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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愛滋領域合適的位置。當然，我也希望受訪者的故事能發揮更大影響力，讓更

多人得知與感染者建立關係並不是一件難事，甚至能藉此鬆動心中對愛滋或愛滋

感染者的既定印象，有朝一日也能在生活中、在社群媒體上自在地談論愛滋，以

行動實踐對於愛滋感染者的關懷，成為一個真正愛滋友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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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助人工作者關懷倫理經驗之研究 

摘要 

    鑑於愛滋助人者也會受到社會大眾對愛滋刻版印象的影響，在工作岡位上常

會遇到兩難困境，加上國內外愛滋助人工作者的文獻多以公共衛生角度探究助人

者不願提供愛滋感染者服務的原因，較少深入瞭解某些能擺脫外界歧視，並以關

懷倫理投身於愛滋領域助人工作的研究。 

    為此，本研究以關懷倫理學為研究主軸，採取質性研究的方式，透過紮根理

論蒐集、分析資料，了解十位愛滋助人工作者的助人動機、與愛滋感染者建立關

係的方式，以及擔任愛滋助人者對個人生命的影響。期待透過研究結果，提供未

來的助人者在服務愛滋感染者，或愛滋機構培育人才時的參考。 

    本次研究結果發現，愛滋助人者的助人動機大多與個人生命事件有關，並透

過與愛滋感染者真實接觸，改變對愛滋病或愛滋感染者的認知，開始以真誠及開

放的態度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在助人關係裡，愛滋助人者會在具體的情境，同

理服務對象的處境，以彈性、開放的方式提供服務，並且透過服務對象的回應，

了解彼此在關係間的感受及狀態。當遇到關係困境時，愛滋助人者也會接納自己

的情緒反應及限制，以對話、溝通的方式與服務對象持續維持關係。不僅如此，

愛滋助人者也會嘗試擴大關懷行為，改變社會大眾對愛滋病的刻版印象，以及爭

取對愛滋感染者更加友善的政策及服務制度。此外，服務愛滋感染者的過程中，

愛滋助人者也會因為服務對象的生命故事或正向回饋，看見自我的專業能力及價

值，改變對於自我疾病身分或性取向的認知，有機會在肯定自我的途中，深化關

懷他人的能量及意圖。 

關鍵字：愛滋病、愛滋感染者、愛滋助人工作者、關懷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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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xperience of Ethic of Care Among AIDS Helpers 

Abstract 

 The stereotypes toward HIV/AIDS and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have 

surrounded with the AIDS helpers and clients and put the AIDS helpers in a dilemma 

during helping process. However, 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ing on helpers’ barriers to 

help clients in public health field have rarely revealed the voice of AIDS help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helping motivations,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caring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caring practices on life 

among AIDS helpers. Based on qualitative approach, a grounded theory method 

involving ethic of care was conducted to capture and analysis the data from ten AIDS 

helpers. I expect the study result would propose implications to HIV/AIDS organizations 

for training and be a facilitator that enabling the helper to work with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The current study reveals that, based on contact with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and the own life events, most AIDS helpers have transformed their cognition of AIDS, 

involved with caring motivations, and been willing to build caring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sincerely and openly. In the caring relationship, the AIDS 

helpers were brav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duty; the way in which the dialogue 

was implemented to empathize with clients and provide flexible, open, and individual 

service. When AIDS helpers encounter moral dilemmas in the caring relationship, they 

would not only keep having a dialogue with clients but also accept their own limit, and 

find the way expressing negative emotions. Besides, as becoming aware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nvironment on clients, AIDS helpers attempt to eliminate the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from society and create better service system for clients. 

Last, based on the accomplishment of ideal caring image or the positive feedback from 

clients, AIDS helpers advance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ffirmed self-value as an 

AIDS helper, and are willing to perform continually caring practice to others. 

 

Keywords: HIV/AIDS,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AIDS helpers, Ethic of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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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2017 年春，濕冷的空氣讓台北顯得更加孤寂。研究者在陌生的國度中，選擇

踏入了一個新的工作領域，進入了一個愛滋友善的社福機構，協助一般民眾做愛

滋篩檢，並陪伴初期感染的愛滋感染者做疾病適應及心理輔導。即便當時研究者

並沒有受過專業的助人工作者的訓練，卻也曾經在服務案主的過程中，被對方透

露出研究者的行為能展現出一個助人者高度關懷的樣態，因此研究者從 2017 年

初至今，一直懷著好奇的心，希望有機會了解愛滋助人工作者是如何在助人者及

受助者間的關懷關係傳遞溫暖，並且陪伴愛滋感染者經歷疾病適應、抵禦社會污

名，並從內在長出自我力量。 

第一節 研究緣起 

壹、愛滋病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研究者第一個接觸到的愛滋感染者，是在正式上工後所遇到的一位就學中的

年輕男孩，這位男孩當時背著畫架走進中心，請研究者幫他做愛滋病的快速篩檢。 

    當時機構所設定的愛滋病的快篩檢流程，一開始會請對方填寫匿名的問卷，

內容大概是有沒有固定性伴侶以及簡單的性知識調查，用意是為了讓助人工作者

看見民眾缺乏的愛滋資訊後進而給予正確的觀念。通常助人工作者在等待民眾填

寫問卷的同時，會試著和對方聊天以減緩其心理壓力。而從那天的談話中，研究

者得知這位男孩已經持續發燒一陣子，也感受到喉嚨有點不舒服，儘管有到診所

看醫生並按照醫囑服藥卻也沒有好轉，因此這位男孩開始懷疑自己可能感染到了

愛滋病毒。 

    當身為工作者的研究者聽到小男孩這樣推論時，非常的不以為然，因為即便

參加了不少愛滋病的宣導講座，但是卻從未真正接觸過愛滋感染者。因此對研究

者來說愛滋感染者「應該」不會這麼輕易地出現在現實生活中，所以當聽完小男

孩擔憂後研究者對他說：「唉唷！愛滋病不會這麼容易感染啦，應該是台北天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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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下雨所以讓你身體不舒服啦，別緊張。」然而，當研究者說完這一席話後，愛

滋篩檢的試紙上漸漸地浮出兩條線，也告知著研究者眼前這位男孩疑似是一位愛

滋感染者。 

    看見結果的研究者，一開始是驚訝、錯愕，爾後則是在心中升起滿滿的內疚

感。錯愕的感受是因為沒想到這位看起來與常人一樣的男孩，竟然會是一位愛滋

感染者；內疚則是因為自知在感染者面前，說了這麼多無知的話語，不僅沒有提

供他需要的精神支持，還使小男孩感到更加的自卑、無助。 

    在那天之後，研究者體會到「愛滋病對般民眾來說是一個最熟悉的陌生人」，

雖然我們從小到大都曾聽過愛滋病防治宣導，甚至對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也都非

常熟悉，然而我們卻都覺只有那些性氾濫、毒癮者、同性戀才有可能感染到愛滋

病，甚至覺得愛滋感染者應該都像教科書上的圖片一樣，只能病懨懨的躺在床上

等待死亡。而研究者在踏進愛滋領域服務後，發現過去的觀念幾近全盤皆錯，因

此深知自己身為社會教育背景的助人工作者，必須好好的學習愛滋知識，並且在

工作及個人生活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傳遞正確的愛滋知識。 

 

貳、家人對愛滋助人者工作的擔憂及不諒解 

    經過小男孩的事件後，研究者開始研讀愛滋相關資訊，從網路上的資訊蒐集

到參與各大愛滋友善單位所開設的團體或工作坊，從中獲取了許多愛滋的正確知

識，並漸漸地累積起在愛滋領域中服務的熱情。然而服務熱情的上升並沒有持續

多久，當研究者被父母親詢問在台北工作的內容時，研究者碰到第一個兩難困境。 

    當父母親知道研究者的工作是服務愛滋感染者時，多次的明示、暗示希望研

究者可以再回到教育類型的工作，或者是轉換跑道服務其他的弱勢族群。儘管研

究者一再的向父母親解釋在愛滋領域工作，並非是讓自己暴露於高風險的情境中，

甚至也近一步的邀請他們到工作的場域參訪，但最終他們對於研究者的工作還是

感到擔憂。不過皇天不負苦心人，就在研究者持續和父母親的溝通協商後，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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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了一個假性共識：父母親同意讓研究者繼續在愛滋領域服務，但工作的內容

僅限於愛滋病防治宣導，對於直接服務，則是要盡可能地避免與愛滋感染者接觸。

但研究者在實際的工作中仍繼續從事原本的工作內容。 

    雖然研究者對於這樣的假性共識感到非常的不能諒解，但是也因此開始好奇

其他愛滋助人工作者是否也曾面臨這樣的兩難處境。就在簡單的詢問身邊的愛滋

助人者後，研究者發現有部分的愛滋助人者曾被家人反對其工作內容，甚至被家

人直接要求轉換工作跑道，使得不僅愛滋感染者需要承擔外界對愛滋病的誤解及

歧視，甚至連同愛滋助人者也會受到社會大眾對愛滋病偏見、污名歧視的影響。 

 

參、被服務的對象誤解 

    愛滋助人工作者除了需要承接家人的情緒，常常也需要面對來自外界的好奇

和誤解。研究者曾因為膚色的關係，多次在工作中被服務對象誤認為是愛滋感染

者或毒品的使用者。 

    在一個工作日的午後，一個年約三十歲出頭的男性來到了機構做愛滋篩檢。

在協助檢測的過程中，這位男性與研究者一來一往的說說笑笑，一點也沒有緊張

擔憂的情緒。當這位男性在等待篩檢結果時，他開始對研究者在愛滋領域服務的

動機產生好奇：「欸！想請問你為什麼要來這邊工作呢？」研究者回答：「因為剛

上台北時找不到教職，碰巧因為參訪有機會認識愛滋機構，所以就抱持著工作的

心態進入到愛滋領域服務啦！」他聽完研究者的回答後點了點頭表示：「其實你

可以直說啦，我這個人很開放的。」研究者愣了一下，不解的問「說什麼呢？」

他義正嚴詞的說：「因為通常來這邊工作的都是愛滋感染者阿！一般人不會想來

這邊工作啦，大家都馬很害怕遇到愛滋感染者。」研究者當下聽到這樣的回應時，

並沒有感到不舒服，反而是好奇對方想法的依據，而這位男子解釋：「因為你身

上的味道好像是愛滋感染者長期服藥後所散發出來的藥味阿！」在聽完這位民眾

的解釋後，雖然研究者表示是身體乳液的味道，然而他卻堅定認為「只有愛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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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才會願意主動接觸愛滋領域的工作」。經歷過這個事件後，研究者再次感到

社會大眾對愛滋的刻板印象，真的會影響到愛滋助人者的工作。 

 

肆、助人工作者身分與自我既定認知的拉扯 

    當研究者在愛滋領域服務滿一年時，雖然在和一般的愛滋感染者互動時已經

不再感到恐懼、害怕，然而研究者卻依然無法與藥癮愛滋感染者相處。 

    2018 年時，研究者進到了以社區工作方式服務愛滋感染者的社福機構，發現

愛滋病只是一個貼在人身上的疾病標籤，在這個標籤下還會因為不同的社會階層

呈現出不同的個人議題。而藥癮愛滋感染者也是助人者的服務對象之一，因此研

究者希望探究自己對此議題心存畏懼的原因，最終經過一翻的拉扯後也找到原因。 

     研究者生長在雲林縣的一個純樸小鎮，儘管小鎮中的居民都是安居樂業的

「善良」百姓，然而就在研究者國小畢業準備升上國中時，雲林縣的藥物濫用情

況越來越加嚴重，居民們都在流傳某個公廁有被丟棄的針具、某個公園曾經看見

藥物濫用者施打毒品。而在校園中也貼滿了藥物防治濫用的海報，全都是以恐怖

的照片呈現出藥癮者的圖像，一個又一個的骷顱頭代表著使用毒品的後果。在這

樣的環境中長大的研究者，也對於藥物濫用者有著很深的偏見及畏懼，儘管深知

做為一個助人工作者應該要試著同理案主，然而學理及實務在這個議題上卻清楚

分開的，研究者知道自己對於藥物濫用有著很深的歧視、偏見及巨大的恐懼感。 

    爾後研究者鼓起勇氣以助人工作者的身分加入藥物濫用減害團體，希望藉由

與愛滋藥癮者的直接互動，了解他們的生命故事後，消除心中對於藥物濫用者的

偏見及歧視。還記得研究者在第一次入團體前，緊張的詢問領導者該如何與團體

成員互動，當時領導者以簡單、輕鬆的口吻說：「你就在團體中自在地當一個成

員就好！」當下研究者詫異地追問：「可是我不是一個藥癮者啊！我不知道要講

什麼，或者是說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揣摩他們心中的想法。」領導者笑笑地說：

「你就在團體中靜靜地觀察，想說話的時候就說話，想安靜的時候就安靜。」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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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研究者帶著五味雜陳的情緒與愛滋藥癮者順利的共度了初次團體，並且也在後

續的每次團體中，因為聽見藥癮愛滋感染者的生命故事，漸漸地化解心中對藥癮

者的冰冷圖像，慢慢的能以輕鬆坦然的態度面對藥癮愛滋感染者。 

 

伍、與受助者互動的美好關懷經驗 

    在 2017 年末，當時身兼助人者及學生身分的研究者，因為面臨課業及工作

的壓力，所以工作的狀態並不是挺穩定。而在那一陣子有位研究者的服務對象觀

察到這樣的狀況，突然在某次的會談結束後，轉身問了一句：「你最近都還好嗎？」

這句話讓研究者從原本對工作厭世的狀態中醒了過來！在那一刻，研究者感受到

被一股力量接住，如同長滿荊棘的樹幹被一團軟軟的棉花包覆，也因為這位感染

者的主動關心，使得研究者開始放心地對他傾吐近期心煩的事情。 

    在這一次的經驗裡，透過服務對象的關心，使得研究者在關懷關係中，從原

助人者的角色轉向受助者的身份。研究者與服務對象的交流，不再僅限於由助人

工作者提供愛滋感染者服務，而是雙方都在關懷關係中因為情感的交流而互相影

響、成長。這次美好的關懷關係經驗，也讓研究者更加肯定擔任愛滋助人工作者

的意願，就如同 Noddings 提到的一個人過往美好的關懷經驗，有可能會促使其對

他人開始展現出關懷行為。 

 

陸、被打開的研究動機 

      研究者從 2017 年開始踏入愛滋領域，過程中曾經對社會大眾的不理解，

感到無奈、難過甚至生氣；曾經因為個案在服務中突然不告而別感到心灰意冷，

但是研究者卻依稀覺得有股強烈的拉力，使自己熱衷於在愛滋領域服務。 

    有位佛教的師父曾經跟研究者分享：「人一生追求的是離苦得樂，而快樂的

根源來自於『尋找真理、行使真理以至於成為真理本身』。」而這樣的過程就如

同撰寫論文一樣，儘管現在研究者只能用「因緣際會」來解釋成為愛滋助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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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原因，但是研究者深知一定還有更值得探索的原因在引領自己走上這條道路。

研究者認為探索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原因，就是所謂的「真理」，因為有了這個真

理，所以研究者才會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也因為對於行使真理特別有感，所以希

望可以悟透真理，並有朝一日可以成為「真理本身」。 

    上述研究者的經歷，凸顯出愛滋助人工作者在愛滋領域中服務時，除了會面

臨身邊親友的對其工作內容的隱憂、遇到社會大眾對其工作內容有所誤解的情況，

甚至也會遇到服務案主或工作內容與助人者本身的價值觀有所衝突。而研究者就

是在經歷了這些兩難困境後，開始好奇其他的愛滋助人工作者是否也曾面臨相同

處境，以及當他們遇到這些困境時，又是如何因應，為此研究者希望透過本次的

研究為心中的疑惑找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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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及重要性 

壹、愛滋病 

    在了解愛滋助人工作者之前，研究者認為需要先了解愛滋病的現況，以及愛

滋病在台灣社會脈絡下的發展，因此以下將藉由：愛滋病的基本知識及愛滋病在

台污名形塑兩個段落，讓讀者認識到愛滋病的正確資訊，及體認到愛滋病於台灣

的角色定位後，進而再深入了解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台灣的處境。 

一、愛滋病的基本知識 

    愛滋病是從英文簡稱 AIDS 音譯而來，正式學名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是經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簡稱為愛滋病毒所引發。愛滋病毒會經由三種途

徑傳染：不安全性行為、血液及母子垂直傳染，當人體被愛滋病毒入侵後，它會

開始侵襲人體免疫系統內的 CD4 細胞（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4），使得人體的免

疫系統抵抗外來細菌、病毒和寄生蟲的能力減弱。不過，感染愛滋病毒並不表示

就是到達愛滋病的標準（江巧鈴，2008），所謂的愛滋病患是指人體的 CD4 細胞

因為受到了病毒的攻擊，造成數值低於 200（Cells/Mm3），使得免疫系統的力量已

經微弱到無法對抗各種伺機性感染因而發病；反之，如果人類體內雖然有愛滋病

毒，但是因為免疫力持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使得身體未曾發病，我們便稱

之為愛滋感染者（HIV 帶原者）。 

    對愛滋感染者來說，生病如臨大敵，因此他們必須比一般人更照顧、保養自

己的身體健康。隨著醫療的進步，全球醫療團隊不斷研發對抗愛滋病毒的藥物，

愛滋感染者從原本的「無藥可救」，到只能服用副作用極高的 AZT 藥物，再到 1995

年華裔美籍的何大一博士發明了雞尾酒療法，使得愛滋感染者可以經由與醫生的

討論後，選擇適合自己的組合式抗愛滋病毒藥物。而 2016 抗愛滋病毒的藥物，

也已發展到長效針劑的治療方式，愛滋感染者可以不再每天口服藥物，可以選擇

改採每四週到八週到醫院注射一次抗病毒藥物，藉此抵禦體內的愛滋病毒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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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愛滋防治的倡導成效，Prevention Access Campaign（2020）的共識聲明

建議透過「U=U」（即測不到病毒=不具傳染力）作為相關組織的主打文案。而 U=U

也已獲得科學研究的支持，例如在 2018 年第 22 屆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愛滋大會

裡，外國學者 Alison Rodg 於新聞發布會上公布 PARTNER2 的研究團隊延續 2014

年發表的 PARTNER1 研究，擴大招募參與者，從原本以異性相異伴侶為主的研

究對象，延伸至完全以同性相異伴侶為主的研究，前後兩項研究總共有 1488 對

相異伴侶參加，其中有 972 對為同性相異伴侶，516 對為異性相異伴侶，兩次研

究的結果都證實：「只要愛滋感染者穩定接受抗病毒療法，其血液中的病毒量若

持續六個月以上控制在測不到的狀態時，其傳播愛滋病毒的風險是可忽略，甚至

不存在的。」，兩次研究皆證實 U=U（Undetectable =Untransmittable）。 

    上述的治療發展與進步顯見愛滋病也隨著醫療的進步，擺脫了世紀黑死病的

稱號，進入了慢性疾病的一環。過去當民眾被診斷出感染愛滋病毒時，往往會陷

入無助、絕望的情緒，覺得自己隨時都有可能會離開人世，然而在醫療進步的年

代中，愛滋病毒可以經由規律的服用抗病毒藥物被穩定控制，使得愛滋感染者的

免疫力得以回升，在餘命不受到影響的情況下已可回復常規生活。 

 

二、愛滋病在台污名的形塑歷程 

    疾病的定義自古除了醫學上的解釋之外，往往蘊含社會與文化意義。許多疾

病在剛開始發現卻病因不明時，由於其可能顛覆或挑戰社會上認為可接受的文化

常模，常被賦予神秘的傳說，或被加上如前述外來的、異己的標籤，此現象對愛

滋病尤為明顯（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2003）。 

    1984 年 12 月一位外籍醫師過境台北時，因病就醫而向台灣醫療人員坦承自

己罹患愛滋病，雖然於隔日離境，但卻造成社會大眾的恐慌。隔年 5 月，台灣首

度發現國人第一起愛滋病例，患者為男同性戀者，因此政府開始加強取締男娼，

要求全國各衛生單位協助男娼進行愛滋篩檢（黃道明，2012）。1987 年 5 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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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署首度舉辦愛滋感染者戴頭套出席記者會，向男同志呼籲勇於接受愛滋篩檢，

雖然是以公衛的立場提倡篩檢的意識，然而卻因為不當的安排具象化了大眾對於

愛滋感染者的污名。 

    E. Goffman 將「污名」（stigma）指為某種不尋常的身體特徵，經由社會建構

的標籤代表個人在道德上的瑕疵，並隨著不同的時空有所改變。為此 Goffman 認

為，分析污名的關鍵在於其背後所隱藏的觀點，而非被分類受歧視或正常的個人

（劉紹華，2013）。一個國家介入治理的方法及過程，會反映出規劃者自身對愛

滋歧視的概念（Parker & Aggleton ,2003），A. Kleinman 與 A. Kleinman 認為社會介

入計畫，讓介入本身變成一種錯誤的行為，就像因治療而引起其他病症一樣，原

本應該要改善問題的措施，反而導致更多問題（轉引自劉紹華，2013）。而台灣早

年對愛滋感染者的處遇計畫，正呈現出國家以公衛政策的方式，形塑社會大眾腦

海中對愛滋感染者的圖像，使得愛滋感染者被認定為不值得幫助的一群人，使其

因此失去社會支持、再次暴露於高風險之中。 

    1990 年台灣公布施行〈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立法者對於感染者

雖然有「隱私權」的保障，但並未考慮到感染者可能受到歧視的社會處境。該法

規以防堵病毒為核心考量（羅士翔，2010），將感染者作為意圖傳染他人的準嫌

疑犯看待，明定愛滋感染者需要追蹤調查、強制隔離、強制免費治療等處置。隔

年，前衛生署署長張博雅以道德口吻告誡全民警惕愛滋病，並於任內印製三百萬

張印有「一旦得病，除了不幸跟被迫感染之外，如為自作者，將會失去尊嚴，活

的痛苦死的難堪又難看。」G. Green 與 E. Sobo 指出當國家介入了愛滋治理時，

計畫制定者與執行者可能不斷的複製，甚至創造負面的社會意義（轉引自劉紹華，

2013）。歧視性的文宣，雖然可以快速的讓民眾對愛滋並提高警覺，但同時也導

致他們過度警戒及對愛滋感染者產生敵意。 

   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愛滋的疫情較為緩和，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中較少有

機會接觸到愛滋感染者，所以對於愛滋病資訊的認識多依靠媒體提供（徐美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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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芸、張皓傑、賴奕帆、林佳韻，2006）。我國學者徐美苓（2001）的研究指出

當愛滋出現在台灣的早期年代中，媒體關於愛滋的訊息大多是由政府或醫療單位

提供，且內容多以政策防治及宣導為主，反觀與愛滋感染者為中心的新聞則少之

又少。當大眾媒體長期的傳達有關愛滋病的二手資訊時，漸漸的建構了人們腦中

對愛滋病的圖像，形塑了這些未曾親眼看過、經歷過愛滋病的閱聽者，認為愛滋

病毒的迅速蔓延很可怕，以至於愛滋感染者受到社會大眾的排擠與歧視。 

    人類學家景軍提到愛滋污名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現象（轉引自劉紹華，2013），

因此社會大眾對愛滋感染者的偏見，除了受到國家政策制定者或代理人的影響，

也有一部份是導因於當地媒體對於愛滋帶原者和病患的加罪化。大眾傳播媒體一

方面提供民眾愛滋病相關的知識，另一方面卻也透過特定圖像的呈現，成為烙印

化的增強者。Pryor 和 Reede（1993）指出，愛滋感染者的圖像在社會大眾腦海中

並非中性，而是與提到愛滋病時，湧現的各種想法、情感有關，而這些想法和感

受，大多來自於媒體的渲染，而非民眾的親身經歷。徐美苓和吳翠松（2003）分析

了 1984 年 12 月到 1999 年底新聞對愛滋病的報導，探討主流媒體是如何建構社

會大眾腦海的愛滋病圖像，他們發現早期的報章雜誌，多以外籍人士、同性戀及

靜脈注射毒癮者來凸顯愛滋感染者的身分，使得在保守的年代中民眾在獲得愛滋

病相關資訊的同時，腦海中會連結到「負面」想法、感受。 

    儘管醫療及公衛體系強調愛滋病為複雜的健康議題，需要透過長期的宣導與

促進，才能有效的讓民眾了解正確的資訊；然而在傳播媒體的觀點下，只有短暫、

具衝突性或不尋常的內容，才會呈現於新聞媒體中。因此，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

愛滋感染者，便再次被貼上一層厚厚的標籤。另外，儘管政府的確想要再次藉由

大眾媒體讓民眾接受愛滋感染者，但 S. Hays 追朔了愛滋病的發展史與西方世界

的反應，發現想要消除民眾腦海中的愛滋病負面意象，比醫療進步的速度來的更

加緩慢（轉引自劉紹華，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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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透過國家政策制定及大眾傳媒獲得愛滋病的資訊，社會大眾接觸愛滋病

信息的另一個管道為學校的愛滋病防治宣導。教育部於 2006 年起開始辦理「愛

滋防治宣導入校」計畫，宣導學生正確認識愛滋病，藉由接納及關懷，去除對愛

滋感染者的污名及歧視。晏涵文、劉潔心、李思賢、馮嘉玉（2009）指出教育部 

2008 年學校性教育成果調查發現，經過兩年的宣導，學生在知識層面上有正確的

認知，然在愛滋病態度上，顯示若回歸實際生活層面，多數高中職學生對於與愛

滋感染者共同生活的安全性仍心有疑慮，反映了學校性傳染病防治教育多強調知

識層面，忽略了價值澄清、態度培養與生活技能養成，青少年即使了解愛滋病的

傳染途徑，仍會對該疾病產生污名化的恐懼甚至對感染者產生排斥行為。 

    柯乃熒（2017）指出污名是助長愛滋的罪魁禍首，社會大眾對於愛滋病的錯

誤認知，往往是造成愛滋病傳染的主因。在體制內我國的愛滋病防治宣導大多停

留在恐嚇的模式，利用大量西方愛滋病末期患者的圖像，來形塑愛滋感染者的樣

貌；民眾接收到愛滋病的錯誤認知後，進而對於愛滋病感染者產生恐懼態度及歧

視的行為。愛滋病防治宣導，使用引起恐懼的方式，並不能有效地推廣預防行為

（Green, 2006），嚇阻式的愛滋病防治宣導，利用負向的文字、恐怖的圖片與大紅

色的死亡數字，在學生腦海中形塑出愛滋病的負面圖像，並且藉由課程的安排引

起學生對於愛滋病的恐懼，以便降低學生接觸愛滋病感染途徑的可能性。不僅如

此，當學生離開校園後，接觸到的主流媒體報導再次刻畫民眾對愛滋病的既定想

像時，社會大眾對於疾病的錯誤認知將深植於心中，使得社會持續蔓延愛滋病為

世紀黑死病的意識，最終蓋過理性及正確知識，再現民眾對愛滋病的焦慮和恐懼。  

    從上述文獻均可見過去許多國家政策、大眾傳媒及教育對愛滋的污名，不僅

無法讓人民、閱聽眾及學生接收到正確的愛滋病知識，也會進而影響到愛滋感染

者及愛滋助人者的生活。當社會上對愛滋感染者多抱持著負面的態度時，愛滋感

染者容易在面臨外界的誤解時無力為自己辯護，此時有一群人願意在一個不友善

的社會下為愛滋感染者發聲的愛滋助人者便極為重要。接下來的章節，研究者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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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在愛滋污名下，愛滋感染者在台灣的處境，希望為此讓讀者感受到愛滋助人

