社會福利、

醫療照護、公共衛生等建議。在機構建議上，本研究發現，機構價值對助人者

有所影響，若不被支持或理解甚至無法提供適當服務。在教育建議上，本研究

發為現培育服務感染者知能。舉例而言，蓄意傳染等牽涉助人價值與倫理法規

的議題，需要提供職前準備，而實務技巧中信任關係建立、培養敏感度等等也

是需在職訓練。 

法律政策的建議上，本研究發現有給予婚姻平等權利。筆者認為，婚姻在

性別上限制是歧視，進一步產生資源分配議題，同性婚姻制度的促成，實質促

進平等，感染者的弱勢處境是各種壓迫與歧視造成，若能從婚姻制度一步步改

變，對促進感染者的社會功能應有很大的促進。對於蓄意傳染條文，本研究發

現應修正或廢止，也指出處罰將造成篩檢困境並帶來標籤，也建議參照治療與

藥物的發展 U=U(服藥病毒測不到=不傳染)，妥適刑罰比例。筆者認為法律是民

主決策的結果，建議助人者更積極地透過民意進行修法，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更

多的倡議、社會教育、社會運動等，且需要群眾集結，建議助人者可嘗試。 

在社會福利建議上，本研究發現應保障感染者的安置就養，落實實質保障

以抵抗歧視。筆者認為，在殘缺的制度保障下，服務的提供的確充滿挑戰，透

過制度性的保障，可以法律上的獲得資源上的承諾。然而更應該思考「執行」

層次的挑戰，也就是在執行與提供服務的人員是否亦能避免歧視並公平的提供

「服務」。愛滋助人者或相關機構，應積極的提供各項諮詢、教育、輔導等，無

論是透過教育訓練、法律規定、公部門協力等等做法，應針對「提供服務的過

程」進行更多的介入，以實質確保感染者使用社會福利的各項權益。 

在醫療照護的建議上，本研究發現努力克服醫病關係不對等的鴻溝、雲端

藥歷曝光病史造成拒診，筆者建議可提供社區門診並落實保密。筆者認為，醫療

傲慢與醫病關係議題，確需各層面的介入與處理，如透過醫學教育介入。面對醫

療人員對疾病的害怕與非理性，確難突破鴻溝，社會倡議中若能直接與醫療人員

的對話，如透過網路、媒體、實體場域的發聲或互動，應仍可被期待。面對雲端

藥歷的議題，筆者認為持續與健康公共部門溝通是重要的。因應拒診，除了由下

至上的倡議與溝通外，公部門上對下的管理與制度保障，才能全面性的處理拒診

的議題，甚至建議醫學生的教育過程中應積極包含文化敏感與醫療與人文等課程，

才能從人才培育中的認知層次，翻轉既有的價值。 

在公共衛生的建議上，本研究發現有要周延防疫篩檢的配套、去除汙名更

勝於擴大篩檢、公衛追蹤角色需要轉型、公衛護士應減少流動且增加性別訓練

等。在周延防疫配套與去汙名的部分，筆者認為愛滋病儘管可藥物控制，但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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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汙名及社會壓迫高度的加深疾病的絕望感與失能感，確診者往往承受極大的