工作者的重要性，並再於第二章中理解愛滋助人者在愛滋領域中服務時的動機、

方法、困境及反思等。 

 

三、愛滋感染者在愛滋污名下的處境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 and AIDS，簡稱

UNAIDS）於 2003 年將愛滋污名與歧視做了更加細緻的解釋，它指出：所謂的愛

滋污名與歧視是基於確定或可疑的血清學鑑定下，對愛滋感染者從個體和群體上

的偏見、排斥、羞辱，使得感染者在相同狀況下遭受到不公平的區別對待。Florom-

Smith 與 D. Santis 在 2012 年指出，社會上與愛滋相關的污名，將會影響感染者的

心理健康、藥物順從性、就業、居住以及身體及言語暴力（轉引自徐森杰，2016）。

而且，在面對外界非理性的態度及不公平的對待時，愛滋感染者並非全然朝著爭

取自我權利的目標前進，反而容易陷入一種內化污名的漩渦，開始自我歧視、譴

責。Sayles（2011）與白莉（2008）分別在各自研究中提到，愛滋感染者的內化污

名主要表現在自我偏見、擔心身分曝光、自我接受及社會關係等四方面（轉引自

徐森杰，2016），而徐森杰（2016）也指出，愛滋感染者的自我歧視僅是愛滋眾多

社會歧視之一，且自我歧視除了影響感染者本身的身心狀態及生活品質，也會加

劇社會對愛滋感染者的歧視態度。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2018）在其「台灣愛滋污名與歧視調查」中，訪問

了 842 位愛滋感染者的每日生活、對自我疾病的觀感等。訪談結果顯示，即便台

灣設有《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但是卻有 12%的

受訪者表示曾經發生權益受損事件，此外社會大眾對愛滋感染者的歧視行為包含

醫院拒絕提供醫療服務、感染身分隱私遭受洩漏、甚至也包含家人、伴侶、朋友

或職場同仁不友善的態度。不過弔詭的是，即便遭受到外界歧視性的對待，仍有

86%的愛滋感染者未採取任何舉動爭取自己的權益，其中的原因與感染者承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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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污名與心理壓力息息相關，當愛滋感染者一邊面對疾病，一邊承受外界的流言

蜚語時，很容易在這樣的狀態下，影響到對自己的看法及心理健康。 

    另外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從 2007 年開始每兩年實施一次「台灣地區愛滋

感染者生活現況調查」，以紙本或網路填答的方式，瞭解近年來影響愛滋感染者

生活的因素、愛滋社群所關心的議題。台灣露德協會（2013）調查結果發現，當

愛滋病成了慢性疾病，愛滋感染者對中老年相關議題的擔憂逐漸增加，例如愛滋

感染者會因為感染身分不能購買保險，所以擔心年老後沒有足夠的安養經費或顧

所居所，以至於面臨無人照顧的情況。 

    為了讓讀者更加了解愛滋感染者在社會上的處境以及需求，因此，研究者整

理了幾種不同身分的感染者在愛滋影響下所面臨的處境，分別為男同志愛滋感染

者、女性愛滋感染者、藥癮愛滋監所收容人、老年愛滋感染者。 

（一）男同志愛滋感染者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於（2017）在台灣同志人權政策檢視報告中提到，雖然愛

滋並非同志專屬的疾病，然而愛滋與男同志的污名密不可分，例如台灣早期的愛

滋預防宣導總是將男同志、性工作者列為高危險群。在華人保守文化的影響中，

同志朋友容易因為在求學階段中接受到以異性戀為主體的教育，在自我認同上的

歷程，比同年紀的青少年坎坷，然而如果再背負了另一個遭受社會污名的愛滋感

染者身分時，雙重櫃子所帶來的壓力，往往讓男同志感染者陷入了無止盡的漩渦。 

 

（二）藥癮愛滋監獄受刑人 

    藥癮愛滋監獄受刑人是指使用毒品而入監服刑的愛滋感染者，其有可能是因

為透過靜脈注射藥物，在血液交換時感染了愛滋病毒，也有可能是因為使用娛樂

性藥物後，從事不安全性行為導致感染。我國的法律規定，愛滋感染者於監獄服

刑時，會統一集中於愛滋舍房，使得愛滋監獄受刑人有可能因此再次受到歧視。

謝菊英（2007）指出愛滋監獄受刑人面臨舍房過於壅擠、醫療資源不足，無法定

期檢驗體內愛滋病毒數、身分遭到曝光或無法與一般藥癮收容人參與戒治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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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蔡春美（2016）也提到大部分的愛滋監獄受刑人每天監禁在狹小的舍房，

無法下工廠作業或參與任何處遇活動，因而遭到雙重的處罰。此外，在藥癮與愛

滋的雙重烙印下，蔡春美（2016）提出藥癮愛滋監獄受刑人的健康資訊不足，相

較於監所外愛滋感染者，在矯正機關的愛滋受刑人，往往只能透過同舍房地舍友

彼此照應。研究者認為藥癮愛滋監獄受刑人在這樣的處境下生活時，其可能會因

為生理及心理層面受到影響，而更難回到符合社會期待的軌道上生活。 

 

（三）女性愛滋感染者 

   李美枝（1996）提到女性因為生理上的差異與社會期待的不同，使得在兩性

關係中常處於較弱勢的地位。在傳統社會中，女性是家中主要照顧者的角色，相

較於男性較無法從外界獲得愛滋病預防、治療、照護的資訊與管道，UNAIDS（2012）

提到社會上的性別不平等，是導致愛滋病流行的主要原因，而 Mallory（2008）的

研究中也指出，大多數婦女因為缺乏愛滋病防治的知識，因此使得自己被唯一的

性伴侶感染愛滋病毒。 

    女性愛滋感染者常被與性工作者或藥癮愛滋感染者緊密扣連，導致人們對其

易有「骯髒」或「淫蕩」的聯想（Sandelowski, Lambe, & Barroso, 2004）。WHO（2011）

曾提到暴力讓女性暴露在感染愛滋的風險下，也讓感染愛滋的女性容易遭受到暴

力。而當女性愛滋感染者遭到家人暴力對待時，容易因為資源、社會經濟條件的

不足陷於無處求援的情境（蔡春美，2014），此外社會的烙印、經濟能力和政策的

限制，也讓女性感染者的支持受到阻礙（Positive Women’s Network, 2012）。  

 

（四）老年愛滋感染者 

    在醫療科技的進步下，愛滋病已經成為了一種慢性疾病，愛滋感染者的餘命

與一般常人並無相異，因此隨之而來的議題是如何提供老年愛滋感染者適切的服

務。鐘道詮（2009）藉由透過分析老年愛滋感染者的長期照顧需求，凸顯出其同

時具有感染身分及高齡時在長照體系的複雜性，例如在健康照護上老年愛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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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能隨著身體老化，必須服用大量的慢性疾病藥物，以致出現與抗愛滋病毒藥

物交互作用的問題，或者因為老年及愛滋病同時皆受到社會歧視，所以可能會感

受到雙重的排斥感。不僅如此，愛滋感染者也會因為隨著身體的老化，對死亡感

受越來越清晰，雖然愛滋病已經脫離了黑死病的稱號，但是社會將愛滋與死亡的

連結，可能會導致愛滋感染者比起一般的老年人有更強烈的必死感。 

    在尹祚芊（2001）關於愛滋病長期照顧模式的實證研究中發現，雖然愛滋感

染者與家人或伴侶同住的比例不低，但是他們仍然視自己為生活上主要支持力量

與照顧者。研究者認為這樣的狀況對逐漸步入中老年的愛滋感染者來說，可能會

因為自己在年輕時對家人及伴侶所形塑的孤立感，讓親友無法扮演照顧者的角色。

再者，陳玟如（2013）指出由於目前愛滋病毒感染仍無納入身心障礙類別，且因

安置機構收容辦法排除法定傳染疾病的收容，使得愛滋感染者的安置門檻過高。 

此外也因為「愛滋污名」作祟，目前台灣並沒有適合老年愛滋感染者的社區長照

中心，且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的工作者大多對愛滋感染者有所抗拒，因此造成老年

愛滋感染者可能會無法受到有所尊嚴照護服務的困境。 

 

貳、我們與惡的距離_聽見愛滋助人者的聲音 

Yalom（2008）提到當人碰觸到死亡議題時，會頓時體會到一種覺醒的感受，

而這樣的經驗會讓人開始渴望親密，並且願意花時間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以降低

心中的焦慮。然而研究者反觀愛滋感染者的疾病適應歷程，發現其在感染初期時，

即便感受有如面臨死亡，心中的孤獨感受會使愛滋感染者渴望對外追求親密關係，

但是他們卻會因為顧慮到社會上的道德判准而拒絕與他人互動。而這樣的心理狀

態，不僅使得其陷在一個「矛盾」的情緒中，甚至不同的愛滋感染者在疾病適應

上也會因為不同的需求而需要愛滋助人者的協助。 

H.M Beeham 與 J.Wilson-Barnett 提到愛滋感染者除了需要生活上實質物質的

協助之外，還需要無形的心理與社會支持（轉引自江巧鈴，2008），然而江巧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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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指出愛滋病的特殊性使得愛滋感染者需要承受家屬、朋友對其潛在負面

的看法，以至於其在人際關係上會漸漸地越來越退縮，甚至進一步的影響到生理

狀況加速疾病的進展。Beeham 與 Wilson-Barnett（1995）訪談了八十五位的愛滋感

染者，並且與自身於 1993 年訪談愛滋助人者的研究比較，研究發現因為愛滋感

染者在生活中沒有可利用的社會支持系統，因此有三分之一的愛滋感染者的心理

支持主要來自於專業助人工作者。然而根據莫藜藜與鍾道詮（2006）的研究結果

顯示，我國的助人工作者會受到愛滋污名的影響而拒絕為愛滋感染者提供服務。

儘管愛滋助人者在愛滋感染者的生活中極為重要，且愛滋感染者在穩定服用藥物

後並沒有傳染性，但愛滋感染者可能會因為背負著疾病的身分，而在不同的人生

階段中遭到拒絕提供服務。我國政府為了解決這樣的困境，大多利用教育宣導的

方式提供助人工作者正確的愛滋觀念，希望藉由吸收新知改變既有的觀念，提升

其服務愛滋感染者的動力。然而江巧鈴（2008）也指出社會上對愛滋的污名很難

藉由教育快速被消除，對愛滋心存恐懼的人來說，愛滋新知並不足以讓他們跨越

心裡的鴻溝。 

一般的助人工作者大都排斥為愛滋感染者提供服務，但是研究者也看到在同

樣的社會脈絡下，有一群人總是默默地協助愛滋感染者。為了更加了解這群愛滋

助人者的故事，研究者搜尋了國內外愛滋助人者的相關研究，卻發現研究對象大

多是以醫療人員或同儕員為主，似乎忽略了以社會或心理專業助人工作者的角度

作為研究對象，此外這些論文的研究方向皆是以了解助人工作者不願意提供愛滋

感染者服務的原因，或者是探索在服務愛滋感染者時所遇到的困難處境。雖然研

究者認為這些研究對於我國未來的愛滋照護發展有所幫助，但是除了探索助人者

提供服務時的困境或協助其學習愛滋新知之外，或許我們應該試著聽聽原本就在

愛滋領域服務的助人者聲音，了解他們的服務動機及工作方式，藉由他們的生命

故事讓更多人願意跨出心理的障礙，伸出援手協助愛滋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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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研究問題 

壹、問題意識 

一、在工作中體會到愛滋助人者的重要性 

    愛滋助人工作者，就像是愛滋感染者在生命激流中唯一的浮木。研究者在某

次的例行工作中，體會到了愛滋助人者對感染者來說有多麼重要。還記得在工作

剛滿三、四個月時，有位身體狀況非常糟糕的愛滋感染者來到機構尋求協助，當

時研究者二話不說地陪同這位感染者到醫院就醫，而在陪同就醫的過程中，這位

感染者道出他的生命故事，且詢問了研究者是否可以將聯絡方式貼在他的健保卡

背面，他表示因為擔心自己在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突然離開人世，並且也擔心家

人得知自己的感染身分，所以希望如果真的突然離開世間時，可以由研究者協助

處理後事。研究者在這幾年的服務過程中，常常碰到愛滋感染者在得知自己感染

後，並非是思考如何讓自己好起來，而是思考該如何避免感染身分曝光。研究者

認為，對一個正在努力和疾病對抗卻又總是擔心身分曝光的病人來說，唯一可以

讓他們信任且願意訴說生命故事的人，只有那些在第一線提供服務的愛滋助人工

作者。 

 

二、在課堂上遇見關懷倫理學 

    研究者在碩二時接觸到關懷倫理學，因為喜歡關懷倫理學中探索雙方在關

懷關係中的互動模式，決定以關懷倫理學作為理論基礎，思考在愛滋助人工作

上專業服務的意義。 

    Noddings 認為人類從一出生便進入到了一個關係網絡，在整個成長的過程中

無法擺脫外界環境對自我的影響。為此，她以道德情感和關係做為出發點提出了

關懷倫理學，認為關懷是源自於人最深處的情感，而自然關懷的情感又根植於關

係之中（莊慶信，2009）。Noddings（1992/2003）曾提到如果我們將自我至於關係

中來理解，那麼個體的自我就更不容易從它所處的各種關係中分離出去。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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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認為即便人們可能在認知到關係的義務時感受到苦悶，但若能在關係中勇於面

對，便會因為體認到自我的價值及關懷的可能性而感到喜悅（方志華，2004）。  

    在關懷關係裡，Noddings（1984/2014）認為將主體分為關懷者及被關懷者，

雙方會因為關懷情意的交流產生一些改變，她引用了 Mayeroff 的觀點提到，最有

意義的關係是幫助他人成長和自我實現。在關懷關係中，當關懷者全神貫注、設

身處地為受關懷者著想，且被關懷者也接收，並給予關懷者一個肯定的回饋時，

雙方就會因為這樣的關懷關係有了被接納、被滿足的感受。關懷者會因為這樣的

經驗，看見自己關懷實踐的能力，肯定自我的價值，被關懷者也因為關懷者的關

懷行為得以成長改變。不過 Noddings 也提到沒有人可以保證每一次的關懷關係

都會成功，但是當關懷者及被關懷者都共同為關懷關係努力時，便可以增進雙方

的道德承諾，一同朝著理想的道德與幸福生活前進（游惠瑜，2017）。 

    Noddings（1984/2014）提到實踐道德教育的工作者，不局限於學校裡的老師，

還包含家庭中的父母、社會上的警政單位、社會福利單位等，因此她藉由關懷倫

理學的觀點提出四個重要概念：身教（modeling）、對話（dialogue）、練習（practice）、

肯定（confirmation）。她認為若學生曾經經歷過一段美好的關懷關係，未來這個受

關懷的美好感受和經驗將成為關懷他人的動力，因此她提出身為一個老師，應該

要將關懷內化至生活當中，完全體現一個關懷者的角色 。此外，Noddings

（1984/2014）也提到關懷對話是建立在開放的、信任的、合作的關係之中，因為

當對話展開時，人與人可以完全接納、深入探索，使得關懷者可以進一步了解受

關懷者的處境，並且藉由受關懷者的回應得知自己可以如何調整，以便更適當的

去關懷、照顧受關懷者（游惠瑜，2005）。 

    儘管關懷倫理學是源自於女性的生活經驗，然而 Noddings 認為教育者應該

不分性別地提供學習者實踐關懷他人的機會，讓學習者透過與受關懷者相遇，感

受到「我必須」關懷他人的情感。游惠瑜（2005）也提到，如果想要培養能夠關

懷他人的成人，就要讓學習者練習對他人施予關懷，才能增進他們的關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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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學習者在實踐關懷行為時，Noddings 認為肯定可以使得學習者有更清楚的

理想圖像（引自廖修寬，2013），所以 Noddings 特別強調在關懷關係中，關懷者

在對學習者有足夠的了解後，可以依照實際的狀況給予學習者肯定。簡而言之，

關懷倫理學的教育觀點為：在關懷關係中，關懷者（教學者）及受關懷者（學習

者）雙方皆互為主體，因此當受關懷者接收到關懷者給予的肯定時，會更清楚地

看見自我道德理想的圖像；而當關懷者接收到來自受關懷者的肯定時，則能增強

自己在這段關懷關係中的關懷情意。 

 

三、在生活中實踐關懷倫理學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愛滋助人者如何在工作中實踐關懷倫理，研究者除了反思

過去在工作中與愛滋感染者的相處經驗，也在碩二時依循關懷倫理學的原則，設

計了一套愛滋病防治宣導的教案，希望透過實際的執行體會助人歷程中的感受。 

    基本上，Noddings 否定以既定原則來要求學生遵守道德規範，她從關懷倫理

學出發，認為最適切的道德教育是老師以身作則地在關係中實踐關懷，讓學生在

體會受關懷的美好經驗後，啟發心中的道德情意，自願的進而向他人付出關懷。 

    研究者因為工作關係有機會到偏鄉學校與師生交流愛滋的知識，並且在時間

較充裕的課堂上，慢慢和聽眾找到彼此的共通點，創造彼此的關懷關係。雖然當

研究者試著與對方靠近時會感到彆扭不適，但這兩堂課卻因為學生們及老師的積

極回應，降低了研究者心中的不安，而研究者也在課程中，透過關懷倫理學的四

種道德教育方法分享愛滋病的知識，融入了身教、對話、練習和肯定四種方式。 

    在此次的課程中對話的主體有：愛滋知識分享者（關懷者）、愛滋資訊接收

者（受關懷者）及愛滋感染者（等待受關懷者）。當民眾對於愛滋病的知識停留

在它是一個有傳染性且不可治癒的疾病時，資訊分享者可以藉由對話的方式釐清

這些過時的資訊，降低聽眾對於愛滋病的恐懼及焦慮。而當雙方開啟了對話時，

 



 

20 
 

資訊分享者得以在確認資訊接收者對愛滋病的知識及態度後，拋出「練習」關懷

的機會，讓資訊接受者有機會和愛滋感染者互動。 

    在練習關懷的橋段中，研究者選擇了「愛滋感染者社會對話試驗平台」作為

媒介，讓學生及老師可以實際的與愛滋感染者互動。在對學生宣導的課堂上，研

究者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今天有一個愛滋感染者出現在你面前，你會怎麼和

他互動？」兩位六年級的小女生主動的分享「我會想要問他，感染愛滋病之後是

否有影響到自己的自信心？」「你感染愛滋病之後，是否曾經被霸凌、欺負過？

情緒還好嗎，我可以怎麼協助你？」。而靦腆的三年級小男生則是說：「我是否

可以跟你繼續玩球呢？」「你最近工作上還好嗎？」。在教師研習的課堂上，研

究者讓老師閱讀愛滋感染的故事，並回答三個問題「你覺得故事主角的工作/興趣

是什麼？」、「你認為他的感染年資為多少？」、「請用三個形容詞來形容這位

愛滋感染者的聲音」。當老師們寫出自己心中的答案時，研究者再藉由網站上資

訊提供正解。整個教學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老師們的確因為這三個問題，開始

產生對愛滋感染者的好奇，逐漸藉由文字及照片拼湊出對愛滋感染者的圖像。 

經過兩天關懷倫理學的實際操作，研究者認為在對話和練習的過程中，受關

懷者容易因為對議題的不了解而有錯誤的理解與回應，因此關懷者需要在關係中

找到一個可以肯認對方的著力點，並且在給予肯定的回應後，試著釐清受關懷者

腦海中錯誤的資訊。不過，Noddings 也提到關懷倫理學的肯定，並非是漫無目的

全然包容，而是在全神貫注及設身處地時接納對方，讓受關懷者在接收到肯定時，

更清楚地看見現實狀況，以進而朝自我道德理想的圖像邁進。 

    除了宣導的經驗，研究者在協助感染者賦歸社會時，也感受到關懷關係的力

量。研究者成為助人者的初期，常會因為並非助人專業背景出身而感到自卑，甚

至會擔心自己專業度不足而影響到案主的賦歸歷程。然而直到有位愛滋感染者向

研究者表示：「比起受過專業訓練的助人者，我覺得與你的互動更加自在」。研究

者才發現：助人者最重要的是在關懷關係中，協助服務對象賦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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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踐關懷倫理學後的疑惑 

（一）愛滋助人工作者如何與愛滋感染者建立關懷關係，並在關懷關係中實踐關

懷倫理學？ 

    在關懷倫理學觀點中，人從一出生便處在一種關係之中，若一個人在生活中

感到孤單，便可能因為自我疏離或環境阻礙了他與外界連結的自由。愛滋感染者

在疾病適應的歷程中，除了需要忍受因為服用抗病毒藥物所帶來的副作用，也可

能因無法接納自身疾病而與自我關係疏離，甚至還需要抵禦外界社會對愛滋病的

偏見歧視而斷裂了與外在的連結。因此愛滋助人者會藉由與愛滋感染者建立關懷

關係，從中陪伴他們面對自己感染者的身分，並且學習如何抵禦外界的不友善言

語，使得愛滋感染者可以重新與自己、與外界有所連結。為此研究者好奇愛滋助

人工作者是如何與愛滋感染者建立關懷關係？又是如何藉由關懷關係陪伴愛滋

感染者面對自我或外在社會對愛滋的污名、歧視？ 

 

（二）愛滋助人工作者如何看待及因應在關懷關係中所遇到的困境？ 

    Noddings 認為關懷者在付出關懷時是一種冒險的行為，因為關懷者並無法保

證受關懷者會欣然地接受關懷（游惠瑜，2017）。在愛滋領域上，助人工作者在

協助愛滋感染者時，同樣需要以不同方式因應接踵而來的困境，例如有部分愛滋

助人者即便知道愛滋病的傳染途徑，但仍然對愛滋病毒的傳染有所恐懼，甚至助

人工作者也需要擔心可能會遭到患有思覺失調症或藥物濫用的愛滋感染者攻擊，

而發生非預期性的感染。也可能因為社會對愛滋的錯誤認知，而無法向親友訴說

工作中所遇到的瓶頸，更有可能會被其他醫療團隊成員孤立（馮明珠、陳惇杰、

林秋菊、施鐘卿，2009；江巧鈴，2008；柯乃熒等人，2002；吳孟姿，2004）。 

    不過也因如此，研究者好奇，愛滋助人者是如何因應上述困境，或者當與愛

滋感染者互動時，是否會因為不同身分、性別或理念上的差異，無法與受關懷者

建立關懷關係？若遇到這樣的狀況時，愛滋助人者又是如何找到解套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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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滋助人者是否會在關懷關係中有所反思及自我成長？ 

    Noddings 認為關係是動態的，關懷者與受關懷者在關懷關係中會彼此影響，

人在關係中與人相處時就如同在關係中拉扯。當這一刻與外界互動時，這個人也

會受到這段關係中情感的交流影響，創造了無限的可能。為此，研究者好奇愛滋

助人工作者在與受關懷者互動時，關懷關係會如何影響到愛滋助人者本身？另外，

其是否又曾因為一段難忘的經驗而對人生有所啟發？ 

 

貳、研究目的 

綜上所述，本研究基於研究意識，期待達到三個研究目的： 

一、了解愛滋助人者在服務愛滋感染者的過程中，所展現出的關懷倫理意涵。 

二、根據本研究的相關分析，可以給未來有志從事愛滋領域服務或有機會服務

到愛滋感染者的專業領域助人者一個方向參考；此外也可以給相關機構在

栽培工作者時的方向。 

 

參、研究問題 

根據研究動機及研究目的，本研究欲探討的問題： 

一、探究愛滋助人者從事助人工作時，如何賦予自己在專業服務上實踐關懷倫

理中的「關懷關係」意涵？ 

二、探究愛滋助人者從事助人工作時，如何賦予自己專業服務具有關懷倫理中

的「設身處地及全神貫注」意涵？ 

三、探究愛滋助人者從事助人工作時，如何在實踐關懷過程中遇到困境時，具

有關懷倫理中的「無所畏懼、勇於面對」意涵？ 

四、探究愛滋助人者從事助人工作時，如何在實踐關懷時，也同時感受到關懷

倫理中提及的「自我實踐」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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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此章節共分為三個小節，分別為西方主要的道德流變、Noddings 的關懷倫理

學及愛滋助人工作者。在理論部分，研究者試著藉由過去的相關文獻，梳理西方

學者對於道德流變的影響，並進而的引出 Noddings 的關懷倫理學脈絡。另外，在

實務的研究中，研究者則是透過前述提到的愛滋病感染者在台現況，進一步帶出

愛滋助人者的重要性，以及藉由相關文獻整理出，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台灣所面臨

的困境及因應反思。 

第一節 西方主要的道德流變 

壹、Immanuel Kant 正義論 

 

世界上只有兩樣東西是值得我們深深景仰的，一個是我們頭上的燦爛星空，另一

個是我們內心的崇高道德法則。 

                             Immanuel Kant《實踐理性批判，1788》 

 

行為的道德不取決它的結果，而僅僅取決於該行為背後的意圖。 

Immanuel Kant《道德形上學基礎，1785》 

 

I. Kant 的倫理學認為人天生具有理性，擁有思考、選擇的能力，可以創造自

己的生活，制定法律保障自己的權益，因此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尊嚴且受到尊重。 

Kant 是首位將責任（duty）當成道德的核心概念的哲學家，在 Kant 的著作

中，責任的概念指的是普遍的道德要求，也就是道德責任對每一個人都具有規範

作用。根據 Kant 的想法，只要是具有一般理性的人，一定知道自己應盡的義務，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受到道德的約束。但一個人的行為是否合乎道德，不是以該行

為造成的結果判斷，而是取決於這個行為背後的意圖；換句話說，有道德價值的

行為，完全是因為這個行為的目的就是為了履行義務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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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Kant 認為做為一個理性存有者都會具有善的意志，當他們面對道德情

境時便能以道德原則進行選擇（林火旺，2004）。因為善意志的善，不會因為所造

成的結果好壞影響到行為的本質，所以即使行為過程中有某些疏失無法達成目的，

甚至於造成不好的結果，也不會減損行為的道德價值。 

為了闡述善意志是因義務而為的意志，Kant 提出三個道德命題。 

一、有道德價值的行為必須是因義務而為。 

    Kant 強調行為的動機決定行為的道德價值，只有基於義務而行動的行為才是

道德上有價值的行為。然而道德上對的行為不一定具有道德價值，因為它有可能

是因為個人喜好而被實現。所以 Kant 認為如果當個人喜好和義務衝突時，這個

人仍然執行義務所要求的行為，那麼這個行為就是因義務而為的行為，也就是所

謂的道德價值的行為。 

二、一個因義務而為之行為，其道德價值不在於由此行為所達成的目的，而在

於決定此行為的準則。 

    Kant 認為一個依據義務而實踐的行為，其道德價值在於決定此行為的準則，

因為準則可以顯示行為的動機為何，如果行為的動機對所有理性的人都有效，便

可以稱這個行為是有道德價值的。 

三、義務是尊敬法則的必然行為。 

    Kant 的第三命題，是由第一和第二命題推演出來。他認為一個人清楚自己的

義務要求，和感受到對這個義務的尊敬是相同的，所以如果尊敬法則等於意識到

法則，那麼因法則而行就等於因尊敬法則而行。 

    Kant 藉由前兩個命題來解釋善意志和義務之間的關聯，藉由第三個命題說明

義務是由道德法則所規定的必然行為。至於道德法則具有普遍性及必然性。其中，

普遍性指道德法則是約束所有理性的存在者，代表人類受到道德法則的管理和約

束；必然性即道德法則要求所有理性存在者以某種方式行動（林火旺，2004）。更

詳細的說，他認為道德法則具有普遍化原則（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目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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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the principle of ends）與自律原則（the principle of autonomy）三項原則。 

一、普遍化原則：只依據那些你願意它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行動（Kant,1785）。

Kant 認為如果行為者在一個情境中，覺得這個道德行為是全世界的人都希望與

他一起遵守，便可以稱這個道德準則符合普遍化原則。換句話說，行為者如果依

循普遍化原則形式的道德責任做出決定，就會意味著所有人在同樣的情況下，也

會有同樣的決定。 

二、目的原則：不論對待自己或他人的天性，都要當成目的，絕對不能當成只是

手段 （Kant,1785）。Kant 認為人就是倫理的主體，任何道德正當的行為必須將人

視為目的，而不能只當成手段（林火旺，2004）。 

三、自律原則：每一個理性存在者的意志就是制定每一個普遍法則的意志

（Kant,1785）。Kant 相信人基於理性的緣故，會對自己有一些道德的要求和道德

規範的期待，因此道德法則的強制性是源於我們自己的理性意志（林火旺，2004）。

當因為理性制定出道德規範時，人們也會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遵守自己訂出

來的道德內容。 

 

貳、John Rawls 的正義論 

 

這是我們一定要反對的主張：因為天賦分配與社會偶然條件本來就不公不義，其

不公不義一定會蔓延至人事安排，所以體制安排必有缺陷。這種想法不時會成了

忽視不義的藉口，彷彿拒絕默許不義就像不能接受死亡。自然分配既不正義也不

是不正義，人出身社會某一地位也談不上不正義。這些只是自然事實。所謂的正

義與不正義，是體制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 

John Rawls《正義論，1971》 

 

    J. Rawls 的正義理論，是在自由主義下的脈絡延伸（林火旺，1998），希望可

以在承認多元的前提下，包容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和生活模式，使不同的哲學、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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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道德主張，都能和諧、並存於一個社會。簡單來說，就是在差異（diversity）

中建立統合（unity），如果達成這個目標，則必須要靠一個不同主張都能接受的

指導原則，這個指導原則就是社會正義原則（林火旺，2004）。 

    Rawls 批評效益主義將個人理性選擇原則運用在社會整體，認為這樣容易忽

略了人的差異性。他雖然接受每個自然天賦所造成的不平等，卻認為沒有人應該

在社會中擁有一個更有利的起點。因此認為正義是利用安排社會基本結構，使得

這些偶然因素有利於最不幸者的利益（the good of the least fortunate）。 

    Rawls 假設在一個良序社會中，當人們認定了一個相同的正義原則，同時接

受了這個正義原則的規範，而社會的基本制度也會參照於這個原則訂定。然而，

在自由主義的社會下，Rawls 認為儘管每個人都有正義感，但是具體實現這個正

義感的原則是由不同的正義觀念所組成（林火旺，2004），換句話說，人在面臨道

德兩難時，會因不同的人而有不同的主張。因此 Rawls 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個最

合理、適當的正義觀念，使所有具有不同價的觀念的人都能接受。 

    為了在價值觀多元的社會中，找到一個不同價值主張都能接受的正義原則，

Rawls 的理論以一種純粹程序正義的過程建構。透過純粹程序正義的概念，Rawls

的正義理論希望經由一個公平的程序決定適當的正義原則，他自稱其理論為「正

義即公平」（justice as fairness），強調正義原則的內容是由一個公平程序所決定，

而所謂公平的程序，則是這個程序並沒有對任何人特別有利或不利。 

    為達此目的，Rawls 採取契約論的模式，以平等地位為出發點，進而確定正

義原則（Kymicka，2001）。Rawls 的契約論對立約者處境的描述和傳統契約論者

不同，Rawls 的立約者是在原初立場（the original position）下選擇正義原則，他認

為藉此就可設立一個公平的處境，以純粹程序正義作為理論基礎的社會。在原初

立場裡自由、平等、理性的人會選擇的原則，就是最合理的正義原則，因此公平

程序中所同意的任何原則都是正義的。Rawls 認為如果要實現公平的處境，立約

者必須是在無知之幕之後，進行正義原則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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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知之幕是原初立場中最重要的關鍵，當人們處於無知之幕的後面，除了知

道一般性知識，沒有人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包括自己的階級地位或社

會身分，也沒有人知道自己天生的運氣，例如有什麼樣的能力、智商、體力等。

這樣的設計保證沒有人在選擇正義原則，會因為自己的特殊立場，讓自己屬於特

別有利或不利的情境。Rawls 除了強調立約者是在無知之幕後進行選擇之外，也

賦予了立約者的基本特性是：理性且互不關心，並且公開知道彼此都有正義感的

能力。此部分互不關心指的是，立約者對他人的利益沒有興趣，所以原初立場的

立約者沒有忌妒心，只要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所產生的差異不超過某一極限，立約

者不會因為他人得到較多的利益而沮喪。 

    Rawls 認為雖然在原初立場中，人們不知道自己將在社會中佔據什麼樣的地

位，也不知道自己將有什麼樣的人生目標，但總想擁有某些特定的事物，才能使

自己過上好生活。而這些人們共同追求的特定事物就是社會基本善（primary social 

goods），例如：權利、自由、機會、權力、所得、財富和自尊等，所有無知之幕

背後的立約者都可以在這個客觀依據下判斷正義原則。因為 Rawls 認為所有的社

會基本善都必須平等地分配，除非對某一種或所有社會基本善的不平等分配將有

利最少受惠者；所以 Rawls 的正義原則並非是透過「善」的概念加以定義，而是

強調「對」優先於「善」，正義原則的推論必須在不能預設任何特殊「善」觀念

的情況下進行選擇 （Rawls，1971）。 

    根據 Rawls 的推論，原初立場的立約者的選擇會依據兩個正義原則： 

一、每個人都和他人同樣擁有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權利。 

二、社會和經濟上不平等的制度設計，必須同時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一）使社會中處境最不利的成員獲得最大利益（差異原則 difference principle） 

（二）不平等的職務和地位，應該基於機會的公平向所有人開放（機會均等原則

fair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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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John Dewey 道德教育 

 

教育不是為生活作準備，而是生活本身。John Dewey《明日學校，1915》 

 

    J. Dewey 是一個自然主義的哲學家，他否定了超自然現象以及先驗的觀念，

只從自然現象或能被人體感官所認知到物體和事件來尋求解釋。受黑格爾的影響，

Dewey 傾向運用辯證法釐清自己的想法，將想法推向新的層次後，再進入另一個

循環的辯證。他主張利用謹慎的研究過程將假設或知識檢驗後，產生近似於真理

的結果，因此他認為探索問題和尋找解答的過程，重於知識本身的追求；問題解

決則牽涉到行為的假設與結果的測試。因此，教育者需要提供安全的環境，讓學

生思考行為後的結果，並且實際驗證結果後才能讓學生看到自己的進步與成長。 

其次，Dewey 認為人類是社會性動物，習慣於互相溝通，在互動的過程中會

建立出共同的行為原則，而這個原則不僅是個人道德行為的標準，同時也是個人

生存於社會上必須所遵循的規範（Noddings，2002/2008）。此外，Dewey 強調人們

需要為道德行為的結果負起責任，因此在付諸行動之前需要周詳考慮，且行為的

結果也需要受到公眾的檢驗。但 Dewey 認為每一個人追求的幸福都不太一樣，而

且人的慾望也會隨著生活改變，如果以單一指標定義何謂幸福，或對幸福分出等

級時，便可能會扼殺了其他人的幸福。 

    再者，Dewey 經常把教育當作成長的同義詞，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創造出更

多的教育經驗（Noddings，1965/2000）。Dewey 認為成熟的人會利用先前的經驗來

判斷接下來的行動，因此認為教育的過程需要有經驗的連貫性，當老師提前了解

學生的過往經驗，設計一套適合的教材時，才能讓學生在學習經驗中持續累進。

至於學校的教育最終目的，是培養有道德的公民，因此他將品格發展作為學校的

教育目標，認為品格就如同一個運轉的心靈裝置，是一種社會機構能力，具有三

個組成要素：力量、判斷力和情感回應（Noddings，2002/2008）。Dewey（1897）

認為一個人的品格必須具有進取心、持續性，並且有能力去支持和評估現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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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衝突狀況。他認為教育應當提供一個安全發展的環境讓學生有挑戰的空間，以

及主張判斷力是一種個別或均衡的價值觀，鼓勵教育者營造可以讓孩子們變好，

且可以讓他們學習縝密思考判斷的社會環境。Dewey 還認為需要培養孩童關注周

遭的生活環境，培養他們體會到別人需求的敏感度，且學習如何有技巧性的回應。 

    所以不論是在校內和校外，學生都應該遵循同樣的倫理原則，並且正式的公

民不應該脫離整個社會相互交織的關係體系中（Dewey，1897）。因此他提出「教

育即成長」的概念，認為老師需要以社會的視角設計教學方式，讓學生在活動或

作業中學習。但在此同時，他也強調在運用行為原則時，還是得針對不同的對象

斟酌調整，例如在面對小孩和大人的同個行為時，在對待上是需要依據他們的不

同經驗來做決定。 

 

肆、Kohlberg 道德發展理論 

     L. Kohlberg 從心理學的立場整合啟蒙運動自 Kant 以降的思想（簡成熙，

2000），並受到 Dewey 及 Piaget 的影響，對兒童面臨倫理困境所作的反應產生興

趣。他曾以道德兩難故事的認知判斷作為研究工具，作了跨文化年齡的訪談研究，

並具體建立訴諸正義價值的道德認知發展序階，包含道德成規前期、道德成規期

和道德成規後期三期六階段（方志華，2004）。 

Kohlberg 道德發展理論的分期 

序階一：道德成規前期（Preconventional Moral Reasoning） 

    此層次類似於 Piaget 的他律道德階段，相當於兒童時期，年齡約為四至十歲。

由於孩童道德主體尚未成熟，在面對道德兩難情境從事道德推理時，會有自我中

心的傾向（張春興，2015）。另外，也因為社會規範還未內化成孩童的行為規準，

所以個人行為主要在於藉由他人的標準來作為外在控制的標準，換句話說孩童在

判斷行為是否對錯，是根據外在標準來決定。在道德成規前期中，又可分為避罰

服從取向及相對功利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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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避罰服從取向 

    在 Kohlberg 眼中避罰服從取向是人類道德發展的最低程度，此時期權威者有

最大影響力，所以此階段的人主要依據行為後的結果作為行為對錯的標準。例如

行為後遭到權威者懲罰，就表示作錯事，反之如果行為後得到獎勵，就表示行為

正確。因此，孩童之所以服從權威者的命令，並非代表他完全了解應該社會規範，

而是因為害怕再次受到懲罰才服從。 

階段二：相對功利取向 

    相對功利取向是一種利益交換的心態，Kohlberg 認為此時期兒童理解到每個

人都會有想追求的利益，因此當與他人產生利益上衝突時，會藉由交換利益的行

為作為協議的過程。在此階段中的兒童判斷行為的對錯，是根據行為者是否能獲

取自身利益來作決定，他們仍然會以權威者的觀點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只是遵守

規範的考量多以對自己有直接利益時才做（張春興，2015）。 

序階二：道德成規期（Conventional Moral Reasoning） 

    此層次類似於 Piaget 的自律道德階段，相當於青少年期，年齡約為十至十三

歲。在這個時期中，青少年會知道自己所處文化上的規則，並同意這些規則是由

社會所規範。他們的行為價值以遵守規則為依據，做任何事情之前會考量到法律

及社會期待。Kohlberg 將道德成規期再分為尋求認可取向和法律秩序取向（張春

興，2015）。 

階段三：尋求認可取向 

    Kohlberg 相信尋求認可是人類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傾向（張春興，2015），所

以這個階段的個體會跳脫自我中心的思維，以「群體中任何一人」的超然觀點來

看待事情，瞭解到共同的情感、意見比個人的利益重要。因此，此時期行為的判

斷準則是根據社會大眾的價值觀為主，社會大眾認可的行為就是對的，社會大眾

反對的行為就是錯的（張春興，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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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法律秩序取向 

    Kohlberg 認為處於這個階段的個體，開始以法律權威和社會秩序作為道德判

准。此時，人們會開始界定每個人的社會角色，並且理解到自己在社會上有應盡

的義務，例如在學校應該遵從校規、在社會上應該盡公民義務等（張春興，2015）。 

序階三：道德成規後期（Postconventional Moral Reasoning） 

    在 Kohlberg 的理論中，此層次相當於成人早期，然而並非所有人的道德發展

都可以達到這個階段。這個階段中的個體因為對於道德的價值與原則有明確的認

識，所以在面臨道德兩難時，不必經由法律或社會規範的約束，而是依據個人良

心和價值觀從事是非善惡的判斷（張春興，2015），在此序階中，又可分為社會契

約取向及普遍倫理原則。 

階段五：社會契約取向 

    Kohlberg 認為道德發展到此階段的個體，會體認到人類有不同的價值觀和意

見，因此當面臨道德兩難時會透過理性思考，體認到｢唯有遵守大眾共識共信下

訂定的社會契約才是為了全體的利益作考量｣，也就是個人的行為若合乎於契約

規定者，就是符合道德的行為。 

階段六：普遍倫理原則 

    Kohlberg 沿用 Kant 義務論及 Rawls 的正義觀（林婉婷，2011），認為道德發

展到此階段的個體，在面對道德兩難時，會藉由個人的人生觀及價值觀發展出一

套擁有一致性和普遍性的信念，而這個信念是依據內在標準，以個人良心來作為

判准。換句話說，當行為者的行動會受到個人的良心譴責時，就可以判斷這個行

為不符合道德行為。 

    Kohlberg 雖然承襲了 Piaget 將特殊、簡單、他律取向的思考放在低位，把自

律取向視為優位，且認為最高的道德發展階段是來自於人們對個體正義的反省。

然而他的道德發展理論有兩個特點，第一，每個階段都存在著序階性，高序階較

低序階更具有道德價值（簡成熙，2000），且人類的道德發展過程是隨著年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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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依循著普遍性的順序原則改變（張春興，2015）。第二，Kohlberg 認為人們在

面對道德情境時，所做的價值判斷會帶有自身所在社會的文化意涵，在面對同樣

的道德情境時，行為者的道德行為會根據所處的文化不同有形式上的差異。不過，

Kohlberg 也特別強調，在不同文化下，較有道德感的人，其道德感認知形式是一

致的（簡成熙，2000）。 

 

伍、Gilligan 的關懷倫理 

    1982 年 C. Gilligan 在《不同的語音：心理學理論與婦女發展》書中，對 Kohlberg

以正義為主的道德發展理論的研究結論提出質疑（游惠瑜，2008），她認為傳統

心理學的道德發展，僅反映男性道德思維，忽略了女性獨特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經

驗 （黃怡菁，2003）。 

    Gilligan 提出正義與關懷兩種不同的道德意識，認為正義是以男性的生命處

境與經驗為主的道德意識；關懷則為貼近女性的生命處境與情感，為女性的道德

意識（游惠瑜，2017）。Gilligan 表示男性早期因為有分離的經驗，所以在面對道

德兩難時上，會以理性思考為主，能獨立公正無私的遵守原則；相較之下，女性

早期沒有分離的經驗，不會用外在規則來做優先考量，而是重視具體情境下的個

別性情感，強調依賴與關係脈絡中的道德關懷。（游惠瑜，2008）。 

   然而，Gilligan 並非質疑正義、自律、公平原則的重要性，而是認為 Kohlberg

的道德發展僅反映了男性的認知，有貶低女性之嫌（簡成熙，2000）。她在研究中

發現女性的道德判斷比男性重視關係脈絡，這些正是女性道德成熟的基本元素，

而非 Kohlberg 認為的道德缺陷。因此 Gilligan 認為正義與關懷兩者的內容在道德

倫理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實踐理性或正義倫理之前，關懷關係的建立則是必

要條件（游惠瑜，2006）。 

   為了說明關懷倫理的生成歷程，Gilligan 將關懷倫理分成三個階段，其中包含

兩個轉換期（林婉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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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一：個體生存導向 

    Gilligan 認為女性在這個階段中處於利己的思維，以個體生存為導向，做任

何決定前會先考慮到自身的利益（林婉婷，2011）。 

轉換期 I： 

    開始與他人互動後，女性會漸漸跳脫利己思維，理解他人的需要也應被考慮，

並且逐漸對自我和他人產生依附性責任，當經過第一個轉換期後，會再進而推廣

到社會的層面（吳姿宜，2008）。 

階段二：自我犧牲階段 

    Gilligan 認為女性在這個階段中，社會規範與價值對其產生很大的影響力，

因此在面臨抉擇時，會以他人或社會的需求為優先考量，以自我犧牲來滿足他人

的需求，屬於利他的成規階段（吳姿宜，2008）。 

轉換期 II： 

    在個時期時中，女性將道德的善界定為自我犧牲與和諧的關係，因此女性會

另外發展出新的判斷，在考慮他人需求的同時，也會顧慮到自己的需求（吳姿宜，

2008）。 

階段三：不傷害的道德階段 

Gilligan 認為當女性達到成熟的道德思考階段時，會在自己與他人之間建立

一種道德的平等，在人-我間找到一個適當的關係作為道德判斷的行動原則。在

社會結構中的女性，道德取向是重視「人-我」中的關懷關係、責任與承諾，其道

德的發展路徑，是導向利己、利他，最後致人我兼顧的三階段（方志華，2004）。 

Gilligan 稱之為不同的語音，表示女性和男性的道德認知有所不同。而在

Gilligan 心中理想的關懷是看見別人有需要而做反應，這樣的理論視角也成為

Noddings 關懷倫理學強而有力的鷹架（吳姿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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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Noddings 的關懷倫理學 

壹、Noddings 的關懷倫理的思想源起 

     Kohlberg 從心理學的立場，整合了 Kant 以降的思想，建構了有名的正義倫

理（簡成熙，2000）。如前幾節所述，Kant 的義務論主張從行動者本身的責任與

義務來衡量行為的善惡與否（游惠瑜，2009），並且在純粹理性的概念中強調個

體的理性、自主性與普遍性是道德哲學的核心。然而 Noddings 認為 Kant 的純粹

理性概念不僅排除了女性經驗，甚至讓道德主體置於內在需求之上，從與他人的

關係脈絡中分離（游惠瑜 2006）。為此，Nodiings 提出以道德情感和關係為出發

點的關懷倫理學，認為關懷是源自於人最深處的情感，而自然關懷的情感又根植

於關係之中（莊慶信，2009）。簡單來說，關懷倫理認為關懷關係的建立是倫理道

德最重要的事情，當關懷者與受關懷者間的關懷關係被建立時，雙方才能在關係

中對另一人全心地投入關注的行為。 

    此外，Rawls 也曾根據 Kant 的契約論提出原初立場的情境，他認為在無知之

幕之後，理性可以讓每個人利用正義的原則來分配資源。因為 Rawls 認為，在人

際脈絡中並無法建立公平的秩序，施予者與受予者都會因為受到壓力，以致無法

進行獨立理性的判斷。所以 Rawls 延續 Kant 所提出「不可把別人只是當成手段」

的觀點，認為每個理性的個體都有基本的尊嚴，應該受到一定的尊重 （簡成熙，

2000）。然而，Noddings（1984）不這樣認為，她提到個人成長源自於母親對子女

自然和諧的養育關係，在這樣的關係中，愛心、同情和照顧都是兩人相處間的重

點。因此 Noddings 主張將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納入類似於母性關係的情境中，並

強調發自內心的珍視對方的情感、想法和需求，給予適當的回應，才是在具體情

境中尊重他人。此外，Noddings（1984/2014）在《關心：倫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

路徑》一書中提到，在關係當中女性較常擔任關懷者的角色，原因在於女性在日

常生活大多需要從事照顧關懷他人的工作，所以相比於男性擁有較明顯的關懷特

質。換句話說，女性的關懷源於生活中最深刻的感受：根植於接納、關係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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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兩段分別從 Noddings 的觀點，比較了 Kant 及 Rawls 在道德倫理上的差

異。第一段的開頭論述了 Kohlberg 整合 Kant、Rawls 等哲學家的思想，提出了道

德認知發展理論。不過在啟蒙運動時期，女性不滿西方傳統社會忽視、壓抑女性

特質及需求，因此開始追求和男性在公領域上的平等，以及反觀自身女性的價值，

希望進而取代男性為主導的文明發展（呂育生，2009）。而當時身為 Kohlberg 學

生的 Gilligan 對於 Kohlberg 的道德認知發展理論提出了批判，認為 Kohlberg 的研

究結果僅反映了男性的認知，忽略女性的道德責任特質，因此另外提出了女性的

道德聲音（游惠瑜，2008）。 

    之後，Noddings 延續了 Gilligan 的觀點，從哲學的立場闡揚關懷倫理學的重

要性。她藉由父親的語言及母親的聲音，分別代表傳統倫理學以及關懷倫理學；

傳統倫理學忽略了女性在處理道德問題上的特殊方式，忽視了關懷者及受關懷者

在具體情境中的感受需求。根據 Noddings 的觀察，在面臨道德兩難時，女性會異

於男性以理性思維做出判斷的方式，她們會先發揮同情心與受關懷者建立關懷關

係，並在關係中理解事件的整體脈絡，爾後再做出回應的行動。雖然 Noddings

（1984）的關懷倫理學是以女性的經驗為基礎，但她強調關懷的特質並非女性獨

有，而是每個人都活在關懷的關係中，有時是關懷者，有時是被關懷者。因此林

婉婷（2011）提到關懷倫理的目的是藉由關注倫理關係，使得人們可以透過女性

經驗達到更好的生活，所以男性也應該具備關懷、實踐關懷倫理的能力。換句話

說，關懷倫理應該去性別化，成為人類共同的道德價值（游惠瑜，2008）。 

    在上述段落中，研究者從關懷倫理的視角比較 Kant、Rawls、Kohlberg 和

Gilligan 對道德倫理的認定差異；研究者多次提到關懷倫理即便源自於女性的生

活經驗，其中衍伸的經驗與道德思想，卻不限於女性（Noddings，1965/2000），因

此在道德教育觀點上，Noddings 認為小孩應該不分性別地學習關懷能力，提升對

於他人生活處境的敏感度。此外，她也延伸了 Dewey 的觀點，強調教育必須有經

驗的連續性；如果希望學生在學習上有成效，老師應該協助學生連結當下與過往

 



 

36 
 

的學習經驗，並且讓學生知道學習的課程對於未來生活的幫助。另外，也是受到

Dewey 哲學思維的影響，Noddings 認為既然人們的道德生活與自然界無法分割，

而我們又是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所以人的道德感和直覺反應同樣為世界的產物，

道德教育並非只是學科上的知識而已。 

    就此來看，Noddings 和 Dewey 在教育思維上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是 Noddings

卻認為 Dewey 的論述中太少強調「感受」。Noddings（1965/2000）在《教育哲學》

一書中，融入女性主義學者 Held 的觀點，認為道德經驗不僅是可觀察的事件，

也包含了行為者在其中的感受。Noddings 認為當 Dewey 重視價值澄清的過程遠

高於價值內容本身時，如此會因為僅看見道德經驗中可觀察的事件，反而忽視過

程中諸如情感層面無法實證的部分（Noddings，1965/2000）。因此相較於 Dewey

以實驗經驗的觀點，認為每個生活領域都可以依循邏輯找出「應該」做什麼的方

向，關懷倫理學則是認為「應該」是從生活的經驗當中直接得來的，人們並不需

要建構一個精密的邏輯關係來解釋人們應該積極對待他人（Noddings，1965/2000）。

Noddings（1965/2000）提到每個人都有過被照顧的經驗，雖然在過程中不足以讓

自己成為一個充滿關懷心的人，但是卻會漸漸地讓自己對他人產生出一份責任感，

使得在普通的情況下會自然而然地對他人所處的困境有所反應，我們稱之為自然

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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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關懷的基礎 

    Noddings 提到人類從呱呱墜地開始，便進入到一個關係網絡，所有人都會在

成長的過程中，逐漸更新與外界的關係，並且受其影響。對 Noddings 來說，「我」

是由關係所定義的，沒有一個人可以在關係外被辨識（林婉婷，2011），因此關係

正是關懷倫理學的核心價值。Noddings 認同 M. Buber 將人的存在狀態分為「我-

你」（I-Thou）、「我-它」（I-It）的觀點，她與 Buber 一樣重視「我-你」的關係，而

非「我-它」的關係，因為她認為「我-你」關係在面對事情時，關懷者是不帶有

任何價值判斷，選擇全然的接受對方的全部存在 （陶文娟，2016），使得關懷的

價值在關懷的關係中被體現。 

    除了建立雙方關係之外，Noddings 認為人類得以在關係中以情感回應作為道

德實踐的核心。傳統的道德哲學中，關懷只是道德實踐伴隨所產生的結果（吳姿

宜，2008），然而對於 Noddings（1984/2014）來說，關懷的行為被描述為一種較深

厚的關係，即便人們可能在認知到關係的義務時會有苦悶的感受，然而當體認到

自我的價值及關懷的可能性時，便會有喜悅的感覺，而這也是對關係存有的體現

與覺知。此外，也提到人在關懷關係中不僅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價值，也可以透

過情感交流，增進雙方對關係的承諾，加深承擔道德責任的意願。在關係中實踐

關懷，可以滿足人類關懷他人與被人關懷的基本需求，因此 Noddings 提出了實

踐關懷行為的特點，以下研究者分點論述： 

一、人存有的核心是關係 

    雖然 Noddings 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然而她在人類存有的自由觀點上，卻有