打擊，這些打擊，是源自於社會功能角色受到社會壓迫帶來的缺損感，進而喚

起的不安和焦慮，如個案因確診，當瞭解到就業就醫就學等可能遭到歧視困

境，進而產生自我挫敗與悲觀，甚至自我掉入邊緣。因此，周延篩檢防疫的各

項配套措施是重要的，如在微視中介層次而言，篩檢前後的諮詢、隱私保密、

篩檢落實知情同意等等，在鉅視層面中，應設法消弭歧視與不公平的社會現

況，降低社會壓迫產生的社會功能角色缺損的可能，這些制度性的做法包含教

育、社政、警政、衛政等各種部門的協調，急需有志的愛滋助人者集結進行介

入改變。公衛追蹤轉型以及公衛護士的久任和性別訓練上，筆者認為公衛系統

的轉型困境在於國家政府仍期待公共衛生系統具有疾病監控角色，建議政府重

新架構愛滋公衛防治工作的角色，優先建立關懷與專業支持，因應角色轉型的

各項需求如教育訓練、人員進用、跨專業團隊建立等進行適當的規劃與實施。 

三、因應研究空缺，可增進對中介實務建議的發想。 

因應研究空缺，本研究建議可增加中介實務建議的發想。據研究過程筆者

理解到，中介層面的工作可能涵蓋家屬、團體、機構間等工作樣貌，對其實務

現況為本研究之空缺。筆者認為，感染者的家庭工作挑戰在於告知與接納，在

服務對象需求為優先時，愛滋助人者可能會先就微視層面提供相關服務。總

之，未來若有對於感染者相關的中介層面實務建議皆有助完善與提升愛滋助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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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論文與綜融實務觀點的呼應與啟發 

筆者將本論文與綜融實務觀點進行對話，故以呼應與啟發為題。以下分為

與本論文與綜融實務觀點的呼應、綜融實務的啟發。 

壹、與綜融實務觀點的呼應 

一、愛滋助人工作實踐充權與優勢工作觀 

愛滋助人者的專業價值考量，認為服務對象應有選擇權，認同服務對象有

能力。在服務對象有選擇權的情境中，然能夠看見助人者在「服務對象充權」

的實踐。筆者認為，愛滋助人工作能實踐充權價值。愛滋助人者也認同服務對

象有能力，面對服務對象經歷的挫折，愛滋助人者採取優勢工作觀投注服務對

象能力感。認同服務對象有能力，是將服務對象當作問題解決的專家，培育服

務對象有能力因應，是優勢觀點的內涵。 

二、愛滋助人工作實踐對人權與正義的追求 

愛滋助人者對於服務對象所處的不正義情境，如不正義的法律裁判，會給

予相關協助。筆者認為若法律是壓迫的，遵循更加深弱勢處境，在不鼓吹違法

的前提，助人者提供如法律諮詢等相關協助，實踐了對人權與正義的追求。因

應迫害人權的法律，需有志者運用各種倡議、社會運動、民意參與的方式來獲

得改善，筆者建議，愛滋助人者可著重在人權與正義的介入，更應連結群眾與

組織進行倡議與社會運動，且不可忽略民意參與的重要性。愛滋助人者「人皆

平等」的價值觀，呼應了綜融實務中對「人權與正義」的關懷。筆者認為，助

人者心中對正義的價值正是助人工作前進的驅力，無論是「正義感」、「打抱不

平」，都是愛滋助人者對弱勢的體察和關懷。 

三、愛滋助人工作實踐對人類多樣性的了解 

研究結果顯示愛滋助人者認同對服務對象脈絡理解的重要性。以綜融實務

觀點而言，脈絡理解能覺察偏見帶來的阻礙，實踐了對人類行為多樣性的了

解。脈絡包含過去現在與未來，也包含個人特異性與社會文化的交互影響。如

對於藥癮服務對象，助人者看見的是從小到大面對的社會不友善帶來的挫折與

負向經驗，也看到心理層面的寂寞空虛帶來的關係渴求，最後理解和藥物產生

連結脈絡。脈絡的理解是全面性的，必然包含對人類多樣性的了解。 

看見偏見帶來的阻礙，讓愛滋助人者從分配不正義的角度看見服務對象的

需求，甚至為工作挑戰帶來新觀點。筆者認為助人者看見偏見更能具體產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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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偏見的介入策略，如提供衛教與正確知識、價值澄清，因為偏見可能源自於