別於傳統的存在主義，Noddings 的關懷倫理學強調關係是存有的根本（吳姿宜，

2008）。方志華（2004）提到存在主義為了保求個人自由的意義與價值，走入個人

主義的立場，然而這種擺脫群眾關係，正好預設了無法逃離的、一直存在的關係。

因此對 Noddings 來說，當人類一面自由地做決定，另一面卻又牢牢地與親人和他

人連結在一起時，才是人類真實存在於社會上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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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關懷倫理學在界定自我時與社會建構論有點相似。關懷倫理學以

社會脈絡來界定自我，認為人並非是由獨立理性的思維所建構，Noddings 提到我

們的存在與關係是互相依賴的，一個人的成長過程，無法擺脫社會文化對自我的

影響，因此唯有當意識到自我與關係互相依存時，才得以自由的發展關懷關係。 

 

二、由進入關懷關係彰顯人類自由的體用 

    Noddings 認為個人在關係中自由的苦悶與焦慮感，是來自於就算在關係中可

能會有無止盡的責任，但卻依然保有是否進入關係的選擇自由。在這樣的狀況下，

有的人會選擇逃避面對關係中的責任，也有人會選擇進入關係勇於承擔責任。而

對關懷倫理學來說，在關係中承擔責任時可以找到自我價值的根源，而這個根源

則是來自於勇於面對與親密他人不可消失聯繫在一起的事實（方志華，2004） 

 

一方面我們覺得我們有決定的自由，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與親人有著不可

割捨的聯繫。這種聯結，這種基本關係，位於人類的核心（Noddings，

1984/2014：35） 

 

    Noddings 指出，在面對關係時會因為對責任的覺知產生焦慮，而之所以會在

關係中感受到責任存在，是因為認知到自己對關係無可遁逃（陶文娟，2016）。每

個人生來就是處於關係中，沒有一個人可以逃脫關係，因此 Noddings 認為人的自

由並非將關係隔絕在外，而是要面對其真實性（陶文娟，2016），勇於在理想的關

係中藉由關懷來彰顯自由。Noddings（1992/2003：97）曾說：「如果我們將自我至

於關係中來理解，那麼自我就更不容易從它所處的各種關係中分離出去」，因此

如果我們學習在關懷關係中，勇敢承擔因關係所衍生出的責任，不僅可以創造雙

方實體見面的機會，也可以讓雙方對自我認同與了解越來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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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有意義的關係是幫助他人成長和自我實現 

    Noddings（1984/2014）將關係定義為是一組組的成員彼此經驗交融、相互作

用，當關懷者及被關懷者建立了關懷關係時，雙方會因為關懷情意的交流產生一

些改變，Noddings（1984/2014）引用了 Mayeroff 的觀點，提到最有意義的關係是

幫助他人成長和自我實現。在關懷關係中，關懷者全神貫注於對方身上，設身處

地為對方著想關注其需求；若在此同時，被關懷者也接收了對方的關懷，並且給

予關懷者一個肯定的回饋時，雙方就會因為這樣的關懷關係有了被接納、被滿足

的感受。也因為有了這些感受，關懷者得以看見自己關懷實踐的能力、肯定自我

的價值，被關懷者也因為關懷者的關懷行為得以成長改變，因此對 Noodings 來

說，關懷他人的同時也是在關懷自己，而這也是關懷得以持續的原因所在。 

 

參、關懷的動力 

    關懷倫理學把人看成是相互聯繫，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聯（陶文娟，2016），

它探討的是關懷關係網絡中的關懷行動。Noddings（1984）雖然贊同 David Hume

主張的道德是建立和根植於感覺之上，但也同意在實際的道德行為中，情感關懷

與理性的關懷都極為重要。因此，她認為道德行動的美德需要兩種關懷，一種是

自然關懷，也就是道德情感的原初始；第二種是倫理關懷，這是回憶自然關懷以

後所產生的回應（Noddings，1984）。 

一、自然關懷（nature caring） 

 

任何已經脫離嬰兒時期的人都多少知道自己曾被別人照顧過，也許被照

顧的印象不太深，不能清楚什麼是真正的照顧，也無法因此而培養出充

滿關心的成人，但是這是我們對別人自覺有份責任的起源。在許多普通

的情形下，我們自然而然會對他人所處的困境有反應，我們稱這種自發、

無須刻意的反應為自然的關懷（Noddings，196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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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dings 認為在面臨他人陷入困境時，我們所產生的惻隱之心，有一部份是

源自於小時候受到母親真情流露、自然付出照顧的影響，這種不矯揉造作，為別

人好的關懷，是一種天性促此的利他情感（游惠瑜，2005）。Noddings 將這樣的道

德行為稱為自然關懷，並將之視為接納和回應他人關懷的基礎（Noddings，1984）。

她認為這種與生俱來的情感，會讓我們在生命中的某些時刻自然而然地去關懷他

人，並且想為被關懷者消除那些不能忍受的痛苦、滿足他的需要或實現夢想

（Noddings，1984）。不過，Noddings 也提到，這一份與生俱來的自然關懷能力並

非人類本能，而是透過反思且選擇後的結果，因此她認為人類的自然關懷比較適

合被解釋成本性。為此，她強調關懷者必須隨時體悟到自己有這樣的本性，進而

滋養這顆已經種植在心中的關懷種子，讓關懷的動力持續茁壯（林婉婷，2011）。 

 

二、倫理關懷（eathical cating） 

    當我們看見被關懷者有需求時，可能會因為某些原因阻礙了自然關懷的發動，

使得我們不想像個關懷者一般的去回應。這時候關懷者的行動抉擇，就必須得藉

由一連串關懷與被關懷的記憶，喚起維持原始「我必須」的種種，而這樣的關懷

被稱之為倫理關懷（Noddings，1965/2000）。 

 

倫理關懷就是有意引發的結果。當「我應該」的想法遭遇衝突，有股來自

內心的聲音：「我應該如何如何，但是我不想要」、「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這人活該，我會什麼要幫他？」，當遇到這樣的情況時，我們無須依賴

道德規範，而是盡可能回想我們曾經照顧別人以及被別人照顧的情景，

並在內心裡創造出一幅我們關懷別人的理想圖畫（Noddings，1965/2000）。 

 

    Noddings（1984）認為倫理關懷是自然關懷的回應，當回應他人的困境與自

我的利益產生衝突時，我們必須藉由過去美好的關懷與被關懷的經驗，重新審思

關懷者與被關懷者的關係，在情境中做出抉擇。之所以會有這樣的過程，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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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關懷是一種道德的義務，是自我對陌生他者的關懷，它要求關懷者應該對被

關懷者表達出情感的反應，所以當關懷者面臨上述情況時，會反問自己「如果被

關懷者是個和善的人，或是我們所愛的人時，我們會怎麼樣做？」。Noddings 也

表示倫理關懷最大的貢獻在於長時間內指導人的行為，日積月累下對人們的自然

關懷造成變化，使人們能夠以更成熟的態度來實踐道德行為（Noddings，

1965/2000）。 

 

三、自然關懷與倫理關懷的比較 

 

康德視理性優於情感，他堅持只有出於義務以及謹慎推理之原則下的行

動，才具有道德價值，愛、感性、傾向都被康德認為是不可信賴的；但

關懷倫理學則將順序顛倒過來，主張把自然的關懷列為首要，並且以關

懷倫理學來修復他。這種優先順序的反轉，即是康德倫理學與關懷倫理

學之間最大的差異（Noddings，1965/2000） 

 

    Noddings 主張自然關懷始於家庭，一旦家庭中的親密關係能夠建立，關懷者

便可以推己及人，由近到遠的去關懷危難的陌生人。此外她也提到，倫理關懷是

依賴於自然關懷，因為倫理的行為源自於兩種敏感，一種是對他人直接的感受，

另一種則是對最好自我的感覺（Noddings，1984）。因此 Noddings 批判傳統的倫理

學，反對 Kant 的道德哲學將義務「倫理關懷」為重，貶抑來自情感的「自然關

懷」（陶文娟，2016）。 

    Kant 學派認為倫理道德的義務是來自於人類理性及邏輯思考，然而關懷倫理

學中，Noddings 認為關懷者接受義務是因為重視人與人之間自然關懷的關係。儘

管如此，Noddings 並非否認在道德行為中理性判斷的重要性，即便他認為引起關

懷者的關懷動機，是來自於自然關懷中情意流動，但是她認為倫理關懷也算是自

然的關係中人們會自然地想要保持的關懷關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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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關懷圈鏈 

    關懷關係不僅重視關懷雙方之間的互惠性，也期望將關懷向外擴大到關懷

者能力所及的範圍（林婉婷，2011）。Noddings 延續了 Gilligan 的關懷三層次：

利己、利他到人我兼顧，她所倡導的關懷是串聯著很多層次，由內而外分別為

「關心自己」、「關心身邊親密和熟識的人」、「關心陌生人」、「關心動物、植物

與自然環境」、「關心人造物質」、「關心知識和學問」（Noddings，1992/2003）。 

    Noddings 表明我們需要藉由「關懷」來貫穿我們生命的本質，連結那些我們

真正重視的東西。林婉婷（2011）將 Noddings 關懷的圈鍊化為同心圓的圖示，認

為關懷者的位置就在圓心，代表是一個以關懷者為核心的人際網絡，而同心圓每

一層代表個人的人際圈，越接近圓心代表與關懷者關係越緊密，離圓心越遠就代

表越疏離。Noddings（2002/2008）強調這種關懷方式並非線性，每一層次的關懷

都可以進行修正與補足，例如關懷者在付出關懷時，也許會發現應該先學會如何

成為一位被關懷者，這樣在照顧他人的時候才更能感同身受。以下，研究者一一

介紹不同關懷圈，Noddings 認為的精隨之處如下： 

一、關心自己 

    Noddings 認為關懷自我的整個活動中，自我了解是最基礎的（Noddings，

1992/2003）。她提到可以從反思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型態，並且負責任地為此

理想努力實踐，達到關懷自己的可能性。其中，包含了關注自己的身體生活，例

如運動和自己的關係、營養和安全的相關事宜；或者是精神生活，例如一個人的

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還有工作生活、休閒生活等。 

    Noddings（1992/2003）認為關懷自己的過程中，不僅可以讓一個人在關懷的

情境下，體察並接受關於關懷自己的所有資訊，也可以從藉由關懷他人的經驗，

來回檢視自我關懷的狀態，以推己及人的方式顯現出社會關懷（方志華，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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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心身邊親密和熟識的人 

    Noddings（1984/2004）表示，關懷者關懷內圈親密的人是出自於愛，她表示

這種愛是不求回報、沒有分際的（吳姿宜，2008）。Noddings 將這種關懷又細緻地

分為兩種關係，一個是雙方在關係裡是平等的，如朋友、家人、情侶、同事或鄰

居等；另一個則是不平等的關係，如親子、師生等。在平等關係的狀態中，每個

人都有相對應的權利與義務，沒有人應該在彼此的關係中委曲求全，雙方應該試

著去了解彼此在生活上的立場與困境，學習欣賞彼此間的差異。在不平等的關係

中，孩子、學生通常都是被關懷者，當他們面臨由利己轉向利他的人生階段時，

身為父母或老師，應該試著以領航員的角色，帶領他們成為有能力付出關懷的人。 

    林婉婷（2011）以關懷者及被關懷者的角度，思索關懷親密他人與熟識但不

親密他人的差別。她認為以關懷者的角度來說，因為親密他人與我們關係緊密，

所以比其他人更容易傷害我們的愛與關懷。不過，關懷者還是會時時刻刻的提醒

自己，這些人是身邊的重要他人，所以會更容易持續關懷。相較之下，面對我們

熟識但不親密的被關懷者，我們需要在付出關懷前，做出更多的考量或斟酌。但

是方志華（2004）認為，我們對被關懷者的道德成長仍有責任，因此身為一個關

懷者，還是會冒著自以為是或毫無用處的風險去關懷他人。而以被關懷者的立場

來看，我們會更期待獲得親密他人的愛，因為彼此存在緊密的關係，愛和關懷行

動容易讓被關懷者感受到關係的實存（林婉婷，2011）。 

 

三、關心陌生人 

    Noddings 認為對於遙遠的人，關懷者容易因為資訊的不足，所生處的文化差

異等，很難去了解對方真正的需求並切中表達出關懷之情。然而，方志華（2004）

表示關係鏈的形成是「對於不認識的人，我有關懷的準備」。雖然關懷那些離同

心圓越遠的對象，越容易受到更多的不確定影響，但也因為有了關懷的行為，才

能有機會建立起關懷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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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dings（1992/2003）承認關懷陌生人是一件不簡單的事，尤其是在關懷陌

生人之前，需要先了解它的困難和限制。因為關懷者無法在陌生的被關懷者面前

出現，所以無法確定關懷是否已經完成；此外，也因為遠距離的關係，對於被關

懷者的理解有限，因此關懷的行為反而有可能會讓被關懷者陷入更痛苦的處境。

為此，Noddings 也強調關懷者需要時刻的去注意，關懷的行動會如何實質的影響

被關懷者。 

 

四、關心動物、植物與自然環境 

    Noddings（1992/2003）認為，人類的繁衍生息離不開動植物，因為我們生活

的質量取決於養育人類和其他生命的自然環境。然而，在工業革命後，社會開始

以文明經濟和開發建設為優先考量，資源大量開採、使用，在滿足人類的慾望下，

破壞了原有人類與之共存的自然生態。Noddings 認為在小孩的成長歷程中，家長

與老師應該從小教導孩子認識動物、植物及環境，從學習中體認人與自然界中其

他生命物種的關係。 

 

五、關心人造物質 

    Noddings（1992/2003）認為，我們對於人類創造的物質世界也需要付出關懷，

她提到關心這些物品和工具與關心人類有所不同。因為關心物質並不會產生直接

的道德影響，物品不會因為關懷者的關心而有情緒性反應，然而對 Noddings 來

說，關心人類的物質世界是具有重要的影響。 

    Noddings（1992/2003）指出，當我們不珍惜所擁有的物品時，就是濫用世

界上的資源，這個行為具有道德上的意義，因此需要接受道德的批判。此外，

她也認為如果想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我們就不能忽視自己的行為會對別人造

成什麼樣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藉由過去歷史所傳遞的文化，學習看見並珍惜

人類生存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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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心知識和學問 

在關心知識和學問中，Noddings（1984/2014）考量了審美及智性的關懷。她

認為這兩者雖然本身不是道德，卻對道德有所貢獻。當教育者培養學生智性及

藝術上的成長時，可以讓受關懷者在學習中感受到接受性的喜悅，而這樣的喜

悅可進一步的增加我們個人的自信與活力，幫助我們在要求道德時，維持我們

的道德承諾（方志華，2004）。 

 

伍、關懷倫理的主體 

    「關懷」指的是人際互動的一個過程，而在這個互動關係當中「關懷者」與

「被關懷者」會因為彼此間的情感交流建構起關懷關係（游惠瑜，2017）。Noddings

認為關懷者（one-caring）與被關懷者（care-for）對關懷關係都有獨特的貢獻，若

缺乏一方，關懷關係就不算完成。因此，接下來研究者分別整理出，在關懷關係

當中關懷者與被關懷者雙方間的互動歷程： 

一、關懷者 

    Noddings 的關懷倫理學起因於人是以「共同在此」的方式生活（呂育生，2009），

人們有的永恆義務，就是以一個關懷者的身分與他人相遇。身為關懷者，會將他

人需要視為我們自己的義務來實現，而關懷者的接納正是「吾與汝」關懷關係的

起始（Noddings，1984/2014）。藉由全神貫注及設身處地，關懷者可以感同身受被

關懷者的需求，以此依據來作回應，而這樣的過程就猶如藉由探測器來蒐集關懷

需求一般（呂育生，2009）。 

（一）全神貫注（engrossment） 

    「全神貫注」是指關懷者以開放的態度接受被關懷者所傳遞的一切訊息（陶

文娟，2016），真實感受被關懷者所經歷的一切（Noddings，1965/2000）。當關懷

者全神貫注於被關懷者時，會藉由認真傾聽、觀察及感同身受來體現對被關懷者

的接納（林婉婷，2011）。此時，關懷者對行動的考量是忘我的，會將自己投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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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的對象之中（呂育生，2009），這也就是經歷了 Noddings（1984/2014）所說的

過程：「從工具理性的世界，轉換到置身於關係的世界。」 

    雖然 Noddings（1984/2014）主張完全接納被關懷者，但是她提到關懷關係中

的接受性是分離且客觀的。在全神貫注下，關懷者可以感受到自己是獨立的個體，

關懷者是在保有自己的思維和見解下，在關係中去理解被關懷者。這個過程並非

是異於關係，而是以一種開放性享受情感自由的態度，以突顯出關懷者在關係中

的獨立自主（方志華，2004）。為此，Noddings 認為，假若遇到一個自私的人不斷

索求關懷時，關懷者能用保護自己關懷他人能力為出發點，選擇從關係中抽身而

出（Noddings，1965/2000）。然而，在關係之中如果關懷者在面對被關懷者時，

僅停留在接納的態度，這樣就不能算是關懷（care for），而僅僅算是關注（care 

about），換言之，我們關懷者在關係中必須回應（被關懷者）：我們表達自我，我

們擬定計畫，我們實現（Noddings，1984/2014）。 

    在關懷倫理學下，回應的方式雖然沒有特定模式，但是 Noddings 認為當關懷

者多次面臨道德兩難的時，會自行建構出回應的規則，並以彈性且具自我對話的

方式作為實踐的態度（呂育生，2009）。除了回應的態度及方式之外，Noddings

（1984/2014）也提到幾個回應的特點，例如關懷者的回應必須聚焦於人身上，因

為每個人都具有獨特的差異性，因此關懷者不能忽視被關懷者的個別差異（林婉

婷，2011）。就算是關懷者對被關懷者的所作所為無法全然認同，依然要嘗試去

維繫某種關懷關係，並藉由長期的相處，找出被關懷者會感到滿足的需求，讓關

係漸入佳境（Noddings，2002/2008）。不過，Noddings 也提到如果沒有足夠的時間

得以深入理解對方，關懷者只要秉持關注被關懷者當時的需求並給予回應，使得

被關懷者感受到被接受，且願意給予關懷者回應時，雙方的關懷關係便算是完成。

不過 Noddings 也提到關懷關係建立的過程並非都會順利美好，因此當關懷者時

面臨到無法繼續持續接納被關懷者時，便就需要轉捩點，來讓關懷者以冷靜的方

式思考彼此關係，藉此避免因為陷於泥沼而忽視對人的關懷（吳姿宜，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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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ddings 強調關懷者的全神貫注，不只適用在最初的關懷關係建立，而是融

入在整個關懷關係的交互過程中，簡單來說，全神貫注「從未離開過關懷關係」： 

 

在最初與最終的階段，都可以表現出接受性的特質，最初我們接受它所呈

現的那樣，最終我們皆是他關聯與此的那樣。我們由此看出，我們與和我

們關聯的對象是如何連結起來（Noddings，1984/2014） 

 

    當整個關係中關懷者全神貫注於被關懷者的需求，並投注足夠的關懷時，就

會產生一種設身處地為他著想的念頭，甚至有種想為他做點什麼的衝動，而這也

是 Noddings 指出關懷者之所以能對被關懷者實踐設身處地的基礎。為此研究者

在下個段落，將會解釋設身處地在關懷關係中的實踐。 

 

（二）設身處地（motivation displacement） 

 

一個人在一些關鍵時刻是可能也應該站在兩個立場的。這樣做既是為了避

免一個立場出發的偏激行動，也是為了雙方之間建立一種更積極的關係

（Noddings，1992/2003）。 

 

   「設身處地」是指一種將動機能量流向他人的過程，接受對方的邀請與他人

共同分享（陶文娟，2016）。呂育生（2009）強調設身處地是由自我的立場跳脫出

來，投入他人的意識當中，用他人的立場看待事物；徐敏雄（2009）則是認為「關

懷者在心理上建立一個有彼此的立場，對被關懷者或是整個關懷關係來說，都是

一種被重視且友善的環境，因此設身處地的反應可促成關懷關係的雙向溝通。」 

    當我們了解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情況後，我們能感覺到自己的能量流向對方所

遭遇到的痛苦或對未來的計劃，甚至希望為他解除負擔、實現夢想、分享喜悅或

澄清疑惑（Noddings，1965/2000）。然而，即使關懷者懷有良好動機，也很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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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傷害到別人（Noddings，1992/2003）。如果在關懷他人的過程中，抱持著「你要

這樣做，這是為你好」、「我認為那樣才是最好的」等，都不能算是真正的設身處

地，而是將自己的慾念強加於被關懷者身上。為此，她認為全神貫注和動機移置

並不會告訴我們要去做什麼，而只是展現我們對被關懷者關心時的心理狀態。 

    不過，當關懷者設身處地為被關懷者著想時，為什麼會有一股驅力，使得關

懷者願意為被關懷者付出呢？呂育生（2009）提到 Noddings 將 Gilligan 的婦女道

德發展三階段轉化過程，看成現實我、道德我和理想我之間的轉化。對 Noddings

來說，「理想我」有本質的關係性，而「道德我」則是介於「現實我」和「理想

我」之間，是將人推向理想我的能動力量。因此，當關懷者實踐道德的行為為被

關懷者著想時，就會由內心產生出一種 「我必須」的念頭，驅使他做一些對被

關懷者有助益的事情，而這種我必須是構築關懷者倫理圖像的動力來源。因此關

懷者的回應（包含全神貫注和設身處地），並不是為了向他人炫耀自己具有道德

性，而是在履行自己倫理的理想圖像。 

 

二、被關懷者 

    Noddings（1965/2000）認為關懷並非完全決定於關懷者一方的態度與目的，

而必須考量到這份關懷在被關懷者身上產生什麼樣的效果；於此同時，她也以女

性主義的觀點詮釋希臘神話的故事，闡述被關懷者對關懷者的影響。她提到被關

懷者對關懷者的作用，在引起關懷者的動機，進一步來說，被關懷者既是關懷關

係的催化劑，也是關懷者付出關懷的目的所在（呂育生，2009）。 

    被關懷者在關懷關係中是非常關鍵的角色，若是被關懷者沒有接納關懷，並

且給予關懷者善意的回應，那麼就不能算是完成關懷關係（1965/2000）。方志華

（2000）認為在關懷關係中，關懷者和受關懷者的關係既不平等，又是互相依賴

且存有互惠性，以下研究者將分別討論關懷關係中不平等的相遇和雙方的互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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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平等相遇 

    Nodding 表示，一個理想且成熟的關懷關係是共同性的（呂育生，2009），關

懷者與被關懷者並非永遠固定的兩群人，只要機會允許，雙方都可以是關懷者與

被關懷者。然而她也表示，關係當中還是需要其中一方擔任主要關懷的角色，必

有一方會成為關懷者，因此在大部分的時間裡，這兩者的關係是一個不平等的會

合（Noddings，1984/2014）。常見的不平等相遇關係，出現在老師與學生、醫生與

病患、父母與小孩以及助人工作者和案主間，當雙方互動時，儘管關懷者有著敏

感且易於接納的特質，一旦只要關懷者認定自己有幫助被關懷者的能力時，雙方

的關係就已經處於不平等的狀況（呂育生，2009）。 

    儘管在關懷關係中，因為關懷者對被關懷者的情境有著幾近的了解，使得被

關懷者成了看似較為弱勢的一方；但是 Noddings 提出關懷關係的完成與否，是以

被關懷者是否領會而定（呂育生，2009）。因此，被關懷者是有「主動力」可以在

選擇回應時，根據自己的需求流露出真實的自我，充分體現被關懷者的自由

（Noddings，1984/2014）。此外，她提到不僅是被關懷者在關懷中，可以自由的表

現自己、成就自己（方志華，2000）；關懷者在接受被關懷者時，也會讓關懷者在

自我的放開與接受中，顯其獨立自主。而且，Noddings 也不排除在互動的過程中，

本質式的不平等相遇會因為長時間的積累，而漸漸趨向平等的相互關係。 

    即便關懷關係看似美好，然而 Noddings（1984/2014）還是點出關懷關係中存

在的限制。例如 Noddings 提到關懷本身具有多樣性，每個人對於關懷都有著不同

的想法和期望，因此建立關懷關係的過程也就像是冒險一樣，有著不確定性的結

果。然而，對於關懷者來說，儘管有可能會失敗造成衝突或傷害（吳姿宜，2008），

關懷者依然會試著去關懷被關懷者；因為關懷關係始於關懷者，但完成於被關懷

者，只要被關懷者不認同或感知不到關懷，這個關係就不能稱作關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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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惠性 

    林婉婷（2011）曾以開啟關懷互惠之門的鑰匙來代稱被關懷者的回應，認為

被關懷者有決定性的能量，使關懷關係向前推進。因為在 Noddings 眼中，關懷關

係裡的人們是互相依賴的，關懷者所追求的善，一部份在被關懷者身上，因此當

我們開始學習去關懷他人時，也會習得很多被關懷的意義（Noddings，2002/2008）。 

    Noddings 認為互惠性是一種成熟的關懷關係，在情感的接受與交流回應的過

程中，雙方都能相互關懷，他們既是關懷者又是被關懷者（陶文娟，2016）。方志

華（2004）認為如果關懷者真誠的對待被關懷者，而被關懷者也真誠地表現出自

己真正的需求，並給予滿足回饋，因此關懷的效果就在兩者間傳遞，互惠性也在

其中。 

    之所以被關懷者的回應如此珍貴，是因為關懷者在真心付出關懷時，並不會

設想會得到被關懷者的回饋；只要被關懷者表現出一個微笑、讚賞的言語時，都

會使關懷者非常開心。不過也因為關懷本身就是一個冒險的行動，所以如果被關

懷者拒絕的關懷者的關懷時，並非是任一方的錯，而是互動環節上出了錯誤。為

此，關懷者在建立關懷關係之前，便需要抱持著有可能要承擔失敗的傷痛。不過

因為關懷關係中具有互惠性，就是雙方在保有自由開放的關懷關係中，能夠充分

發揮支持彼此的力量，所以 Noddings 表示盡管關懷關係被破壞，關懷者也不能只

是說我們已經關心了，而是需要分析讓關懷變得如此困難的原因 （Noddings，

2002/2008）。  

    此外，關懷倫理所主張的互惠性，也並非如 Rawls 等契約論主義者所主張的

契約關係（Nodding，1984/2014）。因為在關懷關係的脈絡中，關懷者和被關懷者

雖然是拘束（關懷需要在關係中實踐），但也同時是自由的；雙方的角色有可能

會常常互換，而非一成不變。另外，關懷者的付出是真誠的，他們並不是因為自

利的原因去交換對方回饋，也不會期許被關懷者來平衡自己在關係中的付出（林

婉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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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整體而言，Noddings 認為人在關懷關係中才能自由的存在，才能擁有關懷他

人以及回應他人關懷的能力（游惠瑜，2017）。在關懷關係中，關懷者可以藉由獨

立的思維全神貫注、設身處地地為被關懷者著想，並藉由被關懷者的友善回應的

過程，實踐自己倫理的理想圖像；而被關懷者在關懷關係中，並不是被操弄的客

體，而是自由的主體，這樣的認知對關懷者來說，才是真的接受了被關懷者（方

志華，2004）。儘管沒有人可以保證關懷關係中的任何環節，因為就算有著關懷

情意也並不一定會流露出來，即使展現出關懷情意也並不一定會給予承諾；就算

是承諾並且付諸時間，也未必會持續下去並讓被關懷者接納（方志華，2004），不

過，對 Noddings 來說，當雙方都共同為關懷關係努力時，彼此便可在感受互相情

感交流的快樂中，增進雙方對道德的承諾，並承擔關懷關係間的責任，一同朝著

理想的道德與幸福的生活前進（游惠瑜，2017） 。 

 

陸、關懷倫理的實踐方法 

    Noddings（1984）認為所謂的道德教育是指提升受教育者的道德理想，努力

地保持和增強他們的關懷理想和能力，使得受教育者可以持續與他人產生獨特的

相遇。而 Noddings 提到實踐道德教育的工作者，不局限於學校裡的老師，還包含

家庭中的父母、社會上的警政單位、社會福利單位等，而且每個機構都是以培養

受教育者的關懷能力為首要的教育目標。至於道德教育的進行，Noddings 曾藉由

關懷倫理學的觀點提出四個重要概念：身教、對話、練習、肯定，以下分別介紹。 

一、身教：建立關懷關係 

    Noddings 認為每個人都會在與他人真誠相遇後進入一段關懷關係，雙方在這

段關係中是互為主體，彼此都對這段關係有著承諾及選擇的自由。其中承諾代表

一個關懷者對自己和受關懷者持續性接納的應允，而每一個的選擇則會影響到彼

此在這段關係中的互動。Noddings 認為道德教育方法中的身教，就是教育者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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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專業上對學習者有示範作用的一種承諾（方志華，2004），因為身為一個老師，

應該要將關懷內化至生活當中，完全體現一個關懷者的角色。她堅信美好的關懷

關係經驗，能成為人們未來關懷他人的動力（Nodding，1984）。因此教育者應該

創造與學習者的關懷關係，並且在關係中以自身的關懷行為讓學習者體驗受關懷

的經驗，也讓他們得以從中學習關懷的態度，培養關懷的能力（方志華，2004）。 

    不過儘管學習者在關係中可以學習到具體的關懷行為及態度，但是對於

Noddings 來說教育者對學習者的關懷，主要還是體現在對學習者的接納（方志華，

2004）。Noddings 認為在關懷關係中的接納，有別於自然主義式對學習者的放任，

而是在積極傾聽及理解受關懷者的主體聲音之後，有意識地在關懷關係中創造一

個安全的環境，讓學生有機會實踐關懷。因此 Noddings 也提到如果學習者想進一

步的對他人展現出接納的態度，則必須學習試著從自己的立場，設身處地的進入

到他人的立場，以一種包容開放的心去接納不同的生命故事（Nodding，1984）。 

 

二、對話：在互動中展現對話的力量 

    Noddings 曾以男性和女性的對話方式的差異，將傳統學校師生的互動比擬為

父親式的語言，而認為重視師生間關懷關係的學校是以母親式的語言為主。前者

在教育的過程中教育者多以抽象、客觀的觀念指導學習者，後者則是以貼近真實

生活的經驗作為師生間對話的內容。 

    對話是一種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互動，Noddings（1984）認為它和爭論最大

的差異在於爭論的目的是取勝，而對話則是藉由深入的交談與互動，與對方進一

步接觸、了解相遇和關懷（游惠瑜，2005）。游惠瑜（2005）認為當對話展開時就

會進入彼此相互了解的關係建構過程，這種人與人之間完全的接納與深入探索，

不僅可以讓關懷者進一步了解對方的處境，也可以藉由受關懷者的回應得知自己

可以如何調整，以便更適當的去關懷、照顧受關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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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關懷關係裡，除了可以經由對話讓雙方了解另一人的處境，Noddings（1984）

也提到關懷對話是建立在開放的、信任的、合作的關係之中，在這樣的狀態下雙

方得以傳達彼此真實的情感，並且落實對他人的關懷與接納。因此，如果在道德

教育中教育者是以一種非專家主義的方式進行，並用開放且坦誠的態度真實呈現

自己在關係中的感受，不僅可以拉近與學習者之間的關係距離，也可以讓學習者

在人際推理、溝通、決定、分享、妥協、互相支持等關懷情感的開放對話中，學

習如何接納他人（游惠瑜，2005）。 

 

三、練習關懷：體現對他人的關心 

    如果想要培養能夠關懷他人的成人，就要讓學習者練習對他人施予關懷，才

能增進他們的關懷能力（游惠瑜，2005）。Noddings 認為教育者應該提供男孩和女

孩實踐關懷他人的機會，讓學習者透過與受關懷者相遇，感受到「我必須」關懷

他人的情感。但是在關懷倫理學下，練習與實踐並非只是去提升學習者的專業能

力，而是希望在過程中讓學習者學習到關懷的精隨。因此 Noddings（1984）認為

在實踐關懷之後，教育者應該給學習者充裕的時間，討論他們在過程中所做過的

事，並帶著他們討論實踐關懷過程中情感上的轉變。 

    另外，Noddings 還提到學校所建立的關懷關係，不僅可以讓學習者擺脫傳統

教育的評分制度，亦能提供學生一個安全冒險關懷他人的機會。上述有談到教育

者在關懷關係中的示範，可以讓學習者在體驗到受關懷者的感受後，引發心中想

對他人關懷的情意；而在練習與實踐關懷的方法中，學習者則會有機會在不造成

傷害的情況下，對他人表達與付出關心。身為老師的 Noddings 因為看見學生在參

與各種實際經驗時經歷諸如焦慮、難過、興奮等情緒，所以強調教育者需要陪伴

學習者在歷程中的情感反應，試著藉由解除學習者心中的負面情緒，以及理解他

們在過程中的努力後，讓學習者願意繼續在新的困難領域中冒險嘗試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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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肯定 

    「肯定」讓關懷倫理與其他道德教育有了最大的分別，因為在關懷倫理學中，

肯定並非是追求超越的、更高的和普遍的價值，而是藉由相互探索的結果使彼此

改變 （游惠瑜，2005）。Noddings（1984）認為肯定就是挖掘出一個人心中既已存

在的同情心，並藉由反思和承諾加以認可。此外，Noddings 也提到肯定是根植於

對他人理想的了解（引自廖修寬，2013），因此她特別強調在關懷關係中，關懷者

並非僅是給予受關懷者片面的鼓勵，而是在對受關懷者有足夠深入的了解後，以

同理心的方式如實回應受關懷者的狀況。 

    至於如何對一個人產生足夠的理解？Noddings 在《關心：倫理和道德教育的

女性路徑》提到：我不能認可一個孩子，除非我和他交談並和他一起實踐。在文

章中她點出了「肯定」有賴於對話和實踐，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讓關懷者有機會

理解受關懷者的處境與想法，並且在受關懷者身上找到最好的動機做歸因和詮釋

（方志華，2004）。此外，關懷倫理學的特點之一為：在關懷關係中，關懷者及受

關懷者雙方皆互為主體，為此 Noddings 提到在關懷關係中，當受關懷者接收到另

一方給予的肯定時，會更清楚地看見自我道德理想的圖像；而當關懷者接收到肯

定時，則能增強自己在這段關懷關係中的關懷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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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愛滋助人工作者 

壹、助人工作者 

    助人工作者是指受過專業訓練，透過助人關係與助人技巧之歷程，協助服務

對象提升能力達到個人成長的工作者。黃惠惠（2005）認為助人關係是指雙方一

同在關係中為其中一人解決困擾，使受助者能增進能力、有所成長。但是在整個

助人歷程中，有時最重要的並非目標的達成，而是在受助者困境徬徨、無助之的

狀態，藉由專業的技能，引導他們以客觀的角度重新詮釋自己與環境的關係，進

而願意採取有效行動來解決問題。 

    儘管助人工作者的類型分布廣泛且工作內容多有所重覆，不過國內外依然有

學者將助人工作者分類。E.L Cowen（1982）根據助人工作者不同的工作內容，將

助人者分為四個層級：第一級助人者以心理治療的專業提供助人服務為主，例如

諮商員、心理治療師、社會工作者；第二級助人者，除了擁有專業能力之外，還

能實際協助當事人處理問題，例如牙醫、醫生、律師、牧師、護士、警察、觀護

人、教師及父母親等；第三級助人者為人際關係中的助人者，例如在職場上的經

理、督導等；第四級助人者稱呼那些嘗試幫助身邊親友、同事，甚至為陌生人解

決問題的人。至於黃惠惠（2005）則是依循受過專業訓練與否，將助人工作者分

成專業助人者、半專業助人者及非專業助人者。其中，專業助人者為受過嚴格助

人專業教育的工作者，例如身心科醫師、臨床心理師、心理輔導員、社會工作人

員等；半專業助人者指那些以團隊的方式跟隨專業人員，或在其督導下工作的助

人者，例如醫療助理、輔導人員、觀護人等；非專業助人者指的是未接受正式的

助人專業訓練，但透過參加相關的講座或研習，了解該領域助人的工作內容及基

本概念等，例如教師的助理、諮商機構的接待人員等。 

    Noddings 認為關懷關係的營造，是透過關懷者及受關懷者情感交流而起，過

程中不僅被關懷者可以得到協助，關懷者也可以透過對方友善的回應及個人的反

思得到成長。此外，T. Skovholt 也提到，雖然助人工作者所從事的專業領域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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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是他們都會在關懷他人與照顧自我需求中取得一個平衡點（游玉文，

2018）。研究者認為要在兩者間找到平衡點並非易事，為此 G. Corey（2003）指出

專業助人工作者的人格特質尚需包含：對自己有足夠的認識，且時時尊重、欣賞

自己，並能選擇及經營自己的生活。此外，他也提出與 Noddings 相似的觀點，認

為助人工作者在提供服務時，需要透過真摯及誠實的態度關心他人的福祉，並且

在全神貫注提供服務中，找到助人的意義。儘管如此，Corey 還是認為在關懷他

人時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因此倘若在助人工作的過程中犯錯，助人工作者只要

勇於承擔並接受改變就可以了。 

除了上述提到的特質，Corey 認為在工作中展現活力、幽默感，且重視多元

文化的影響、活在當下、維持健康的人際關係等，也都是專業助人工作者需要具

備的人格特質。此外，黃惠惠（2005）則是將專家們的看法綜合之後，提出有效

助人者的特質包括：1.對人關懷、有興趣；2.身心成熟；3.具有自我覺察的能力；

4.彈性的態度；5.敏銳的觀察力；6.真誠的態度；7.溝通能力；8.豐富的知識。 

一、助人工作者的動機 

    李明晉（2017）提到成為助人者的動機是一個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這不

僅關乎助人者個人成長和職業生涯的發展，也會影響到助人工作者是否能有效地

為別人提供幫助。Orlinsky 與 Ronnestad（2005）在心理師技能及專業成長的研究

中，調查了 3,577 位的心理諮詢師，其中有將近一半的諮詢師表示，他們成為心

理師的動機與自己的個人議題息息相關。 

    吳嘉振（2010）訪問了八位在非營利組織工作的社工員，發現受訪者從事社

工員的動機與大學教育及個人特質有關。當助人者在求學階段中，曾因為就讀社

會相關科系而接觸到社工領域的課程時，只要本身沒有排斥，未來在找工作時都

會留意助人類型的工作；此外，也有一些人是因為個人特質與助人工作接近，因

此決定投入助人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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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a（1999/2006）指出一個人從事助人專業的工作，原因可以分為健康（正

向）或不健康（負向）的理由。例如，有些人是出於利他的心，想為他人的生活

或為社會做些改變而樂於助人；有些人則是因為在生活中受到其他助人者楷模的

影響而選擇從事助人專業；另外還有一些人認為助人工作與社會的文化價值一致，

且在工作的歷程中，可以經由與同儕的互動得到支持、成長，因此投身於助人行

列。不過，助人者也有可能是因為自己曾經歷過痛苦的歷程，所以激起想幫助他

人的心，或者是助人的歷程中，看見個案的生活有所改變時，激發工作的動力。 

    然而，Bugental（1965）提到助人工作者也有可能因為不健康的誘因而幫助別

人，如同 Sussman（1992）的研究：從心理諮商師的潛意識中探究了他們的心理

需求，會發現最常見的助人動機為「想要得到別人認可的願望」和「想要與別人

建立親密關係的願望」。助人工作者因為自己的需求，而透過與案主發展關懷關

係，解決個人過去未竟事物，以及將助人行為視為一種任務，在助人的過程中，

實現自己「拯救幻想或認為自己是建議忠告的智慧傳遞者」，都被稱之為負向的

助人動機。 

    不過雖然負向的助人動機，會影響助人者在工作中的成效，然而 Clara

（1999/2006）卻認為多數的人是基於健康與不健康誘因的混和從事助人工作，因

此正向和負向的助人動機是可以同時存在的。甚至助人動機中存在一些所謂「黑

暗的」動機也是正常的（Skovholt & Jennings, 2004），而了解助人動機不是為了去

分是非對錯，而是為了去更好地將它與諮詢的學習和工作相結合。 

    上述不同學者對助人工作者從事助人工作動機的分類，雖然與 Noddings 在

關懷倫理學中所提及的關懷動力有點相似，他們都是藉由個人內在的驅力或外在

的社會規範所做區分；然而，研究者認為關懷倫理學在探討關懷關係網絡中的關

懷行動時，是根植於感覺之上，因此相較於其他學者，Noddings 較為關注於關懷

動力對助人者情感層面的影響，為此她將關懷動力分為道德情感的初始動力-自

然關懷，以及回憶自然關懷以後所產生的回應-倫理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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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人關係中的助人方法 

    當一個人決定對他人提供協助並進而採取行動時，便產生了助人行為（管意

璇，2009）。儘管助人工作者的工作方法，會隨著不同的工作領域、工作區域有所

差異，然而近年來，助人專業共同朝向以增強權能的方法提供服務，期待在陪伴

案主的同時，可以使其看見自己的社會權力地位，並培養發展其公民能力（陶蕃

瀛，2004）。協助案主增強權能的過程中，Dubois 和 Miley（2002）指出增強權能

之實踐，需要助人工作者與受助者間關係平等且相互接納尊重，彼此如同關懷倫

理所談及的關懷者與被關懷者間的相對位置。此外，在助人關係中，助人者視服

務對象為有足夠能力行動的主體，且認為關懷的重點在於協助服務對象自身的成

長轉化的同時，助人工作者也可以從中獲得改變的可能。研究者認為，增強權能

的工作方法，如同 Noddings 在關懷倫理學中曾提及關懷者與受關懷者皆是關懷

關係中的主體，且在助人的歷程中，助人者與受助者的生命經驗皆可以有所改變。  

    陶蕃瀛（2004）還提到，增強權能取向的過程是動態、持續演化的發展歷程，

方法是透過對話、參與實踐及反身關照。過程中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所以當

面臨到生命困境時，代表著其背後正受到許多錯綜複雜的因素影響。為此，助人

工作者需要透過與受助者的交流，了解受助者個人的問題形成與情境脈絡，設身

處地的幫助受助者分析其個人問題。當助人工作者看見服務對象需要有管道取得

資源，並獲得機會嘗試解決問題時，助人者主動的提供陪伴、支持及肯定，緩解

受助者在面對人生困境時的焦慮感，使其願意再次嘗試解決問題從中成長。上述

陶蕃瀛所描述在助人關係中，助人者透過增強權能的方法協助案主面對人生困境，

研究者認為就如同 Noddings 在關懷倫理中表示的，關懷他人是一個動態的歷程，

且重點應著重於雙方如何在關懷關係中，透過對話、練習及肯定方法影響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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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人關係中的困境 

    助人的行為可以被界定為一個人幫助另一個人探索個人情感或覺察生命後，

得以做出改變（E. Clara，1999/2006），雖然從結果論來看，這是一個美好的歷程，

然而其實在助人的過程中依然會有許多潛在的問題。鄭泓鎂、鄭麗芬、李明峰

（2018）整理了國內外助人工作者相關的研究，提出危機事件本身的張力、危機

妥善處理程度的壓力、助人者本身受到人身威脅的壓力以及助人者面臨死亡及挫

敗感而產生的專業耗竭等四種困境。此外，社區助人者在處理危機個案時，也可

能遭逢包含在工作初期因為對業務的不熟悉，或經驗的不足使得在工作中背負沉

重的壓力；當面臨國家政策及社福單位雙方對工作的期待有所落差時，助人者容

易遭受到內外的衝擊；在協助求生意志不高的案主時，助人者必須時時承擔因死

亡議題所引發的負面情緒。 

    除了上述提到的幾個困境，助人者在提供服務時，也可能受到助人工作者倫

理規範的影響。倫理守則是提供助人者在處理與當事人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

時的準則，目的在於保障服務品質，維護當事人的福祉（蘇以青、董力華、黃瑛

琪，2009）。田沛雯、蔡佩娗、吳忻哿、彭威誠（2018）提到，助人工作者會因為

工作環境的影響，使得自己與個案間的關係界線模糊，例如在小型社區服務時，

助人工作者與居民容易存在著「難以避免」的多重關係；而這樣的關係處境，在

美國心理學會（APA） 倫理規範中，是被認為基於個案的免受傷害權，心理師應

盡可能避免與當事人有雙重關係（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2002）。此外，在當今資

訊網絡高度密集的社會裡，助人者也需要與其他專業領域有所合作與交集。所以

張語晴、鄭思秋、歐天心、陳亮晴、吳芝儀（2018）曾藉由台大潑酸事件探討助

人工作倫理議題，提及當助人倫理中的保密原則遇上新聞自由時，助人工作者容

易陷入工作困境。一方面媒體確實為民眾體現了知的權利，卻也可能造成隱私權

的侵犯；當新聞自由與個人隱私產生衝突，便形成新聞自由與隱私之間的模糊地

帶（邱伊翎，2010；袁曉波，2006）。 

 



 

60 
 

    社會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人們容易受到工作壓力或人際網絡的複雜性影響，

因此需要助人工作者從旁協助承接情緒，並給予生活上的建議及協助。所以黃克

先（2013）指出，助人專業的情緒勞動與其他職業相比更為複雜，且過程中存在

著許多的風險與困難。例如，當助人者面對受到社會污名的受助者時，為了與其

建立密切且值得信任的關係，助人者必須先克服心中對受助者的見解。此外，在

不同的助人階段中，助人者需要對受助者展現出不同的情緒，時而給予正向的情

緒支持、時而又得藉著表達負面情緒促使受助者改變，甚至有時為了要提供客觀

的協助，又要隔絕自己的情緒感受。助人專業高度重視助人者的情緒勞動，因此

在養成教育中便教導助人者需要情緒控制，進而的影響到助人工作者的情緒展演。 

    管意璇（2009）指出，助人工作者的壓力會影響助人者生理、心理與行為的

反應，進而對個人及服務對象造成傷害。例如助人者可能因為情緒耗竭，以消極

的態度來衡量自己的工作成效，以致產生負面感受。結果導致在協助他人，或是

逐漸以冷漠態度面對受助者，甚至認為受助者所面臨的困境是自己應得的。而黃

克先（2018）也指出，助人者在工作中的情緒勞動，可能會導致助人者的個人角

色衝突、道德危機或對專業認同的挑戰等。 

 

四、助人者的困境因應 

    助人者遭遇困境時除了選擇離職，亦有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而繼續留任。

例如孫煒（2004）提到，社工員在非營利組織上工作，不全然是為了經濟因素，

還會為了某種精神上的希望和滿足。在吳嘉振（2000）關於工作滿足度與留任意

願的研究中也發現，社工員繼續留任的原因可分為個人因素及組織因素兩者；而

鄭泓鎂等人（2018）的研究也將助人者因應工作困境時的策略，分為內在及外在

支持系統兩部分。 

    鄭泓鎂等人（2018）認為助人者可以在與個案經驗相互交流、突破困境的過

程中，找尋到屬於自己從事這份工作的助力。為此，他們認為助人者可以透過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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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自我覺察及反思、接受工作危機事件所帶來的情緒感受、接納自己的限制，

學習坦然面對成功與失敗，達成在工作困境中的自我保護及成長。研究者認為，

如同 Noddings（2002/2008）在關懷倫理學中提及，關懷本身就是一個冒險的行動，

即使被關懷者拒絕的關懷者的關懷，也不一定是任何一方的錯，有可能是互動環

節上出了錯誤。為此，關懷者在建立關懷關係之前，便需要抱持著有可能要承擔

失敗的傷痛，並且當面臨關懷關係被破壞時，關懷者也不能只是說我們已經關心

了，而是需要分析讓關懷變得如此困難的原因。 

    而吳嘉振（2000）的研究中指出，可能影響社工員工作狀況的個人因素，包

括對工作的熱誠度、工作中的自主性、成就感及自我成長。舉例來說，當助人者

從事有興趣的工作時，其工作滿足度會比從事沒有興趣的工作來較高，因此面臨

困境時，也較有留任的意願。此外，儘管助人者是高度專業的工作，但是助人工

作者在面對不同的案主時，若能保有自主性發揮自我想法的空間，提供其不同的

處遇時，工作的滿足度也會較高。再者，當看見服務對象因為自己的專業協助而

改變時，助人者便可以看到工作的價值，因而選擇繼續留任。研究者認為上述的

過程，如同關懷倫理學中提及的關懷者與被關懷者的互惠性。因為 Noddings 認為

關懷關係中人們是互相依賴的，雙方情感交流回應的過程中，彼此同時是關懷者

與被關懷者的角色都能互相關懷，而其中助人者可以藉由被關懷者的友善回應，

實踐自己的倫理理想圖像。 

    另外，吳嘉振（2000）及吳慧萍（2012）也同時提到外在支持系統對助人者

的重要性。例如助人工作者可以藉由與主管建立良好的溝通模式、與同儕建立良

好的合作模式、與家人建立良好的情感連結，或增進朋友間良好的人際互動方法，

幫助自己度過面臨機構或環境資源不足時的困境。因此，在助人者於工作中遇到

困境時，不僅可以依靠個人的內在支持系統因應困境，也可以透過工作夥伴、組

織氣氛、專業進修等來突破助人工作者成長的瓶頸。不過，研究者認為愛滋助人

工作者的支持系統與一般的助人工作者有所差異，後續將有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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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愛滋助人工作者 

    愛滋助人者泛指其服務對象為「受愛滋病毒影響的人」的助人工作者，例如

醫生、護理師、愛滋個案管理師，公部門中的監所管理員、觀護員，或是在民間

機構服務的諮商心理師、社工員（師）、輔導老師及照護員、志工等。這些受過

一定程度訓練的工作者，不論是專職、兼職或實習工作，其服務都必須符合專業

助人者的行為，，都必須有實際協助個案或管理個案的具體工作（江巧鈴，2008）。 

    R.W. Saunders & D. S. Burgoyne（2000）提到專業助人者者對愛滋感染者的支

持，在其疾病適應的歷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轉引自陳怡伶、宋麗玉，2014）。

雖然在醫療進步的年代下，愛滋病儼然成為了一種慢性疾病，然而江巧鈴（2008）

指出，愛滋病與其他慢性疾病有所不同，愛滋感染者容易因為家屬、朋友的負面

看法，感受到壓力而漸漸地縮限人際網絡。因此，在感染者的疾病適應歷程中，

感染者的親友、家屬，也需要專業的工作者從旁協助。 

一、台灣愛滋助人者的實務實踐 

    國內外對於愛滋助人者的研究雖然不計其數，然而因為不同類型的感染者需

求會有明顯的差異，因此過去的研究大多是在特定類型的助人工作者，探究其提

供服務時的方法及困境。例如 Chippindale 與 French（2001）發展出整體照護愛滋

病感染者的三階段諮商模式：在第一階段（檢驗前諮商）中評估案主的愛滋病知

識程度，並且與案主討論如何面對檢驗結果及可能產生的情緒反應。第二階段（檢

驗後諮商）中，助人者在陪同案主等待檢驗的結果時，同時給予案主相關的衛教

資訊，並陪伴其得知感染愛滋病時的心理反應。第三階段（後續諮商）中持續了

解案主疾病適應的狀況，並且鼓勵案主穩定接受醫療服務，增加其對生命的期望。

研究者認為，Chippindale 與 French 提及的愛滋照護諮商模式，大多被應用在國內

有提供愛滋篩檢的機構，而通常這些機構的助人工作者，主要的服務內容是協助

案主在感染疾病的前期調適心理狀態，試著坦然接受個人及外界對愛滋病的污名，

勇敢進入醫療體系穩定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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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R.B. Hays、R.H. Magee 與 S. Chauncey（1998）整理了愛滋志工與社工面對

愛滋感染者所應該注意的事項，例如助人工作者應該以平常心對待案主，切勿將

他們視為病患或特殊的人物，並且與案主保持高度信任的關係，藉由陪伴、同理

等方式，讓感染者說出不易開口的困擾。另外，因為許多愛滋感染者都是一個人

獨自面對疾病，所以助人者可以邀請有同樣經驗且已經克服困境的感染者，分享

自己過去的經歷，藉此鼓勵其他同樣受到愛滋病影響的案主（轉引自江巧鈴，

2008）。研究者認為，在同儕團體當中感染者的施與受，不僅協助部分感染者走

出困境，更是讓提供服務的感染者體驗到被需要的感覺，而因此讓他們可以有機

會抵禦外界對愛滋病的偏見歧視，提升了自我的內在價值，並且進而找到靈性的

意義。 

  在上述的敘述中，研究者感受到愛滋助人者的工作，不僅是單純協助案主面

對困境，更需要在長期的陪伴中，與案主一同找到個人內在的力量，進而培力案

主面對人生困境。而這樣的培力過程，與 UNAIDS（1999）提出的 GIPA（Greater 

Involvement of People Living with or Affected by HIV/AIDS）原則相似。所謂的 GIPA

原則意旨擴大感染者參與，使受愛滋病毒影響的人們可以意識到要多關心愛滋社

群，並且為自己發聲。GIPA 原則在 1994 年的愛滋病高峰會議上，由 42 個國家

領導者共同擬定，其中包含兩個重要基本元素：一個是受愛滋病毒影響的人群是

一個連續的群體，從出現愛滋病症狀的個體，到感染者及其尚未被感染的伴侶、

家人和親友，都可以在愛滋病防治（照護）中提出貢獻；此外，在愛滋病防治（照

護）的過程中，應該讓這些受愛滋病毒影響的人群，可以有足夠的社會空間可以

參與。同樣關注愛滋感染者培力的學者莊登閔（2011）也指出，當感染者感受到

自己在愛滋社群中具有影響力時，才能從受害者（victim）角色轉移到助人者

（helper）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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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愛滋助人者工作困境 

   儘管助人的行為看似是一個美好的過程，然而諸多研究指出，愛滋助人者在

協助案主時也會面臨許多困境。J. Dworkin、G. Albrecht 與 J. Cooksey（1991）調查

了含括醫師、護理人員與社工員在內 536 名醫療專業助人者，照護愛滋感染者過

程中的情緒反應。研究結果顯示護理師對於愛滋感染者最不友善，只有 8%護理

師願意照顧感染者，且擔憂自己需要照顧愛滋感染者的程度也較醫師與社工員多，

並且超過六成以上護理人員與醫師在執行醫療檢驗與施打靜脈血管感到不舒服

（轉引自江巧鈴，2008）。而在台灣的愛滋醫療領域中，盧幸馡、高碧霞與羅美芳

（2011）分別整理了台灣護理人員及醫師對愛滋感染者的態度與照顧意願，研究

結果發現，部分醫療人員對於愛滋感染者的照顧意願低落，且甚至願意為拒絕照

顧愛滋感染者而辭職（郭濟芳，1993；周勵志、江美珠、呂健弘、 魏惠志，1993；

張秋麗、鄒海月、任新菊，1999）；而儘管在保障愛滋感染者人權的法條中規定醫

療人員不得拒絕提供愛滋感染者服務，然而仍有相當比例的醫療人員認為自己有

權利拒絕照顧愛滋感染者（周勵志等，1993；賴玫娟等人，1998；丁志音、涂醒

哲，2004）。更令人難過的是，就算醫療人員願意服務愛滋感染者，其照顧意願也

會對於不同身分的愛滋感染者有所差異（丁志音、涂醒哲，2004）。 

    不過盧幸馡 等人（2011）也提到，雖然有相當比例的醫療人員拒絕照顧愛滋

感染者，但是受訪者卻多數認同應該提供愛滋感染者醫療服務，或是認為其有權

利獲得應有照顧（陳瑞琨，1993；張秋麗等人，1999），而這樣的研究結果也與 J. 