不認識與不了解。 

貳、綜融實務的啟發 

一、因應感染者在社會結構中的壓迫，綜融實務啟發鉅視介入觀點 

綜融實務認為介入工作是跨多元系統的，也強調在鉅視層面中的組織、社

群、社會結構進行介入。研究結果指出，感染者的弱勢情境是受到歧視而發展

的社會結構壓迫的結果，當問題不再是個人可以透過訓練、學習來解決，改變

整體環境顯得重要。 

筆者認為愛滋助人者在「鉅視層面」的困境來自於社會改變的緩慢且阻礙

重重，因此需要廣泛的專業能力如協調溝通、組織社會運動技術等。因此，助

人者應運用綜融實務分析評估服務對象的需求，除能具體呈現服務對象在微

視、中介、鉅視等層面的需求與介入策略外，更要反思如何聚焦在「鉅視」層

面介入。 

二、綜融實務追求人權與正義，可作為實務困境的指導方向。 

研究結論顯示，愛滋助人者為了保障服務對象的人權與正義，呈現服務需

求優先於是否合法的狀況。儘管助人者多被期待在「法律」範圍中提供專業服

務，然而助人工作有「對人關懷」的特質，面臨服務對象的需求以及合法性的

要求是相當難捨的。 

筆者認為綜融實務中對正義與人權的提倡與追求，可為愛滋助人者面臨挑

戰時提供指引。筆者建議，因應法律或資源限制恐在法律外提供服務時，助人

者應該覺察個人在服務系統中的角色，多方進行倫理考量外仍應思考「合法」

或是「無疑慮」的專業實施。對於法律外的服務，筆者建議應謹慎評估各項風

險，更應積極倡議社會改變或促進立法，具體突破限制。 

三、正視機構對助人工作的影響，啟發實務中對機構的介入與倡議。 

綜融實務認為機構對助人工作深具影響，然而實務中助人者甚少反思並有

作為。筆者認為，勞資聘用關係是核心考量，但仍建議運用綜融實務觀點進行

省思與覺察，無論是各種嘗試、論述、倡議等等，都可以直接或間接的讓機構

趨向正向發展。共重要的，無論是否為受雇者，社福界應對社會正義有一致的

共識，正面看待機構內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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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壹、研究限制 

一、受訪者工作與個人經驗的限制 

由於受訪者工作與個人經驗限制，研究結果多數為愛滋助人者提供同性戀

感染者服務的經驗。事實上，同性戀社群因長期的預防介入與衛教篩檢，已有

與愛滋助人者互動的基礎，更容易接受服務，本研究限制實屬必然。綜上，，

為避免本研究結果造成「愛滋助人實務與同性戀高度相關」的誤解，在此說

明。 

二、受訪者的地區性限制 

由於筆者與受訪者物理難以克服的距離，本研究受訪者多服務或居住於國

內大型都會區。儘管本研究透過滾雪球「立意選取」受訪者，研究資料皆能切

合研究問題並具有價值性，然而本研究仍承認在受訪者的地區分布上不均，在

此說明。 

貳、未來研究建議 

一、愛滋助人者的倡議研究 

本研究運用綜融實務觀點，研究發現在鉅視層面有豐富的愛滋助人工作經

驗，但本研究未聚焦於愛滋助人工作者的倡議情形，實為研究空缺。研究過程

了解到，許多愛滋助人者及其機構多有倡議工作經驗，亦有採用社會行銷或社

會傳播為主的機構正開展試辦。本研究據此建議可深入研究。 

二、愛滋助人工作的實務準則探索 

本研究為愛滋助人工作經驗進行初探，綜觀當前文獻，仍少有對愛滋助人

工作實務準則的研究。研究過程得知，愛滋助人者社群不斷集結與整合與專業

成長，本研究建議有關愛滋助人者可據此深入探索，應極具價值且能論述建立

專業責信。 

三、愛滋助人者者專業背景及工作經歷的相關研究 

本研究受訪者的工作經驗與背景相當多元，研究過程能體會到多元背景與

工作經驗產生的火花。由於目前缺乏相關研究，本研究建議可據此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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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件 1、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 