Dworkin 等人的論點一致。此外，丁志音、李芳盈、方啟泰（2013）也比較了 1994

年及 2012 年醫師對愛滋病照護經驗、知識及態度的改變，研究結果發現，隨時

間演進醫師對感染者的照護經驗、知識及態度皆有大幅度正向改善。 

    除了醫療人員拒絕服務愛滋感染者之外，在以倡導人權正義的社會工作專業

裡，助人工作者在面對愛滋感染者時也有同樣的狀況。L. S. Wiener 與 K. Siegel

（1990）調查 406 位美國紐約醫務社工者，發現 60%的受訪者不會應徵以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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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或病患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工作；50%的受訪者表示當服務對象為愛滋感染

者或病患時，會覺得不自在（轉引自江巧鈴，2008）。而莫藜藜與鐘道詮（2006）

也藉由整理國內外社會工作者拒絕服務愛滋感染者的相關文獻，重新耙梳國內部

分社工者不願協助愛滋感染者的可能理由，研究結果顯示，國外社工缺乏意願服

務愛滋感染者的因素，可以分為個人因素和社會工作系所內的結構性因素。其中，

個人性因素包含不正確的愛滋知識、對愛滋病、愛滋感染者及相關社群抱持負面

評價、對感染愛滋的擔憂、個人的經驗（例如是否接觸過相關資訊或教育、認識

相關社群人士、有過相關工作經驗，及相關工作經驗的性質等）。而我國非愛滋

領域社工不願意服務愛滋感染者的理由，則可分為社會因素、個人因素與機構因

素。社會因素包含愛滋污名、列為法定傳染病所帶來的影響、家人反對；個人因

素則包含不知如何服務愛滋感染者、對感染愛滋病毒的擔憂、服務愛滋感染者與

個人價值衝突；機構因素包含機構文化價值主導、或認為這是他人負責的業務、

助人工作者沉重的工作業務量、工作團隊合作的理念與態度問題。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專業助人者在協助感染者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困境，研究者

另外整理了幾篇關於愛滋實務工作者的相關研究，發現愛滋助人者常見的壓力有

以下幾點：即便知道愛滋病毒的感染途徑，但在工作期間仍然會恐懼愛滋病毒的

感染、擔心患有思覺失調症或藥物濫用的愛滋感染者會有攻擊行為，使得自己遭

受非預期性的感染、面臨家人和朋友的壓力，使得當遇到工作瓶頸時，無法自在

地向親友尋求支持、擔心外界對愛滋領域的不了解，選擇隱瞞自己的工作性質、

被其他醫療團隊成員孤立等（馮明珠、陳惇杰、林秋菊、施鐘卿，2009；江巧鈴，

2008；柯乃熒等人，2002；吳孟姿，2004）。 

    吳孟姿（2014）也提及，當愛滋助人者被孤立時，會影響到愛滋感染者的社

會福利體系無法接軌，使愛滋感染者因怪異理由被拒於服務之外。愛滋助人者也

可能一方面希望藉由申訴管道，讓其他機構遵循法律提供愛滋感染者服務，另一

方面卻又擔心申訴過程中感染者的身分遭曝光。此外，江巧鈴（2008）也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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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愛滋病傳染途徑主要是經由性行為傳染，所以對愛滋感染者的「性」教育有

著一定必要性，然而由於性與情感屬於私密性較高的議題，加上若衛教對象為同

性戀時，更是讓許多助人者難以開口。而湊巧的是，江巧鈴（2008）和吳孟姿（2004）

也同時提及愛滋助人者在工作中，還需要面對負面情緒或死亡議題的衝擊。舉例

來說專業助人者經常面對各種遭遇不幸的個案，因此不僅需要傾聽個案的負面經

驗，還可能親身經歷個案不愉快的處境，所以當社工在協助處理案主的負面情緒

或創傷過程中，自己也可能會產生「替代性創傷」。 

    除此之外，徐森杰（2016）也指出，愛滋助人者也容易因角色間的差異有所

衝突，例如公衛部門助人者的思維主要以防疫為主，而民間團體的助人工作者則

是以社會暨心理需求協助為主。衛生所的愛滋個案管理師因為職位身分的關係，

可能會在與感染者尚未建立基本關係時，就以電話直探個人隱私問題；而民間單

位的助人工作者，也可能會因為承接疾病管制署的方案，需要在愛滋防疫及愛滋

照護中做拉扯。此外，因為愛滋助人者常需要提供愛滋感染者更專業的工具或方

法，達成穩定服用抗病毒藥物或減害戒癮治療等目標，然而當面對案主提到自己

不安全的性行為經歷，或想放棄服用抗病毒藥物的念頭時，便會面臨專業要求及

同理案主自主權的兩難。另外，徐森杰（2016）在探究愛滋感染者培力的研究中

也提到，助人工作者該如何在與愛滋感染者有權力位階的關係間，以互為主體的

方式達到關懷關係，也是一門極大的學問。 

 

三、愛滋助人者反思 

    前已述及，即便愛滋助人者可能面臨案主權利和社會要求的兩難，然而在 R. 

Gillman（1991）邀請 353 位社工填寫照護愛滋感染者感想問卷裡，有 95%曾照

護愛滋經驗的社工表示，協助愛滋感染者讓他們得到個人心理成長，有機會思考

存在意義的議題。此篇研究顯示，儘管助人者在照護愛滋感染者的過程中需承受

許多壓力，但從照護經驗所獲得的正向回饋，也是其他事物無法取代（轉引自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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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鈴，2008）。另外，江巧鈴（2008）也指出助人者擁有助人熱情對工作有一定的

幫助，當助人者對活動產生自我認同感，則會產生和諧性熱情，因此愛滋助人者

也可能在工作期間，發現工作對自我生命有所回饋，進而提升對助人者工作的服

務熱情。 

    在吳孟姿（2014）的研究中，也曾以一位愛滋助人者的身分，反思過去的工

作經驗對自己生命的影響。她提到在服務期間最大的學習，是對自身價值觀的訓

練及澄清，因為相較於其他領域的助人工作者，愛滋助人者所面對議題的複雜性

與情緒反應，可能凌駕各級領域專業之上。例如他們需要處理群眾對於愛滋的恐

懼和無知、介入協調個案與家人或伴侶的關係、安撫個案獨自面對疾病的茫然、

與排除愛滋的相關體制抗爭等。而這樣的工作中，愛滋助人者也必須不斷練習與

主流文化價值觀對話、協商，不輕易的屈服於主流價值觀。 

    除了面對外界複雜的情緒，助人者在協助案主的過程中，還可能遇到不少困

境。例如，徐森杰（2016）提到在面對案主的困境時，助人者應該要設身處地瞭

解他們的思維，反思不同位置、不同角色及不同立場的人，所可能抱持差異的價

值觀。此外，吳孟姿（2014）也提到社會工作倫理儘管明訂助人者的相關自律規

範，但是人類的行為是多元且負責，尤其是在面對助人者與愛滋感染者間的關係

不易建立時，助人工作者如何權衡與受助者間的關係，並沒有一定的標準，反而

是需要按照個人的環境背景而調整。 

    在柯乃熒等人（2002）的研究中也指出，助人工作者與愛滋感染者間的互動，

會影響其照護感染者的意願。而在過去的研究中也發現，助人者的支持系統對於

增進護理人員照顧愛滋病患意願存在正向關係。徐森杰（2016）提到助人工作者

在培力案主的過程中，也會因為互為主體的合作關係彼此影響；陳柏任（2019）

也認為，如果助人工作者可以如同 M. Buber 所強調「我-汝」的關係與受助者互

動，在助人關係中雙方充分體會另一方的經驗，並主動互相關懷，創造彼此的連

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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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與實踐 

    本章共分為六小節，分別為研究方法、研究參與者、研究程序、研究工

具、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與研究倫理，以下分別詳細介紹： 

第一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透過紮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研究方法蒐集

及分析資料，以下針對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的理由提出說明。 

    紮根理論這個名詞最先是由 Barney G. Glaser 和 Anselm L. Strauss 於 1967 年

在《紮根理論的發現》這本書中所提出，所謂的紮根理論是指經過系統蒐集與分

析資料來發展理論的方法論，它著重在發現的邏輯，期望透過歸納的方式對現象

加以分析，建立起能真實反映社會現象的理論。 

    陳向明（2009）提到在研究中，使用紮根理論做為資料蒐集方式的研究者，

會透過不同的方法找到更為廣泛、全面性的資料，並且在過程中藉由概念化給予

不同的資料命名，並且透過社會學想像找出一些令人深思的問題，再善用比較來

幫助研究看見新的發現。另外，徐宗國（1996）認為紮根理論的思考原則及處理

技術，一方面講究嚴謹的研究過程，另一方面也保留彈性的作法，因此紮根理論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是一個不斷交錯進行、成螺旋向上的過程（林本炫，2005）。

不僅如此，研究者在研究中需要時時檢視自我意識，對自己的主觀角度進行反省

（陳向明，2009），因為研究並非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客觀事實，而是一個經由研

究者與研究工具雙方彼此互動、共同理解的動態歷程。 

     紮根理論的研究方法是透過無結構的深度訪談蒐集資料，並且藉由編碼的

基本動作，將觀察筆記、訪問稿，或任何文件，依照片語逐句逐行或段落進行分

解並加以標籤，目的是為了從組織鬆散的資料中，發展出一個描述性的理論架構

（Strauss &Corbin，1998）。研究者認為本研究是在了解愛滋助人者於工作期間的

經驗內涵，以及關注受訪者在社會文化脈絡下所受到的影響，因此若運用紮根理

論的方式做資料的蒐集及分析，除了可以透過訪談了解受訪者的生活之外，還可

 

https://search.books.com.tw/search/query/key/Anselam+Strausss.+Juliet+Corbin/adv_autho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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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藉由一套嚴謹的編碼程序，來回檢視所蒐集到的資料的關聯性，看見受訪者最

真實的面貌。 

    紮根理論的編碼方式可以分為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以及選擇性編碼。相較

於量化的隨機抽樣，紮根理論強調脈絡與條件的設定，因此 Strauss 和 Crobin（1998）

針對編碼程序的三個階段，提出了三種抽樣方式，分別為：開放性抽樣、理論性

抽樣、區別性抽樣，以下研究者將會分別介紹如何在本研研究中，利用三種抽樣

方式將文件資料編碼。 

以本研究為例，在開放性編碼的階段裡，研究者會利用開放性抽樣的方式，

對於訪談後的逐字稿、訪談扎記及個人省思做初步的概念性標籤，之後再將這些

概念整合成範疇（category）。不過，雖然此階段是屬於立意抽樣，但是考量到資

料的一致性與挖掘新範疇間的平衡，研究者會在編碼的過程中避免集中於某個範

疇的觀察（林本炫，2005）。例如，在做逐字稿分析時，研究者並不會把焦點完全

放在愛滋助人工作者服務愛滋感染者的動機，而是會藉由逐字稿的內容，多方探

索愛滋助人者在工作時所展現出來的關懷意涵。 

    然而並非所有整合後的範疇都有助於研究，因此需要再透過一定的理論觸覺

及演繹思考，找到主範疇與次範疇間的關係，並透過主軸編碼的方式將兩者連結

在一起。在這個階段中，研究者會藉由比較多份資料來找到範疇間的性質和面向，

並且擴大蒐集歧異性和變化性的資料，讓整體資料可以更加豐富有深度。例如，

在上述的愛滋助人者工作動機的例子中，研究者會將為弱勢爭取權益、正義感施

行及覺得當事人很可憐、捨不得等同屬性的詞彙暫時聚集命名為：正義使然及悲

憫之情兩者。此外，藉由受訪者的分享，可以感受到引發正義或憐憫之情的原因

有所同不同，一個是從助人者本身的範疇及其存在價值認為必須幫服務對象爭取

權益，另一個則是在感受到服務對象的處境後，引發心中的的悲憫之情，而願意

主動提供協助。在主軸編碼的過程中，研究者可以將分析簡化表示為：社工價值

/工作內容-正義使然；情緒感受-悲憫之情。不過，因為在蒐集資料以達到理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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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和的過程中，很有可能會發現新的編碼，所以研究者會持續不斷的來回檢視新

舊資料，以避免先前編碼時的疏忽使得漏掉重要的研究發現，例如可能再先前的

分析中，忽略了同個受訪者在工作動機中可能會同時存在理性及感性兩個層面。 

    徐宗國（1996）曾提到，紮根理論研究方法中的編碼就是一個先分解再到統

合的過程。再經過開放性編碼及主軸編碼後，接下來的選擇性編碼就是以區別性

抽樣的方式找到核心的主題或類別，從中找到幾個主要範疇間的脈絡。在本研究

中，愛滋助人者描述其服務愛滋感染者的動機，是因為與愛滋感染者實際互動後

產生出的關懷動機，為此研究者將核心的主題命名為：關懷動力。而在關懷動力

裡，則又可以分為因為心中正義使然的倫理關懷，以及單純源於初始道德情感的

關懷倫理。不過，研究者認為即使無法找到範疇間的關係，也不用過於擔心，反

而應該試著將思維拉高，把社會的脈絡放進研究中，重新思考不同的受訪者在社

會脈絡下的差異。 

    而 Strauss 和 Crobin（1998）也看見了社會變遷對結構的影響，因此他們在第

二版中加入了歷程編碼，檢視整體社會脈絡下受訪者行動/互動的變遷。研究者認

為，因為關懷倫理學著重在受訪者的經驗及覺知上，尤其是關注人與人之間相遇

後的改變，所以在資料的分析中，需要將社會文化脈絡、時間變遷納入考量。例

如當研究者詢問到受訪者在服務愛滋感染者前後，對愛滋病及愛滋感染者的觀感

是否有所不同時，除了是將時間納入研究參與者的經驗描述中，也試圖瞭解他們

在這段期間，是否因為工作經歷產生有別於過去不同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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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參與者 

   質性研究的重點是透過情境的特殊性，瞭解研究參與者某些言行舉止的脈絡

化意義，因此在進行抽樣時，必然是以立意取樣的方式，選擇特定的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邀請的助人工作者，是指其受過一定程度的助人者訓練，能在工作中以其

助人專業，協助服務對象增進能力及邁向成長的助人工作。不過助人工作的角色

範疇極大，考量到研究的飽和度及精準度，以及關懷倫理著重在理解助人者與受

助者雙方在關懷關係間的拉扯，愛滋助人者在服務不同感染者身分的受助者時，

其也會產生不同的困境及感受。因此，研究者將本研究的參與者縮限為服務對象

為男同志愛滋感染者或老年愛滋感染者的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員/師、輔導員及

志工。此外，因為助人者是利用助人關係與助人技巧，協助服務對象提升能力達

到個人成長，而關懷倫理學認為我們的存在與關係是互相依賴的，人的成長無法

擺脫社會文化對自我的影響。所以為了瞭解社會脈絡在助人歷程中對研究參與者

的影響，研究者商請愛滋相關單位，協助徵詢十位在愛滋領域持續提供愛滋感染

者服務一年以上的助人工作者。在綜合上述考量，本次研究參與者必須符合以下

兩個條件： 

（1）目前正對男同志愛滋感染者或老年愛滋感染者提供直接服務的助人工作者 

（2）目前提供愛滋感染者直接性服務滿一年以上的助人工作者 

 

表 1：研究參與者資料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研究參與者稱號 柏

岑 

布

里 

小

翔 

學

長 

尚

恩 

小

靜 

喬 

 

小

煦 

歐

文 

陳

巧 

性別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工作 

年資 

13

年 

5

年 

7

年 

7

年 

5

年 

24

年 

4 

年 

15

年 

5

年 

5

年 

是否為愛滋感染者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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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程序 

    研究者曾以愛滋助人者身分與受助者互動，為此希望透過此次研究，了解其

它愛滋助人者所展現的關懷意涵。研究者透過搜尋相關資料，並且與老師及愛滋

助人者討論，發現在現有的文獻中，此議題值得被深入探討，決定投入本研究。

確立研究方向後，研究者依循研究時程擬定研究計畫。在研究的初期，研究者抱

著過去工作經驗所引發的問題意識，以及閱讀相關資料後釐清的研究目的，進而

透過理論文獻找到了本研究的骨架。爾後，研究者開始透過訪談愛滋助人者來蒐

集資料，再以錄音檔、各式筆記作為研究分析的文獻，並同時檢視理論、研究目

的及問題，歸納出研究發現後為社會提出建議。本研究的簡要程序圖為如下： 

 

 

 

 

 

 

 

 

 

 

 

 

 

 

圖 1：研究程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過去工作經驗 

引發研究動機 

相關資料蒐集 與老師、愛滋助人者討論 

確立研究方向

擬定研究時程 

文獻閱讀及整理 

選定研究方法及對象 

確立研究目的問題 

正式進入研究 

資料整理與分析 

歸納結果與建議 

完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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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工具 

壹、研究者 

    關懷倫理學提及關懷者與被關懷者皆是關懷關係中的主體，雙方皆會在關

懷關係中影響彼此。雖然在研究的過程中，研究者與研究參與者之間並非存在

著關懷關係，但是秉持著在關係中雙方會因為互動交流而有所改變，為此，研

究者認為本次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即為研究者本身。不過，考量到研究參與

者可能會受到研究者個人的思維影響，因此研究者將會遵循關懷倫理學提及的

全神貫注及設身處地方法，在訪談中將研究參與者視為主體，聆聽其在過程中

所描述的經驗與感受。 

貳、研究邀請（附錄一）與訪談同意書（附錄二） 

    考量到一般民眾在受訪前，會因為不了解研究的過程及內容而感到焦慮，

甚至因此拒絕受訪。所以研究者在尋找研究參與者前，會事先送上研究邀請

函，盡可能地詳述訪談動機、預計花費時間及方式等，一方面補足研究參與者

的未知事宜，另一方面也使得研究參與者及了解，在研究進行中的權利及義

務。 

    另外，在訪談之前，為了確保研究參與者全然了解，訪談時所擁有的權利

義務，因此研究者會給予研究參與者一份訪談同意書，並以口頭的方式再次詳

細說明訪談的目的、保密原則、錄音設備及錄音檔的使用，並在徵得研究參與

者的同意後，請其簽訂訪談同意書。 

參、訪談大綱 

為了確保在訪談中能蒐集到豐富及有利研究結果的資料，研究者在事先閱

讀許多相關文獻後，擬定初步的訪談大綱，再進入前導性研究，並在前導性研

究後，研究者也會與前導性研究的參與者共同討論、修訂訪談大綱，最後經得

指導教授認肯後形成正式訪談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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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為訪談大綱僅是一個粗略的方向，為此研究者僅以主要的大方向

設計問題，其餘的會在訪談時以具體、言簡意賅的方式描述，並隨時依照訪談

狀況進行修改。  

 

本研究的訪談大綱： 

一、愛滋助人工作者助人動機 

1-1 您當初決定擔任愛滋助人者，是基於對服務對象情感上的愛與關懷，或認為

他們在法律權利上需要更多倡議，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呢？ 

1-2 針對這樣的初衷，您曾採取哪些具體的助人行動去實踐它們？ 

1-3 請您回想過往的生命經驗，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初衷而願意付諸行動提供關懷

呢？ 

二、愛滋助人者印象深刻的助人經驗 

2-1 過往在服務愛滋感染者時，曾發生過哪些事情令您印象特別深刻？您為什麼

會對這次的經歷特別有感呢？請盡可能描述當時的情況，例如事件發生時，你正

提供愛滋感染者什麼樣的協助？您與他/她的互動狀況為何？  

2-2 延續 2-1 的題目。就我理解一般人在獲知感染身份時，會因為受到外界對愛

滋感染者錯誤認知的影響，導致感染者不願意輕易向他人透露身份。因此，想請

問當您面對外界社會對愛滋的不友善時，是如何與這位愛滋感染者建立助人者與

受助者的關係？此外，您又是如何協助他/她重建與自我和社會的關係網絡呢？ 

2-3 在這一次的事件中，您在為愛滋感染者提供服務時，是否曾在歷程中受到挫

折呢？舉例來說，是否曾因為外界或愛滋感染者的因素，使得對此份工作感到沮

喪？若有過，請簡單的描述其事件發生的經過，以及您又是如何因應呢？  

2-4 當您回顧這一切所經歷的事時，您是如何去看待在您的助人歷程中曾發生這

樣的事情？而在事件發生的當下，您的理解是否也是一致？另外您覺得這件事情

對自己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個人層次、人際層次、文化層次的影響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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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滋助人者在助人歷程中的改變 

3-1 請問您在服務愛滋感染者的過程中，是否曾有過和自己的個人特質有所衝突

的情況？例如因為性別、性傾向、信仰或價值觀的差異而受到個人存在處境的壓

迫？面臨這樣的情境時，您當下的感受是？又如何去看待及因應這樣的困境呢？ 

3-2 在提供愛滋感染者服務的前後，您是否有價值觀上的改變，例如對愛滋病/愛

滋感染者的看法差異，或者是個人心理層面的改變？這樣的變化，為您的生活帶

來了什麼樣的改變呢? 

 

肆、訪談筆記及省思札記 

    徐宗國（1996）提及紮根理論的思考原則及處理技術，一方面講究嚴謹的研

究過程，另一方面也保留彈性的作法，因此紮根理論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是一

個不斷交錯進行、成螺旋向上的過程（林本炫，2005）。研究者會在每次訪談結束

後，盡快將當次的訪談稿藉由錄音檔來編碼，並檢視其訪談的過程與研究參與者

的互動等。此外，因為陳向明（2009）提及研究者需要在研究的過程中，時時檢

視自我意識，並對自我的主觀角度進行反省，所以在本次研究中，研究者會於每

次訪談結束後，將個人在訪談中的心得、感受與反思紀錄在省思札記中，以作為

資料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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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料蒐集、整理與分析 

    林本炫（2005）提到紮根理論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是一個不斷交錯進行且

呈螺旋向上的過程，而陳向明（2007）則提到資料的整理與分析，並非是固定的

先後順序，而是一種互動往返的歷程。以下是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蒐集、整理

及分析資料的詳細歷程。 

壹、訪談與資料蒐集 

    研究者使用電子郵件、即時通訊軟體或電話的方式，和受訪者約定訪談時間

與地點，主要將以受訪者方便的時間、地點為主。資料蒐集方式，包含與受訪者

的深度訪談、訪談後的紀錄、研究者個人的省思札記等，希望透過多元的管道來

建立研究的完整性。在深度訪談時，研究者會將訪談大綱提供給受訪者，並以錄

音及隨手筆記的方式，記錄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在訪談結束後，研究者會書寫

受訪者的基本資料，以及訪談札記和研究者個人省思以供後續研究使用。 

貳、文件初步整理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者要求自己需要在訪談結束後一周內，將錄音檔轉換成逐

字稿，並且在三天內完成訪談札記和個人省思札記，以便補充遺漏的部分和細節。

例如在訪談中受訪者的非語言行為即是錄音黨中容易被忽略的研究資料。 

參、編碼及分析結果 

  研究者於訪談後將錄音檔的內容撰寫成逐字稿，並在逐字稿的空白處寫上編碼

及補上研究者的觀察及省思。如同本章第一節所述，紮根理論是透過一種無結構

的深度訪談蒐集資料，並且藉由編碼將逐字稿的文字轉為有意義的單元，然後再

依段落進行分解、標籤，是一個先分解再逐漸統合的過程。 

  在資料分析上，研究者除了在過程中，不斷的來回檢視不同資料間的相異之處，

因為本研究的焦點在愛滋助人工作者的關懷經驗，所以研究者也會特別注意資料

間的脈絡性，也就是注重紮根理論提及的歷程編碼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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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為了真實呈現受訪者的陳述，在論文的撰寫上研究者會適時地引用受訪

者分享的訊息，而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研究者會以符號的方式標示出處。標示符

號分為三個欄位，第一個欄位代表受訪者的代碼，10 位受訪者分別以 A 到 J 作

為代號；第二個欄位代表資料的來源，若是訪談的逐字稿以 I（取自 interview） 

表示，若為訪談札記或個人省思的文件資料，則以 P（取自 Paper）表示；第三個

欄位代表受訪者受訪的次數或文件的份數。例如 A-I-1，代表第一位受訪者在第

一次訪談時所提到的內容。而研究者在呈現逐字稿時，為了兼具不失原意且又能

閱讀流暢，將採用吳芝儀（2008）的方式，加入一些符號與研究文本中，如表 2 

表 2：逐字稿釋義 

符號 釋義 

【】 方頭括號，表示研究者所附加的遺漏字 

（） 圓括號，表示研究者所附加說明的字詞 

【…】 方頭括號中加入三點，表示研究者從文本中省略一個語

句、數個語句或段落，通常是內容重覆的語句。 

－…－ 三個點，表示研究者此時語氣停頓。 

資料來源：吳姿儀（譯）（2008）。敘事研究：閱讀、分析與詮釋（原作者：

A. Lieblich, R. Tuval-Mashiach & T. Zilber）。嘉義：濤石。（原著出版年：1998）。 

肆、研究的嚴謹度 

    為了顧及本論文內容的嚴謹度，研究者將在訪談的過程中，透過足夠的時

間與研究參與者建立關係，並且透過研究參與者的分享，再進一步地探詢了解

愛滋助人者的助人歷程。此外，當訪談結束整理完逐字稿後，研究者會透過與

指導老師及其他愛滋助人者討論，開始進行嚴謹的資料分析，並盡可能如實的

陳述研究參與者的助人經歷，以及從中加入研究者個人的分析觀點。另外，為

了達到研究的概括性或可應用性，研究者會將研究參與者的多元類型納入考

量，讓本研究的結果能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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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倫理 

壹、訪談前 

    為了在研究過程中與受訪者建立一個互信的關係，研究者將於訪談前用淺

顯易懂的方式說明研究目的、研究過程，並告知受訪者在研究中所擁有的權利

義務，再確認其全然理解後，進而邀請參加研究。 

貳、訪談中 

一、為了尊重受訪者參與研究的意願，若在研究過程中，受訪者因為任何原因

感到身體或情緒的不適，皆有權利隨時退出研究。 

二、為了確保研究過程中資訊的完整，研究者會在經過受訪者的同意後，於訪

談中進行錄音，並且保證錄音檔僅供本次研究使用。 

參、訪談後 

為了保障受訪者的個人隱私，訪談後的論文撰寫，將採匿名的方式處理受

訪者的基本資料。此外，為了感謝此次研究的受訪者，當本研究完成時，

研究者也會主動提供研究結果，讓研究參與者能看見最終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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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分析與結果 

    此章節共分為六個小節，研究者在綜合研究參與者的回應後，嘗試解構愛滋

助人工作者在關懷關係中的行為，分別是愛滋助人工作者的關懷動機、與服務對

象關懷關係的建立、在關係中看見需求時的感受與想法、在關係中實踐關懷行為

的方法、愛滋助人者面對關係中的困境及因應，以及愛滋助人者在關係中的反思。 

第一節 愛滋助人者的關懷動機 

    李明晉（2017）提到助人者的助人動機，除了與個人成長和職業生涯的發展

有關，也會影響到助人工作者是否能有效地為別人提供幫助。Clara（1999/2006）

指出一個人從事助人專業的工作的理由，可以區分為健康（正向）或不健康（負

向），而多數的人是在健康及不健康的誘因混和下從事助人工作。研究者綜合研

究參與者的分享，將其助人動機分為三大部分：「因為個人身分開始關注愛滋議

題」，「在愛滋領域裡，延續關係裡的美好關懷經驗」，以及「受到社會正義或專

業所學影響，引發關懷動機」。以下分別詳述之。 

壹、因為個人身分開始關注愛滋議題 

    Orlinsk 與 Ronnestad（2005）的研究發現，將近一半的心理師的助人動機與

自己的個人議題有關。研究者在訪問時，有部分的受訪者提及受到個人生命議題

的影響開始接觸愛滋議題，其中可以分為兩個部分：「身為性少數族群一員有機

會接觸愛滋議題」和「透過助人行為，接納自我疾病身分及滿足個人需求」以下

分別詳述： 

一、身為性少數族群一員有機會接觸愛滋議題 

    人類學家景軍曾提及愛滋汙名是一種文化建構的現象（轉引自劉紹華，2013），

因此我國民眾對愛滋病理解，也容易受到政府將男同志族群作為疾病防疫執行政

策主要標的影響，除了誤以為僅有男同志會感染愛滋病，忽視自我的性健康之外，

也讓處在此社會氛圍下的男同志，比起異性戀更容易關注到愛滋議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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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的小煦、歐文，主要的工作內容是舉辦對愛滋及性別友

善的活動、協助民眾做愛滋梅毒的匿名篩檢、陪伴愛滋感染者就醫，並於疾病適

應歷程中提供其情緒支持、社會資源等。擔任研究助理的小翔，除了協助完成與

愛滋相關的研究之外，也需要代理醫院愛滋個案管理師的工作，協助愛滋感染者

穩定就醫。當研究者詢問三位進入愛滋領域服務的契機時，小煦、歐文和小翔皆

提到，因為受到個人性傾向的關係，所以在成長的過程中容易接觸到愛滋的相關

資訊。儘管一開始對愛滋病議題無感，甚至感到些微恐懼，但是三人卻也都在某

次自我認同的機遇裡，遇到一位對愛滋病抱有正向態度，或對愛滋感染者沒有歧

視的講師或前輩，扭轉了他們原先對愛滋的認知： 

 

第二屆酷兒成長營邀請蔡春美老師來分享愛滋的相關資訊，當時她提到想

在同志圈做一些事情，所以找了各大學同志社團的幹部們組成小 YG（Little 

Young Gay）行動聯盟，而我加入後才真正接觸到愛滋議題（小翔-I-1）。 

 

我到大學才比較能認同自己【是同性戀】，大一時鼓起勇氣跟直屬學長一起

參加男同性性戀社團後，才認識與自己一樣【是同性戀】的學長、學弟和

同學。【…】後來因為到同志諮詢熱線擔任志工，並於 2004 年加入愛滋小

組後，【有機會參與】柯乃熒老師跟同志諮詢熱線、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台灣懷愛協會及高雄愛之希望協會合辦的慾望城市計畫，學習愛滋基本的

概念及如何實施愛滋篩檢，開始參與越來越多【的愛滋議題】（小煦-I-1）。 

 

高三時到台灣基地協會（中部性別友善場域），當時雖然是受服務者，但也

慢慢被培力成志工。很妙的是，在就讀大學時，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要

求各縣市都要設立同志中心，彰化的衛生局為了節省人事成本，找了大學

裡同志社團的幹部擔任工讀生，開始培訓愛滋知識、愛滋篩檢方法、舉辦

性別友善活動等，【也因此開始】接觸到跟愛滋相關的工作 （歐文-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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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透過助人行為，接納自我疾病身分及滿足個人需求 

    在醫院擔任研究助理的柏岑及行動心理師尚恩，在訪談時都特別提及，自己

是因為愛滋感染者的身分，不得不開始關注愛滋議題。而就在嘗試理解更多的愛

滋相關資訊時，柏岑和尚恩也逐漸了解自我的生命需求，並且有機會透過自己的

感染者身分幫助其他人。 

    柏岑在 16 歲時感染愛滋後，開始與醫院的愛滋個案管理師互動，參加了由

醫院舉辦的感染者病友聚會，互相分享國內外愛滋相關資訊等。後來，因為個管

師的邀請，柏岑開始以志工的身分到病房探視其他愛滋感染者：  

 

我到這個領域比較特別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是一個【愛滋】感染者。 

早期沒有什麼網路，所以個管師和感染者都會透過比較簡單的聚會，例如

查房或是病友會的方式，讓大家彼此交流醫療資訊。當時可能個管師比較

投緣，她跟我說：「柏岑，我這邊有個年紀跟你差不多的個案都不吃藥，你

來門診幫我念他！」那應該就算是第一次開始進到愛滋裡面做助人工作

（柏岑-I-1）。 

 

    柏岑認為自己成為一個愛滋助人者只是一個機緣。當時醫院需要一個以過來

人身分為愛滋感染者提供服務，而剛好自己與受關懷者的年紀相仿，比起個案管

理師，更能同理對方年紀輕輕，卻僅能在病房內被動等待死神判決的抑鬱感，因

此才開始擔任愛滋志工。此外，柏岑也認為或許未來自己也有可能成為需要受幫

助的對象，為此才會透過擔任志工，在幫助他人的同時也為自己找到一群朋友： 

 

我們就在做助人者，只是那時候還沒有覺察到，【我們】可能只是想要有個

連結、想要找到一樣的朋友。未來我也可能會有需要朋友，或者可以說是

需要這群朋友，因此我走到了一個互助的概念，我把大家連結起來（柏岑

-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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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恩認為成為愛滋感染者之後，不得不去面對疾病身分所帶來的影響。對尚

恩來說，面對自己成為愛滋感染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疾病適應歷程的初期，

他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消化心中的情緒： 

 

我在 2012 年知道我的狀況【…】因為我的身分轉換了（受訪者意旨成為愛

滋感染者），我被迫要去看待這個東西，去接納這件事情，我沒有辦法不接

納【…】我一開始面對比較多的是自己的情緒：這種很難過、很生氣、很

無力、不知所措或很慌的感受等，我花了近半年的時間去處理（尚恩-I-1）。 

 

    獲知感染愛滋時，尚恩花了將近半年整理心中複雜的情緒，學著以感染者的

身分面對自己曾經給予愛滋病的汙名。儘管當時他常會因為感染者的身分而有自

我譴責和懷疑的想法，但是在情緒狀態較為穩定時，他也會透過搜尋愛滋病的正

確資訊，做為人生逆境中的救生圈，嘗試為自己找到一個喘息的機會。過程中，

尚恩也看見了愛滋領域裡，有一群助人工作者透過知識性的傳遞以及同儕陪伴，

為愛滋感染者提供服務，因此他開始積極參與各種與愛滋相關的講座，透過知識

性的學習以及認識能接納愛滋感染者的人，為自己的生活創造愛滋友善的環境，

逐漸認同自己的疾病身分。甚至，他也試著以過來人的身分到社福單位接受訪問： 

 

那個時候是用這種方式來接納自己：上課時是一個新的城堡，這個城鎮標

榜著「我們都是【對愛滋感染者】友善」，我在裡面，得到一個安慰和寄託。

對我來說我覺得是「我在認同自己，我=HIV 帶原者」的過程（尚恩-I-1）。 

 

我也參加了權促會（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的訪談，當時他們想要愛滋

感染者去分享自己的事情。好像有個意涵是「我在用這種方式，讓我在這

條路上更有價值、意義或者接納我就是這樣的人。」（尚恩-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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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在愛滋領域裡，延續關係裡的美好關懷經驗 

    Nodding 提出以道德情感和關係為出發點的關懷倫理學，認為關懷是源自於

人最深的情感（莊慶信，2009），當一個人擁有正向肯定的記憶，記住自己被愛、

連結、安全和稱讚時候的感受，可以增加實踐關懷行為的動力。依循這個理路，

研究者將受訪者因美好的關懷經驗促使其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動機分為三類，分別

是「在成長歷程中，受到重要他人的幫助」，「在疾病適應歷程中，有過美好的受

關懷經驗」，以下分別介紹之。 

一、在成長歷程中，受到重要他人的幫助 

    在社福單位任職的陳巧，主要工作內容是透過個案管理的方式，服務青少年

愛滋感染者。就讀高中時，她因為家庭意外變故，導致家庭經濟與生活陷入困境；

後來靠著學校老師的幫助，才得以完成學業。美好的受關懷經歷，也在陳巧心中

埋下了一顆成為助人工作者的種子，使其願意投入助人工作，為他人付出關懷： 

 

我覺得念社工是療癒自己的過程，跟自己的某些生命經驗有關。高中時我

爸爸過世，當時家裡經濟狀況非常不好，差點沒辦法念完高中，學費最後

都是高中老師幫忙出的【…】。我很感謝有這群人，因此想要回饋，加上我

蠻能傾聽別人說話，所以覺得成為助人工作者是我很想嘗試的（陳巧-I-1）。 

 

同樣受過美好關懷經驗的歐文，有一個非常愛他的養母，不僅將他照顧的無

微不至；甚至在面對歐文的同性戀性傾向，也願意調整傳統思維，選擇接納： 

 

我剛出櫃時，她帶我去看精神科，後來醫師給她一張紙條請她拿去櫃台，

並告訴她：「你兒子沒生病，所以櫃台會把錢退給你。」離開醫院時，我就

問她【情緒】是否還好，她說：「既然醫生都這麼說了，那就要去調整自己

的心態了。」（歐文-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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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疾病適應歷程中，有過美好的受關懷經驗 

    除了在成長歷程中有過美好的受關懷經驗之外，愛滋感染者在疾病適應歷

程中若曾受到好的幫助，也會使其有意願成為愛滋助人工作者。就像尚恩和小

翔分別提到，在疾病身分的人生旅途中，因為曾受到朋友、社福團體、宗教信

仰的協助，使得在疾病認同上走得比較順遂；而也因為如此，才想繼續傳遞這

份溫暖： 

 

感染之後反而會更有理由去做這些事情，更會以感染者的身分去接觸服務

對象，並且更清楚知道他們（愛滋感染者）的需求是什麼。【舉例來說】，

之所以要讓社會大眾了解愛滋知識，就是因為當知道自己感染時，若沒有

好的知識的話會變得很焦慮（小翔-I-1）。 

 

    小翔於 2014 年當兵期間得知疾病身分後，體會到擁有正確愛滋知識對感染

者在疾病適應歷程中的重要性，因而引發他努力向社會大眾傳遞正確愛滋資訊的

動機。他期待藉由愛滋知識的普及，讓感染者在初期的疾病適應歷程上可以更為

順遂。另外，尚恩除了透過蒐集愛滋訊息讓自己得以更正向的態度面對感染者的

身分，他也在相信人性本善的前提下，選擇向關係較好的朋友坦露疾病身分。幸

運的是，身邊的好友都給予尚恩真誠的回應，使其逐漸有力量面對疾病及重新看

見自我價值，並且促使他想將感受到被關懷的溫暖延續下去： 

 

一開始我只【告知感染者身分的信】寄給不到十個人，因為我需要跟我比

較親近的人來照顧我、安慰我，更需要藉由他們的回應來定位我在哪裡。

那時候他們回了一封很大篇幅的信，【讓我有一種】被看重、被在乎的感覺。

【…】在我走來的這條路上，有很多人幫助我，我蠻幸運因為這些幫助走

過來，所以我也有可能去為這些人（愛滋感染者）做些什麼（尚恩-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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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知識的增長及好友陪伴的美好關懷經驗，在愛滋機構擔任志工的喬，因

為從小信仰基督教，因此在感染初期時決定倚靠信仰的力量，請求耶穌給予幫助。

他在治療期間，也真實的感受到個人信仰、耶穌基督給予的美好關懷： 

 

我在 2007 年確診為愛滋感染者，當時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2012

年我出現了鮮見的卡波西氏肉瘤，在化療期間主治醫師發現我都沒有掉頭

髮，與他過去的案例很不一樣。我認為這個部份就驗證耶穌所說的：「人的

頭髮如果沒有上帝的允許，一根都不能掉在地上。」（喬-I-1）。 

 

    在遇到好友邀請成為愛滋助人者時，喬試圖以禱告的方式尋求耶穌的協助，

並最終獲得信仰上的支持，將成為愛滋助人者視為耶穌給予的使命： 

 

那時候耶穌給我一個畫面，他把我帶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山洞裡。當時我跟

上帝說：「我進來這個山洞要幹什麼？完全沒看到東西。」祂說「來，我幫

你點一盞燈，你仔細看。」當燈在很暗的山洞裏面點亮時，我看到很多骨

瘦如柴沒有穿衣服，抱著頭、蜷曲身體蹲在地上的人。當時上帝對著我說：

「這些人被困在山洞裡無法出去，你願不願意帶他們出去？」我回答：「我

願意，只是我要怎麼帶他們出去？」後來神就說：「很簡單，你就像我剛剛

一樣，用一點一點的光把他們帶出去。」（喬-I-1）。 

 

參、受到社會正義或專業所學影響，引發關懷動機 

在大學期間便開始擔任愛滋志工的小靜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

因此當看見愛滋感染者較不容易取得社會的同情與關懷時，她便選擇繼續為愛滋

感染者發聲、提供服務。而布里、小煦和陳巧則是受到大學所學專業的影響，開

始關注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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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雙主修法律和社會學，法律系在性別議題上蠻保守的，社會學系比較

容易談到普通的社會議題和概念，甚至談了很多人與人的關係（小煦-I-1）。 

 

當志工蠻有趣的，當時談同志議題不像現在這麼開放，還是會碰到一點禁

忌的東西，有些似乎跟我有關，有些不是，過程中你會接受更多人性。【…】

我知道我在幫助社群，也在幫助自己面對、接受這件事情（小煦-I-1）。 

 

    對小煦而言，社會學開啟了他對於多元性別理解與接納的機會，而到同志

機構擔任志工，則是讓他有機會碰觸某些被社會所認定的禁忌議題。例如，小

煦可以藉由擔任愛滋志工，與成員共同學習正確的性知識，以及到大專院校宣

導愛滋知識，滿足自己對於「性知識」的好奇及探索。 

 

我大學念社工系，在選擇實習機構時，發現在多元議題裡面，還含括了愛

滋及性少數族群或其他更小眾的議題，因此就決定到服務愛滋感染者的社

福單位實習。後來【實習結束後】就留下來當社工助理，大學畢業後就繼

續當社工到現在（陳巧-I-1）。 

 

我有個朋友因為不安全性行為感染愛滋，在那段時間我陪伴他蠻久的。在

實習之前，我生命裡面就蠻多愛滋或相關的接觸，可是那時候我對愛滋的

理解沒有很多，雖然不覺得這個疾病可怕，但是對於專業的知識卻不了解，

例如對藥物的治療或者是副作用就不清楚了（陳巧-I-1）。 

 

    自栩個性反骨的陳巧，原本想選擇與多元性別相關的社福機構實習，然而卻

在尋找實習機構時，看見鮮為人知的愛滋議題。加上她曾陪伴感染愛滋的朋友走

過人生低潮，進而加深她想為愛滋感染者服務的意圖。 

除了小煦與陳巧的生命故事，布里是一位跨性別女性。在高中求學時，曾因

為喜歡班上的男生而遭受到同學言語的霸凌，曾遭受到排擠的生命經歷，以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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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選擇就讀社工系的關係，讓布里更肯定社會不應該對任何人有所歧視，所以開

始關注愛滋感染者在社會上的處境： 

 

我覺得可能與我念社工系有關，當時覺得社會不應該是這樣的，所以認為應

該做一些事情來改變現狀。雖然我不確定被霸凌跟幫助愛滋感染者的連結

是否有關，但至少我覺得跟我的人生是一致的。而且在同志諮詢熱線實習時，

因為價值觀變得比較開放，受到熱線理念「弱弱相挺」的影響，在【感受到】

我們都是少數的情況下，我也覺得少數族群需要互相幫助（布里-I-1）。 

 

肆、小結 

    Nodding 提出以道德情感和關係為出發點的關懷倫理學，認為關懷是源自於

人最深的情感（莊慶信，2009），她認為道德行為的美德需要兩種關懷，一種是

自然關懷，也就是道德情感的原初始；第二種是倫理關懷，這是回憶自然關懷以

後所產生的回應（Noddings，1984）。Noddings 主張自然關懷始於家庭，人與他

人的關係，源於個人成長時母親對子女自然和諧的養育關係。一旦家庭中親密關

係能夠建立，關懷者便能在經過反思後，推己及人去關懷危難的人（游惠瑜，2005）。

研究者認為倫理關懷有如一個人實踐關懷行為時的備用招數，它會影響一個人的

自然關懷，使人可以更成熟的態度來實踐道德行為（曾漢塘譯，2000）。 

    若以狹義的觀點來看，研究者認為本研究中僅有歐文提到母子間的互動對其

成為愛滋助人者的關係，因此除了歐文對愛滋感染者的關懷動機屬於自然關懷，

其餘的受訪者較偏向倫理關懷。但若廣義來看，十位受訪者接觸愛滋議題的契機，

大多與個人生命經歷有關，不管是個人身分亦或是過往的關懷經驗，都讓助人工

作者間接或直接地看見愛滋議題的存在。所以，因個人經歷引起助人工作者開始

關注愛滋議題，甚至存有動能為愛滋感染者發聲的行為可謂自然關懷。至於出於

社會規範或專業所學，甚至因個人疾病身分而認為「應該」提供關懷，促使助人

者進入愛滋領域提供感染者直接服務的行為，則是倫理關懷。不過仔細區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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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發現愛滋助人工作者的關懷動機大多同時夾雜自然關懷與倫理關懷，甚至

彼此互相影響後，使關懷者有機會以更成熟的態度來實踐道德行為。 

    不過，如果撇除自然關懷與倫理關懷的分類，嘗試找到個人生命經驗與助人

者在愛滋領域實踐關懷行為的連結，研究者認為「疾病身分」的確會影響到愛滋

助人者投入愛滋領域服務的動機。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回應，擁有雙重身分的愛滋

助人者，大多是因為受到感染愛滋的原因，被迫在生命中開始接觸愛滋議題，並

且透過正確資訊的汲取以及接觸對愛滋友善的人，逐漸找到自己與愛滋病的相處

之道。過程中，也因為接納自己的感染者身分，因此在意識到疾病對個人生命的

影響及其衍伸的需求後，有機會靠著自己或尋求他人的協助滿足個人需求，並推

己及人的在愛滋領域實踐關懷行為。對研究者來說，愛滋感染者在成為愛滋助人

工作者時，似乎有著雷同的發展路徑。一開始會先從利己的思維開始關注愛滋議

題或實踐關懷行為，爾後則是會在與其他感染者互動中，看見彼此身為愛滋感染

者的依附關係，以及在關係間的責任與義務。爾後，則是在關懷關係中藉由付出

關懷來幫助他人成長，及使自己脫逃出疾病身分所帶來的束縛。沒有疾病身分的

助人者在投入愛滋領域服務前，有可能會受到個人性傾向或在專業所學中所引發

的正義感，開始接觸愛滋相關知識。而過程中，也有可能會如同 Rawls 提及的「在

理性思考下，期待在愛滋領域中落實社會正義原則，給予愛滋感染者應有的公平

正義」或是如同 Noddings 提及的，因為曾在生活中有過被接納或接納他人的經

驗，因此在了解愛滋感染者在社會上的處境後，選擇在愛滋領域以助人的方式，

延續關係裡的美好關懷經驗。 

    此外，在國內外學者助人工作者助人動機的研究中，李明晉（2017）認為助

人者的助人動機除了與助人者個人成長和職業生涯發展有關，也會影響其能否有

效地為他人提供幫助。另外，Clara（1999/2006）指出一個人從事助人專業的工

作的理由，可以區分為健康（正向）或不健康（負向），但是他認為多數的人是

基於健康及不健康誘因的混合從事助人工作。若與本研究相比較，十位研究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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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關懷動機與 Orlinsk 與 Ronnestad（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多數的愛滋助人

工作者成為助人者的動機與個人議題有關；而其中若助人者本身也是愛滋感染者

時，其關懷他人的初期動機會比一般愛滋助人者更貼近個人需求。另外，布里、

陳巧、小煦及小靜皆提到因為大學教育及個人特質的關係，促使自己開始關注社

會議題，並且有機會成為愛滋助人工作者，此部分研究發現與吳嘉振（2010）訪

問了八位社工員從事社工的助人動機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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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關懷關係的建立 

    Noddings 認為關係是存有的根本（吳姿宜，2008），人類從呱呱墜地便進入

到一個關係網絡，人們會參考社會脈絡來界定自我，因此需要藉由實踐關懷與他

人產生連結。研究者認為，探討愛滋助人工作者與感染者建立關懷關係的方式前，

需要先了解助人者原先與愛滋病的距離，以及感染者在社會上的處境，才能理解

助人者建立關懷關係方式的用意。為此，研究者綜合研究參與者的生命經驗，將

關懷關係的建立分為三大部分：「愛滋助人工作者與愛滋病的距離」，「身分的轉

換，伴隨寂寞、孤獨生活的開始」，以及「愛滋助人工作者與愛滋感染者建立關

懷關係的方式」。以下分別詳述之。 

壹、愛滋助人工作者與愛滋病的關係 

    疾病的定義除了醫學上的解釋之外，也蘊含社會與文化意義，尤其是當疾病

可能挑戰社會的文化常模時，更容易被賦予異己的標籤，此現象對愛滋病尤為明

顯（徐美苓、吳翠松、林文琪，2003）。而 Goffman 也提及汙名會隨著不同的時

空有所改變，因此分析汙名時，關鍵在於其背後所隱藏的觀點（劉紹華，2013）。

研究者認為，每個人對愛滋病的認知及觀點，很有可能受到成長背景、世代及生

活重要他人的影響，因此，了解愛滋助人者原先對愛滋病及感染者的認知及觀點，

將有助於體會雙方建立關懷關係時的感受。本段落中，研究者將助人工作者與愛

滋病間的關係分為「愛滋病是一個空白，或隱晦、避而不談的話題」，「了解愛滋

基礎知識，但仍覺得與愛滋議題有所距離」，以及「透過真實的接觸，改變對於

愛滋的負面認知」三大部分進行討論。 

一、愛滋病是一個空白，或隱晦避而不談的話題 

    柏岑、小靜和小翔都提到，擔任愛滋助人者之前，自己對愛滋病的理解是零，

所以連害怕與恐懼的感覺都沒有。對三位來說，開始認識愛滋病的契機，是因為

生活開始擔任愛滋志工，或是成為愛滋感染者，才有機會透過學習愛滋知識或其

他助人工作者的帶領，進一步地認識愛滋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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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領域之前，應該是說【對愛滋病】完全沒有想法。您沒有在一個領域

裡，應該會很少知道愛滋是什麼，所以我覺得會跟身分、角色有關。【開始】

了解愛滋是什麼，然後在【愛滋領域】裡面有個角色或位置，才會想跟這

個議題有一些接觸，或者是說發聲，甚至是共生（柏岑-I-1）。 

 

我那時候因為走在校園裡，看到布告欄有機構在應徵愛滋志工，就直接報

名。應該是說，在我進到愛滋領域之前對愛滋【的認知】是空白的，很幸

運的是我進來受到的培訓是很正確的（小靜-I-1）。 

 

    與小靜接觸愛滋議題過程相似的小翔，在第二屆酷兒成長營裡，藉由蔡春美

老師所設計的社會測量團體活動，了解到自己與愛滋間的距離。當時尚未感染愛

滋病的小翔，儘管對於同志議題有所涉略，但卻礙於沒有與感染者相處的經驗，

所以選擇站在一個不算近也不算遠的位置： 

 

春美站在教室中間問大家「如果我是愛滋，那麼你們跟愛滋之間的距離在

哪？」哪時候我對愛滋其實沒有太多的想法，記得是站在中間，離愛滋不

會太遠也不會太近的位置（小翔-I-1）。 

 

    除了因為不了解而覺得愛滋病是一個陌生的議題之外，愛滋助人工作者在投

入愛滋領域前，也有可能會受到社會氛圍或媒體的影響，認為愛滋病是一個隱晦

或令人恐懼的疾病。目前任職於社福單位的學長，因為從小在鄉下長大，沒有接

受過愛滋教育，所以只能透過網路，或觀察別人與愛滋病的互動，來形塑腦海對

愛滋病的想像： 

 

當發生性行為後，就覺得愛滋病好像是個有人在談的事。那時候我去做篩

檢，覺得一切都很奇妙，就是都要很小心、都要匿名。而網路資訊就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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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症狀、傳染途徑，沒有特別的資訊【…】【網絡資訊和匿名篩檢】給我

的感覺是：「這是一個需要隱藏，不能說的事情（學長-I-1）。」 

 

    對當時的學長來說，因為生活上沒有人可以討論愛滋議題，加上愛滋篩檢在

保護個人隱私的前提之下，採取匿名式的篩檢，使他感覺愛滋病是禁忌話題。之

後在某次志工培訓課中，再次受到講師與學員的互動影響，對愛滋病心存恐懼，

認為只要感染愛滋病後，便會被社會排擠在外，面臨社交孤立的處境： 

 