壹、基本資料 

一、受訪者的學經歷工作經驗與專業背景 

二、受訪者的工作內容、年資、管理者或非管理者 4 

貳、服務感染者過程中倫理兩難經驗 

一、請你分享個案工作中兩難經驗、處理方式。 

二、請你分享在資源連結中兩難經驗、處理方式。 

三、請您分享在個案管理工作中的兩難經驗、處理方式。 

四、請您分享在團體工作中的兩難經驗、處理方式。 

五、請您分享在社區與方案工作中的兩難經驗、處理方式。 

參、倫理兩難經驗的反思 

一、從助人者專業倫理的反思 

二、從法律與政策角度的反思 

三、從公部門角度的反思 

四、從醫療角度的反思 

五、從感染者社群角度的反思 

六、民間直接服務機構角度的反思 

七、民間間接服務機構角度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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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研究邀請與訪談同意書 

研究邀請與訪談同意書 

您好 

我是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論文題目為「愛滋助人工作

經驗之初探-綜融實務觀點」。我將透過訪談研究，了解愛滋助人者面臨的實務

挑戰、實務原則以及因應策略。 

感染者的多重需求以及受制社會烙印的社會排除情形，服務感染者備受挑

戰。助人工作者必須在專業工作倫理下提供服務，倫理兩難的情形也因此發

生。本研究訪談將透過基礎提問開展，形成有目的且有彈性的訪談。由於倫理

兩難的訪問過程，需要受訪者的回憶和思考，此前提又需要良好的訪談關係，

半結構訪談方式應為合適作法。 

本訪談研究將進行 2小時，為避免資訊蒐集的誤差，訪談過程將進行錄音以

轉換訪談文檔。所有收集的資料僅作為研究使用，考量服務感染者社區型機構

重視的隱私和保密，論文中將盡力避免被辨識及匿名處理。訪談過程中可以提

出任何質疑、或要求停止。若同意不參與研究，所蒐集到的訪談資訊將被刪除

不做使用。訪談的資料、受訪者資訊僅限於本研究論文使用，論文發表後亦將

寄送論文回饋受訪者。 

期待共建更美好的感染者福利服務。 

 

研究生  張智皓   

指導教授 王永慈  

--------------------------------------------------------------------- 

訪談同意書 

本人                    □同意  □不同意且退出訪談 

參與「愛滋助人工作經驗之初探-綜融實務觀點」研究訪談。 

□ 論文發表後，本人期待收到紙本論文。 

□ 論文發表後，本人期待收到電子論文(紙論文將不寄送) 

 



119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丁志音、涂醒哲（2004）。傳染病照護的選擇性歧視：醫師及牙醫師的愛滋病專

業倫理觀與照護意願。臺灣公共衛生雜誌， 23（1），頁 45-58。 

王永慈（2017）。家庭經濟安全與社會工作實務手冊。台北：巨流圖書。 

王志嘉（2015）。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病人的相關倫理與法律爭議。家庭醫學

與基層醫療， 30（12），頁 363-370。  

王彩鸝（2013，8/16）。當年的澎湖愛滋兒 已順利從高職畢業，聯合影音。 取

自 https://video.udn.com/news/543437 

王增勇譯. (1992). 每位社會工作者都將面對愛滋病的挑戰. 社區發展季刊， 

60， 159-161。 

台灣愛滋汙名與歧視調查 (2017)。協力單位＆資源轉介. 取自 

https://plhivtw.wixsite.com/plhivtw/cooperationandresources 

田秀蘭. (2010). 質性研究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概論. 取自 

http://web.ntnu.edu.tw/~lantien/old/qualitativeresearch.htm 

江巧鈴（2008）。愛滋專業助人者助人熱情之相關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台北市。 

何定照（2017，6/17）。回想國防大學逼退 阿立：鱷魚的眼淚，聯合晚報。取

自 https://udn.com/news/story/7321/2530184 

即時新聞中心綜合報導. (2018， 2018/06/20). 離譜！愛滋名單外洩 3 千筆個資

po 網任人載。蘋果日報。取自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80620/1376314/ 

吳秀禎. (1992)。愛滋病與社會工作。社區發展季刊，60，147-150。 

吳孟姿（2014）。一位愛滋社工之助人實踐與敘說反思(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高雄市。 

呂昶賢、張正學（2014）。2014 台灣感染者受侵權經驗調查，權通訊。取自 

http://praatw.org/fileopen1.asp?id=151&odb=pub 

李大鵬、鍾道詮 (2018)。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經營反思：以大台北同學會為

例。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4，頁 45-65。 

李佳雯. (2017)。愛滋治療新方向：未來長效型針劑之進展。愛之關懷季刊，

101，8-13。 

李明濱（2003）。愛滋病的倫理議題。愛滋病防治教學手冊。台北市：行政院衛

生署疾病管制局，頁 65-76。 

李威撰（2013）。同志=愛滋 反多元成家搞抹黑，台灣立報。 取自 

 



120 
 

https://tw.news.yahoo.com/%E5%90%8C%E5%BF%97-

%E6%84%9B%E6%BB%8B-

%E5%8F%8D%E5%A4%9A%E5%85%83%E6%88%90%E5%AE%B6%E6

%90%9E%E6%8A%B9%E9%BB%91-161103822.html 

李淑春（2015）。長照機構負責人接受感染者安置意願之探討(碩士論文)。玄奘

大學社會福利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新竹市。 

沙依仁（1992）。愛滋病社會工作服務。社區發展季刊，60，頁 141-146。 

林正鄆（2011）。男同性戀感染者就醫就業障礙與因應方式之初探(碩士論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台北市。 

林欣柔（2014）。伴侶風險告知侵害感染者隱私？論愛滋接觸者追蹤與公衛人員

之保密義務。疫情報導，30（23），頁 480-488。  

林冠吟、鄭健禹、張君俞、洪健清. (2016). 臺灣愛滋病毒感染患者延遲使用抗

愛滋病毒組合療法時機之趨勢及其預後. 愛之關懷季刊(96)， 21-30.  

林彥彤（2017）。網傳同性婚姻愛滋會拖垮健保 健保署澄清，自由時報。 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937247 

林相美（2006）。拒收愛滋兒 北市校方態度軟化，自由時報。 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57204 

林惠琴（2017，7/18）。藥歷上雲端 傳醫院拒診 愛滋患者資訊 不再全都露，

自由時報。 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19645 

林惠琴、涂鉅旻、林曉雲（2016，04/27）。國防大學愛滋生被退學 衛福部要求

復學敗訴，自由時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983692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2016)。【會後稿】2016 年台灣感染

者受侵權現況調查結果。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7174 

社團法人台灣愛之希望協會.(2013)。【新聞報導】「跟進世衛標準」 醫界盼健保

治愛滋。取自 

http://www.lovehope.org/news_content.asp?code_id=6&newspage=2&id=247 

社團法人愛滋病感染者權益促進會（2014）。【函釋】愛滋免列教育部校安通報

項目，權促會 PRAA 電子報。 取自 https://enews.url.com.tw/praa/78110 

邱毓慧 (2016).。愛滋病個案管理師工作經驗之研究-以中區為例 (碩士論文)。

中臺科技大學， 台中市。  

侯建州、溫信學、施睿誼. (2018)。病友組織社會工作的倫理困境。 

施侒玓（1998）。台灣地區 HIV 感染者生活適應之探討(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

學社會學系，台北市。 

柯乃熒，、鍾信心（1996）。護理人員有沒有權利拒絕照顧愛滋病病人？一個倫

理困境的議題。護理雜誌，43（1），頁 46-51。 

徐森杰（2002）。突破愛滋助人者倫理兩難的困境--保障愛滋患者的人權考驗助

人者的倫理分際！。愛滋病防治季刊，41，頁 2-9。  

徐森杰（2012）。為臺灣愛滋病個案管理制度把脈─談社會、醫療暨公衛個案管

 



121 
 

理模式之展望。社區發展季刊。  

徐森杰(2016)。從感染者到帕斯堤聯盟的培力歷程探究 (博士論文)。東海大

學，台中市。  

健康保險署（2017）。網傳同性婚姻染愛滋會拖垮健保，健保署特別澄清，中央

健康保險署電子報。 取自 

https://www.nhi.gov.tw/epaperN/ItemDetail.aspx?DataID=4619&IsWebData=

0&ItemTypeID=3&PapersID=418&PicID= 

張正學、鍾道詮. (2016)。陪他走一段路：感染者申訴歷程的觀察與反思。東吳

社會工作學報，31，頁 149-167。 

張菁芬(1997)。愛滋助人者之服務現況及其工作壓力之研究--以社會工作者與志

願服務人員為例(碩士論文)。東吳大學，台北市。 

莊苹（1995）。HIV/AIDS 之社會烙印(碩士論文)。國防醫學院護理學研究所，

台北市。 

莊苹、劉仲冬 (1997)。AIDS Storm: The Stigma of HIV/AIDS Means to the Client 

and the Public. [愛滋風暴-愛滋之烙印對感染者及一般民衆之意義]。 

莊素蓉(2015)。探討影響護理之家照顧服務員對愛滋個案照顧意願之相關因素

(碩士論文)。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台北市。 

莊登閔 (2011)。 感染者權能增強影響因素之研究 (碩士論文)。國立政治大學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台北市。 

莫藜藜、鍾道詮. (2006)。從愛滋社工者的工作經驗初探“部分社工者不願提供

服務給感染者或病患”之現象。臺灣社會工作學刊，(5)，頁 2-44。 

郭美瑜（2006，11/21）。關愛之家收容爭議 北市府提出因應策略，中央通訊

社。 取自 http://www.epochtimes.com/b5/6/11/21/n1529729.htm 

陳子萱(2017)。世界愛滋日倡正確愛滋觀念 同志熱線推愛滋電影、邀名人齊聚

高喊「HIV 很 OK！」，取自 https://www.storm.mg/article/366931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 台北：五南。 

陳志軒、徐畢卿、李靜姝、黃建豪. (2012)。健康研究中的烙印議題。臺灣醫

學，16(1)，頁 84-92。 

陳武宗(1992)。社區工作與基層健康照護。社區發展季刊，60，頁 21-29.  

陳玟如(2013)。十年長照計畫：協助老年愛滋病患的長期照顧與安置的策略. 愛

之關懷季刊，85，頁 29-24。 

陳興星(1992)。社會工作角色再定位。社區發展季刊，60，頁 37-40。 

黃道明（2012）。愛滋治理與在地行動（2012））。中壢：中央大學性/別研究

室。 

溫貴香（2017）。立院報告：110 年度愛滋年度醫療費逾 60 億，中央通訊社。 

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ipl/201707290170-1.aspx 

葉琬萍（2010）。論愛滋病患的隱私權(碩士論文)。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

桃園。 

 



122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2013)。愛滋患者看牙常遇到的問題。取自 

http://english.gov.taipei/ct.asp?xItem=53978509&ctNode=65408&mp=10917

1 

趙宥寧（2017）。「人活下來了，問題就來了」當愛滋藥物出現後 社工道出感染

者活著卻被社會歧視的悲哀，風傳媒。取自 

http://www.storm.mg/article/367143 

劉欣怡、潘佩君、陳竹上、韓青蓉. (2015)。愛滋身障者之安置處遇與個資法的

倫理兩難。社會工作倫理案例彙編，3，頁 69-91。 

劉姵伶、高銓吟、黃彥芳、陳昶勳. (2016)。我國同志健康行為調查與同志健康

社區服務中心推動成果。疫情報導，32(10)，頁 203-214。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 台北：心理出版社。 

蔣育佩、吳奕璋. (2012)。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的治療- 30 年回顧與更新. 新

光藥訊，117。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3）。愛滋病檢驗及治療指引（四））。 台北：衛生

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14）。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5)。首頁 > 傳染病介紹 > 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 > 相關連結 > 民間團體。取自

http://www.cdc.gov.tw/professional/page.aspx?treeid=beac9c103df952c4&no

wtreeid=437796d4b280ba84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7)。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2017)。愛滋病統計資料>106 年統計月報>HIV 月報

106-11。 

蕭佳華. (1996)。疾病與烙印初探：兼論 AIDS 防治政策(碩士論文)。國立臺灣

大學，台北市。 

謝菊英、施夙真、徐森杰（2007）。民間愛滋機構之社區照顧─以社團法人台灣

露德協會為例。社區發展季刊，119。  

簡春安（1992）。社會工作與質化研究法。當代社會工作學刊，2，頁 13-32。  

羅一鈞（2016）。心之谷：羅一鈞醫生給感染者和感染者親友的溫暖叮嚀）。台

北：貓頭鷹出版社。 

羅士翔. (2010)。反 AIDS 歧視與法律動員-以台灣 AIDS 防治法制為中心（1981-

2009)(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台北市。 

羅幸文譯(1991)。愛滋病患者的志願照顧者志工訓練。當代社會工作學刊，，

1。 

嚴云岑（2016，4/7）。醫護人員反而最怕就醫！ 愛滋病患者不敢推開的「心

門」，ETtoday 健康雲。 

蘇木春（2017）。外洩感染者身分 護理師判刑 5 月，中央通訊社。 取自 

http://www.cna.com.tw/news/asoc/201711130220-1.aspx 

 



123 
 

英文文獻 

Corbin， A. S. J. (2001). 質性研究入門：紮根理論研究方法 (吳芝儀，廖梅

花， Trans.). 

Guo， C.， & Saxton， G. D. (2013). Tweeting Social Change: How Social Media 

Are Changing Nonprofit Advocacy.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3(1)， 57-79. doi: 10.1177/0899764012471585 

Jonathan， A. O.， Paul， Z.， & Clifford， L. (2012). Advocacy 2.0: An 

Analysis of How Advocacy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ceive and Use 

Social Media as Tools for Facilitating Civic Engagement and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 2， 1-25. doi: 

10.5325/jinfopoli.2.2012.0001 

Kirst-Ashman， K. K.， & Hull， J. G. H. (2017). Empowerment Series: 

Generalist Practice with Organizations and Communities: BROOKS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Ramirez-Valles， J.， Molina， Y.， & Dirkes， J. (2013). Stigma towards 

PLWHA: The Role of Internalized Homosexual Stigma in Latino 

Gay/Bisexual Male and Transgender Communities. AI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 :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AIDS 

Education， 25(3)， 179-189. doi: 10.1521/aeap.2013.25.3.179 

Remien， R. H.， Exner， T.， Kertzner， R. M.， Ehrhardt， A. A.， 

Rotheram-Borus， M. J.， Johnson， M. O.， . . . Kelly， J. A. (2006). 

Depressive symptomatology among HIV-positive women in the era of 

HAART: a stress and coping model. Am J Community Psychol， 38(3-4)， 

275-285. doi: 10.1007/s10464-006-9083-y 

Scott， J. T.， & Maryman， J. (2016). Using social media as a tool to 

complement advocacy efforts. Global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Practice， 7(5).  

Srebalus， D. J.， & Brown， D. (2000). A guide to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Prentice Hall. 

Taggart， T.， Grewe， M. E.， Conserve， D. F.， Gliwa， C.， & Roman 

Isler， M. (2015). Social Media and HIV: A Systematic Review of Uses of 

Social Media in HIV Communication. J Med Internet Res， 17(11)， e248. 

doi: 10.2196/jmir.4387 

UNAIDS. (2014). People living with HIV. Switzerland: 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 

UNAIDS. (2015). 90-90-90: AN AMBITIOUS TREATMENT TARGET TO HELP 

 



124 
 

END THE AIDS EPIDEMIC.  

van Sighem， A. I.， Gras， L. A.， Reiss， P.， Brinkman， K.， & de 

Wolf， F. (2010). Life expectancy of recently diagnosed asymptomatic HIV-

infected patients approaches that of uninfected individuals. AIDS， 24(10)， 

1527-1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