講師問「願意跟感染者做朋友的人，請舉手？」大部分的人都是願意，雖

然還是有大概兩三個不願意。然後再問「願意跟感染者交往的人，請舉手？」

不願意的人變多了，當時我也是選擇不願意，所以【這樣的課堂氛圍】對

我來說是會害怕【愛滋】的，會帶有一點恐懼（學長-I-1）。 

 

二、了解愛滋基礎知識，但仍覺得與愛滋議題有所距離 

    雖然對於相關知識的了解，有助於拉近人與議題間的距離，然而受過專業訓

練的陳巧和歐文，在實際與感染者相處前依然覺得自己與愛滋議題有些微距離： 

 

我在實習之前對愛滋的理解很基礎，知道口水、淚水、汗水和生活一般接

觸不會傳染，然後跟這群人生活也不會感染，甚至也蠻可以跟這群人談的。

可是那時候我覺得對愛滋的理解沒有很多，就只是不覺得這個疾病可怕，

但是對於更專業的東西就不了解，比如說對藥物的治療或是藥物副作用，

那時候覺得沒有【了解的】很完整（陳巧-I-1）。 

 

    研究者認為，每個領域的知識都可區分為基礎或專業知識二者，通常基礎知

識是提供給一般社會大眾理解，而專業知識則是提供給領域內的專家學者或者助

人者使用。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感受到陳巧從小就對於社會議題富有熱誠，

且保有積極上進心，即便已經擁有愛滋的基礎知識，卻因為未真正服務過愛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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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而謙虛地認為自己的知識還是不夠。同樣的，儘管歐文擁有豐富的愛滋基礎

知識，卻也因為生命中不曾與愛滋感染者相處，所以覺得自己與愛滋議題依舊存

在一些距離： 

 

我覺得進同志中心工作之前，對愛滋的知識累積量是夠的。但是當時還未有

第一線工作的經驗，所以我會覺得跟愛滋議題還蠻遠的，那個遠是因為身邊

沒有愛滋感染者，或者是他們沒有向我們出櫃（歐文-I-1）。 

 

三、透過真實的接觸，改變對於愛滋的負面認知 

    關懷倫理學認為，一個人的道德關懷意圖，大多是透過生活中的美好關懷經

驗累積而來。同樣的，當人在成長的歷程中，周遭的人大多對於愛滋病或愛滋感

染者持有負面態度時，也會對其產生影響。布里和小煦在還未真正接觸過愛滋感

染者時，大多是透過家人或大眾媒體對愛滋病的詮釋了解愛滋病。當時電影的畫

面及家人對愛滋感染者反應，都讓他們認為愛滋病是一個可怕的疾病： 

 

《整人專家》裡，周星馳騙邱淑貞自己是男同性戀，開始講話很嗲、翹蓮花

指和二郎腿。然後故意從他的大衣掉出「大陸一千零一號愛滋病患手冊」。

當下邱淑貞完全不敢碰他摸過的東西、坐過的地方，甚至當周星馳親她之後，

她就衝到廁所去洗掉。小時候覺得很好笑，但也覺得有點不安，就在想男同

性戀都這樣嗎？這個與我有關？我會變成這樣嗎？多看幾次後就會開始覺

得愛滋病很恐怖，但卻不知道為什麼可怕，只知道得了會很嚴重（小煦-I-1）。 

 

    儘管小煦的童年受到電影的影響，覺得愛滋感染者是一個不被社會接納的角

色，甚至擔心同性戀的性傾向代表自己未來也會成為愛滋感染者。然而，因為當

時並不了解感染者被社會排擠的原因，所以小煦並沒有立即為愛滋感染者發聲，

直到身邊朋友感染愛滋後，才讓他驚覺不能將愛滋議題置身事外，開始透過與愛

滋感染者好友相處，學習面對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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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當志工時，身邊很要好的朋友感染愛滋，當陪伴他面對這些事的時候，

你不再覺得這些事情跟我無關，也不會對他抱有擔心和害怕。因為這個人

本來就是認識且親密的，反而會更自然地去與愛滋感染者相處（小煦-I-1）。 

 

   布里雖然從小受到家人的影響，認為愛滋病是一個恐怖的疾病，但是她覺得

理解愛滋病是一個動態的歷程，會隨著年紀的增長、專業知識的增加有所改變： 

 

我家是經營檢驗所，當時有個手部有瘡正在流組織液的人來檢查，就在他

結束檢驗時，我媽害怕地拿酒精狂噴桌面，然後說這個人可能有愛滋、很

可怕。所以一開始在認知【愛滋病】時會覺得很可怕，但其實也沒有深擊

到我的心，只是有個印象（布里-I-1）。 

 

    除了小煦的例子，布里在訪談時也提及，家人對愛滋感染者的負面態度影響

到她在網路擇友時會表達出對愛滋感染者的排斥： 

 

交友網站上有個選項是「介不介意認識有 HIV 的朋友？」當時因為不知道

HIV 是什麼，所以勾 OK，後來我就問我媽什麼是 HIV，她就跟我說是愛

滋病毒。可能受到前面的影響，我就又把選項改成不願意了（布里-I-1）。 

 

    儘管布里過去對愛滋感染者感到害怕與畏懼，但卻因為大學選擇了社會工作

學系，受到專業知識及價值觀開放的影響，開始學習以開放的心接納社會上不同

的議題，甚至也因著實習的機會，透過自己的力量認識愛滋病，修正過去因為片

面理解而衍伸的錯誤觀念： 

 

一開始我沒辦法接受愛滋，但是可能跟大學念社工系有關，價值觀變得比

較開放，加上又到同志諮詢熱線實習進入了愛滋小組，發現愛滋病的傳染

途徑跟以前的認知很不一樣，所以就覺得沒有什麼好害怕的（布里-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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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身分的轉換，伴隨寂寞、孤獨生活的開始 

    當社會上多數人對於愛滋病抱持偏見與歧視時，愛滋感染者便會主動或被迫

與他人保持距離。經過一段時間後，愛滋感染者可能會因為感受不到被理解與被

接納，開始出現孤獨感，或是對未來不抱希望，甚至排斥與他人保持關係主動與

社會隔絕。小煦、小翔和柏岑都曾提及，愛滋感染者在社會上感受到孤獨的處境： 

 

在我工作之前，疾管局的態度比較偏公共衛生，認為如果有感染【愛滋病】，

大家就會自動去就醫。可是我們看到的是，因為【愛滋感染者】太焦慮太

害怕，所以他不敢去驗（愛滋病篩檢），所以當他【突然】知道自己是感染

者時，他就會躲起來（小煦-I-1）。 

 

    在小煦的描述中，愛滋感染者主動或被迫選擇與外界保持關係的原因，大多

是因為倘若疾病身分曝光後，身邊的親友會因為無法接受而自己斷絕關係。然而，

當愛滋感染者開始與外界社會保持關係時，似乎也背離了 Noddings 提及的「人是

活在一個關係網絡中」的觀點，而與社會疏離的過程中，甚至會影響感染者個人

的就醫意願： 

 

我同事的朋友被檢驗出來後，決定跑到東部去不再管這件事情（感染愛滋

病）。直到後來他快發病，送到台東醫院，才跟伴侶說他感染【愛滋病】。

當時台東的醫療資源不足，所以情況很危急，大家才趕快討論該怎麼把他

送回台北，後來還好來的及送回台北，有救回來（小煦-I-1）。 

 

    除了因為個人意願，選擇減少與外界連結之外，小翔也提及愛滋感染者可能

會受到居住地社會資源的多寡影響；當生活圈資源有限時，感染者心中的孤獨感

或許會更加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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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住在南投的弟弟說朋友都跑去台北了，覺得很孤單。計畫結束時我們

還有持續聯繫，他常傳訊息問我「最近好嗎？」感覺是個沒有社會資源的

人，不僅感染者朋友沒有很多，甚至連同志資源也都很缺乏（小翔-I-1）。 

 

    研究者認為與孤獨感相對的心理感受就是親密感，而親密感的來源是依靠人

與人和諧相處產生。當愛滋感染者因為疾病身分感到孤立無援時，愛滋助人工作

者的角色便極為重要；因為除了透過與感染者建立關懷關係，減低其心理上的孤

獨感，助人工作者也可藉由美好關係連結讓感染者重拾信心與動力，進而願意再

次與外界他人互動： 

 

「你不會是一個人」是我們【創群】的標語，當初會想這個標語，是因為

我覺得人跟人產生連結就會有個動力，周遭的環境會帶你繼續往前走。蠻

多人還沒加入群組時，真的沒有朋友，一個人戴著口罩不跟任何人講話。

或許進入群組之後，他不見得會喜歡我【的關懷方式】，但是我的目標也不

是要他喜歡我，而是他在裡面有一兩個朋友（柏岑-I-1）。 

 

參、愛滋助人工作者與愛滋感染者建立關懷關係的方式 

    Noddings 認為人在關懷關係中可以透過情感交流，增進雙方對關係的承諾，

並且會藉由對他人述說自己、聆聽他人的互動，看見彼此間差異性的存在（游惠

瑜，2009）。此外，Noddings（1965/2000）也提及，關懷者需要將被關懷者的感

受及當時的情境納入考量，並且在關係間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以開放自在的態

度與對方的連結，選擇接受對方全部存在的關係。研究者根據十位受訪者的回應，

歸納出如下五種愛滋助人工作者與感染者建立關懷關係的方式：「透過情感上真

誠的交流，作為關係建立的基礎」，「理解愛滋感染者處境，與其產生深度連結」，

「以全然接納、不批判的態度維持關懷關係」，以及「建立一個對愛滋感染者友

善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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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情感上真誠的交流，作為關係建立的基礎 

    愛滋助人工作者與感染者的關懷關係建立，最為重要的就是情感上的真誠交

流。當雙方對於彼此只有些微程度的瞭解，加上感染者擔心對方是否得以接納自

己的情況下，兩人的關係連結就僅能倚靠真誠的互動，化解彼此對對方的想像： 

 

那是個相會的過程，我們都在各自的世界裡排除萬難的往前靠近。可是

他看到的是個治療師，而不是真正的尚恩；而我看到也不是真正的他，而

是那些議題所顯現出來的影子，我們在雲霧的狀態裡靠近，因為我相信

再往前一點，會看見一些什麼（更真實的他）（尚恩-I-1）。 

 

    擔任諮商心理師的尚恩形容與服務對象的關係建立，如同在雲霧中相見，儘

管看見的對方可能是被刻意形塑出來的樣態，然而他堅信透過雙方真誠的互動，

最終可以看見複雜的問題背後真正的服務對象。研究者認為，儘管每個助人工作

者會根據關懷情境的差異，選擇不同建立關懷關係的方式，但是在關係建立上，

最為重要的依然是雙方情感上的真誠交流。以下研究者便透過研究參與者的分享，

將助人工作者在關懷關係間，與愛滋感染者的情感交流分為「疾病身分或當下感

受的自我揭露」，「擺脫專業身分以朋友姿態與服務對象互動」，以及「抱持與愛

滋感染者建立長期關係的信念」三個部分，分別描述之。 

（一）疾病身分或當下感受的自我揭露 

    助人工作者的自我揭露是一種手段，會依照不同的情境決定揭露的程度。同

時身為感染者及助人工作者的柏岑，選擇項服務對象揭露自身的疾病身分，部分

的原因是為了取得受關懷者的信任，當愛滋感染者知道助人者與自己有過相同的

生命經歷時，會更加放心的將心理話對關懷者說，使彼此的關懷關係再更深一層： 

 

最近跟朋友去戒治所帶團體，有個感染者問我們是不是愛滋感染者。那時

候才意識到，原來他們會在意團體帶領者的疾病身分。他不確定我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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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理解身為感染者的生命經驗，所以會考慮要不要跟我們說疾病身分的擔

心與害怕。（小煦-I-1）。 

 

當案主說「你沒有吃過藥的時候」我就回「我有吃過藥啦！而且吃得比你

還久。」希望他理解我懂他的感受。有些個案剛認識時，覺得他有點埋怨，

我就想說來揭露一下自己的身分，對方的態度就馬上轉變為「我跟你說，

剛剛那個…」關係瞬間拉近，講到欲罷不能（柏岑-I-1）。 

 

    研究者認為，當面對到服務對象「抗拒」建立關懷關係時，助人工作者的自

我揭露行為，能讓服務對象感受到助人者的真誠後，有機會改變雙方原本緊張的

關係，進而引發服務對象與其建立關懷關係的意願。此外，對於助人工作者揭露

自身的疾病身分，不僅會讓受關懷者覺得助人者能了解自己的處境與感受，甚至

也能藉此使其看見感染者正向生活的樣態，激起服務對象對自我疾病的接納及肯

定。而喬與感染者建立關係的方式，正是實踐耶穌給予的使命，以個人生命影響

他者的生命： 

 

某個社福單位找我去跟初感染者聊，即便他們都已經知道愛滋基礎知識。

但是當對彼此不熟悉時，怎麼知道該如何去面對愛滋感染者【或自己的疾

病身分】（喬-I-1）？ 

 

    此外，愛滋助人工作者的服務對象並不僅侷限於愛滋感染者，有時候也會與

感染者的家屬工作。為此，柏岑在擔任助人工作者時會根據不同的對象和目的，

選擇性的揭露不同的身分： 

 

揭露是想讓他們知道感染者有不同的生命光譜，或是知道我曾經跟他們一

樣有陪伴成癮者的歷程。把互動變成家屬陪伴，雙方都是成癮者的家屬，

彼此互相陪伴，而不是只有社工跟個案之間的關係（柏岑-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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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岑跟家屬揭露身分時，除了想讓對方了解自己能同理他們之外，更多的是

希望藉由真誠交流，使其成為彼此互相陪伴的朋友，而這樣的目的，似乎也在呼

應柏岑身為感染者對親密關係的渴望。除了關懷者單方面地將疾病身分向受關懷

者揭露之外，尚恩認為關懷關係的建立需要雙方努力，因此當他在協助愛滋感染

者心理諮商時，他會將彼此關係所引發的感受向服務對象揭露，使彼此有機會釐

清及深化關係： 

 

有時候我也會把這些不舒服的情緒，在個案的關係裡面應用。因為我認同

治療有效是來自於我們真誠的互動，所以如果我只是躲開我自己【的不舒

服】，那麼很容易會讓我們彼此【的關係】遠了（尚恩-I-1）。 

 

（二）擺脫專業身分以朋友姿態與服務對象互動 

    助人工作者工作一段時間後，可能會遇到專業身分不見得能順利與服務對象

建立關係。例如，學長的工作是協助民眾做愛滋篩檢，當遇到檢驗結果為陽性的

個案時，站在專業身分的立場，需要不斷的說服對方就醫確診。然而對學長來說，

這種以專業思維提供服務的方式，往往會忽略個案本身的生命脈絡，反而會使雙

方對話呈現一種拔河式的溝通，並非能建立好關係： 

 

維持專業關係有個好處，如果個案願意談，可以以心理治療模式，一週一

次來談，但這樣的互動，我沒有把他們當朋友，他們也沒有把我當朋友看。

我不喜歡那種拔河式的溝通，我跟個案維持一種很不舒服的狀態，他不想

就醫，但我硬要關心他，我們的對話就像「你身體最近還好嗎？要趕快去

看病喔。」他就會回「我身體還很好啊，還不用去看醫生。」（學長-I-1）！ 

 

    經過五六年的工作之後，隨著與愛滋感染者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多，學長逐漸

能分辨，所謂以專業取向工作時對感染者的淺層同理，及脫掉專業身分，以朋友

心態與感染者相處時，引發深層同理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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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取向上，我沒有辦法那麼靠近，有些個案的困境我有點難理解，因為

我對愛滋的認識太平面了。真正的東西唯有透過個案的故事才能積累而來，

當我深層同理時，身體會有感覺，有一瞬間會覺得我們很靠近（學長-I-1）。 

 

    當學長意識到專業身分對自己助人工作的影響後，他開始將愛滋感染者當成

朋友，成為服務對象在生活中可以聊心事的人。也因如此，他看見服務對象與自

己的關係，似乎和公衛及醫療個案管理師的關係有所不同： 

 

每個個案跟我的關係、跟醫院還有公衛端的關係都不太一樣。我跟個案的

關係，就是有個人跟他聊心事，比較以朋友的立場跟個案聊（學長-I-1）。 

 

    從大學期間就在愛滋領域擔任志工的小靜，身邊不少朋友是愛滋感染者，加

上她的個性較不重視格式規範，所以對她來說，每一次與服務對象的互動，就如

同和朋友的相處一樣「有需求時，就會盡力協助」： 

 

我認識愛滋感染者不是只有去醫院要訪視的對象，是那些平常就在我周邊，

會一起去廉價酒吧的那些人【…】你很難聽到從我嘴巴裡講個案兩個字，

因為我不太在意格式，我不會一定要他們在我上班的時候跟我聯絡，我通

常都會盡可能配合你，因為你才是正在辛苦的那個人（小靜-I-1）。 

 

    同樣是愛滋感染者的柏岑，對於助人工作者在生活中陪伴愛滋感染者特別有

感，因為他一開始便是透過自己的力量組成感染者團體，讓彼此互相照應之餘，

滿足自己想交朋友的需求： 

 

一開始把幾個感染者約出來吃飯，然後有人開始寫部落格，從那個時間點，

我們就在做助人這件事情，只是那時候還沒有覺察，覺得只是想要有個連

結、想要找到一樣的朋友（柏岑-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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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在初期柏岑秉持著交朋友的態度協助受關懷者，然而隨著接觸的服務對

象越來越廣，需要的助人專業也隨之增加。為了增進助人的能力，以及學習如何

與其他助人工作者溝通，柏岑決定重回學校進修。不過，他也坦承，當自己的專

業身分透過課程的訓練逐漸呈現時，對於該以什麼身分服務感染者似乎也有所疑

慮，爾後透過跟老師的對話溝通後，才再次找到定位： 

 

我去跟老師談「老師，我到底【在愛滋社群】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老

師就反問我「你自己覺得咧？」我就回「在社群就把自己定義成會個案工

作、會社工技巧的朋友；但如果他要變成個案，那我自己就會放到另一個

角色。」（柏岑-I-1）。 

 

    經過與老師的討論之後，柏岑選擇不被專業身分束縛，繼續以朋友的方式為

愛滋社群提供服務。而在這幾年擔任助人者的經驗裡，他發現當助人工作者與感

染者共同生活時，可以讓關懷者跳脫原本較為單一的視角，以更大脈絡關注愛滋

感染者的需求，並適切的提供服務： 

 

我覺得跟個案互動時，環境的需求就會長出來，很多人都會把問題放在個

人，但是問題其實是跟他周遭時空背景有關。那就是一個成長陪伴，【現在

的服務】不會停在會談室，是帶著個案去走，看見環境的不同 （柏岑-I-1）。 

 

    除了學長、小靜和柏岑，陳巧因為過去的成長歷程與現在的青少年服務對象

雷同，所以較能同理青少年被要求到社福單位報到時的感受，因此她一開始與服

務對象建立關係時，會先拿掉專業身分的角色，以幽默的態度與他們互動： 

 

我對於青少年的特質很熟悉，因為我國高中也是太妹，走過他們以前走過

的路，所以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加上我是個很幽默的人，對青少年很敢開

玩笑，如果一個很不熟的孩子，我會試探他們的底線。早期剛進入這個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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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時，我也不知道他們的點（地雷）在哪，所以就先開自己玩笑，他們就

會覺得很有趣，認為我跟一般的老師、專業工作者很不一樣，就慢慢建立

起關係了（陳巧-I-1）。 

 

上禮拜在少年觀護所關心一個少年的狀況，他就說「普通阿，不然你進來

看看。」我笑笑地說「我很常進來阿，我都什麼時候進來，然後下個月還

會再來，所以你會再看到我。」【這些對話】一般人聽到會覺得很討厭，可

是我就輕鬆回，反而他就有點錯愕，想說我怎麼會這樣跟他說（陳巧-I-1）。 

 

    助人者有時看起來一派輕鬆、嘻皮笑臉的與受關懷者建立關係，然而實則卻

藉由關係的建立，再次看見受關懷者的需求。陳巧雖然看似在工作上總是跟服務

對象互開玩笑，然而她也從中感受到，孩子們對於談論原生家庭的防衛性很高，

就算原生家庭的缺陷，造成自己無法像其他同齡孩子一樣順遂成長，但是他們依

然不喜歡聽見外界對原生家庭的評論，而這也是讓陳巧更進一步的瞭解服務對象

的狀態與需求： 

  

他們共同的地雷就是不能開家庭的玩笑，這個家再怎麼爛，也只有自己可

以講，別人講不得，因為他們就是從這個家出來的，如果講這個家爛，就

是在說自己很爛（陳巧-I-1）。 

 

    根據上述研究參與者的助人經立，研究者認為，當愛滋助人工作者脫掉

專業身分，以朋友的身分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時，不僅能打破服務對象對助

人工作者的想像，甚至能改變他們的受害者心態，有機會預防受助者在關懷

關係裡高度依賴服務對象的情形。此外，專業身分意謂著對於助人者的關懷

行為有所限制，因此擺脫專業的助人工作者，能依據不同的關係情境，以更

自由、彈性的方式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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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抱持與愛滋感染者建立長期關係的信念 

    陳巧以過往的生命經驗，同理服務對象與助人工作者互動時的感受，她認為

雖然助人者只是服務對象某段生命裡的過客，但是他依然抱持著和對方長時間工

作的信念與其在關懷關係裡互動。因此，當遇到無法順利建立關懷關係的情況時，

她不會輕言放棄，而是會選擇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和對方建立關係： 

 

我的信念是「要跟他們工作一段時間」，所以第一次關係沒有建立起來很自

然，我還是會讓他們知道，生活中遇到困難我會盡力幫助他們（陳巧-I-1）。 

 

我會今天談一點、明天談一點，或是就跟他們談生活瑣事，比如說他今天

買了一個新的包包，我就會跟他們談包包很好看。就是要投其所好，了解

他們的生活型態、喜歡穿什麼、用什麼、吃什麼（陳巧-I-1）。 

 

    如同關懷倫理學的觀點「人的道德感是生活經驗的延伸」，雖然陳巧在與青

少年愛滋感染者互動時，並非想要引發他們心中的道德情誼，然而對於陳巧來說，

關係的連結是建立在生活事物的互動上，當互相熟悉且擁有一定基礎的關懷關係

後，才能進一步聊更深層的議題。研究者認為，當雙方相信彼此擁有穩定的關係，

便會將當下的感受看得比討論的事情更加重要。同樣在工作上需要陪伴感染者就

醫的小煦提到，儘管因為醫療發達的關係，許多初篩為陽性的愛滋感染者，都會

願意即早接受治療。然而當遇到身心尚未準備好的愛滋感染者，小煦還是會跟隨

服務對象的步伐，在一旁陪伴協助： 

 

他篩檢知道是陽性時一直忍著情緒，直到晚上十一點時，他打電話給我崩

潰大哭，【從那天起】陪了他快一年的時間，他才決定要去做確診。那年當

他在網路上看到負面的愛滋訊息時，就會焦慮開始跟我聊，一年後，因為

交了男友，所以想要來面對這件事情（就醫）（小煦-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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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愛滋助人工作者之所以願意與服務對象建立長期關係，原

因在於了解服務對象在人生此時的際遇中，會因為害怕再次受傷而選擇與外

界保持距離。為此，當愛滋助人工作者同理服務對象在情境中的感受後，願

意將建立關懷關係的時間拉長，一方面讓服務對象有足夠的時間，調適以疾

病身分或遭遇困境的身分與助人者建立關係，另一方面則是讓愛滋助人者能

在關係中，嘗試找到服務對象會感到滿足的需求，有機會適時的提供協助深

化關懷關係。不過，儘管愛滋助人工作者希望用長時間與服務對象互動，然

而當與政府部門合作時，卻容易因為績效導向，或是服務對象居住距離、工

作等關係無法如願以償。在這樣的情況下，歐文也只能盡可能在互動中看見

服務對象其他的需求或問題： 

 

疾管署對衛生局有個指標，就是個案確診後三個月內要有服藥順從度，所

以某縣市的公衛端請我們去幫忙跟個案談。每個個案需要服務的時間不太

一樣，像這種消極性個案服務時間會比較長，所以我不會在第一次就跟他

聊吃藥，而是會跟他聊生和、聊工作。但實際上，因為他的距離太遠、工

作太忙，所以要他過來也會很麻煩（歐文-I-1）。 

 

二、理解愛滋感染者處境，與其產生深度連結 

    Noddings（1965/2000）認為，當我們了解發生在別人身上的情況後，就會感

覺到自己的能量流向對方，感受到他所遭遇到的痛苦，希望為他解除負擔、實現

夢想、分享喜悅或澄清疑惑。小煦在受訪時提及，因為自己過去曾有過到感染科

治療性病的經驗，所以非常能夠體會，愛滋感染者在診間等候就醫時會有的感受： 

 

愛滋不只是感染後的污名和壓力，也包含了對性的污名。我在那邊也在

想，我是否會被認為是愛滋感染者。之後當我陪愛滋感染者去就醫時，

我也在想說要用什麼態度去陪他們，怎麼樣可以讓他自在（小煦-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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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 Noddings（1992/2003）提到，當關懷者設身處地的為對方著想時，僅

是展現一種心理狀態，而非真正的知道「應該」為被關懷者做什麼。不過，研究

者在訪談的過程中發現，當關懷者長時間接觸服務對象之後，可從經驗中得知受

關懷者當下的感受及最需要他人提供的協助： 

 

每個個案會先會談兩個小時左右，把我認為他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訴他，

例如就醫流程、醫院端和公衛端的事情、愛滋對人體的影響、治療後對生

活的影響，最新醫療資訊、服藥的副作用等。有基礎概念後，就會再聊權

益的事情，例如兵役、伴侶關係、感染者權益法條、雲端藥歷與身分曝光

的關係等，過程中他可以隨時發問。我也會了解他的性傾向，如果是男同

志，我會再近一步了解他的家庭狀況、出櫃經驗（學長-I-1）。 

 

    經過多年的服務，學長知道愛滋感染者獲知感染身分的當下，可能對未來生

活有許多疑慮及擔憂，因此他會盡可能的提供最完善的資訊，降低感染者面對疾

病時因資訊不清楚引起的心理負擔。研究者認為，學長的行為如同助人工作者「人

在情境中」的觀點，嘗試以具體的情境思考服務對象可能會面臨的問題。這樣的

方式，不僅能讓感染者在疾病適應上提前做好心理準備，也讓他們在吸收專業知

識時，更願意相信助人工作者，勇敢地與其建立關懷關係。不過，儘管關懷者費

盡心思的想與受關懷者建立關係，愛滋助人工作者還是可能遇到防衛心較強的服

務對象： 

 

難建立關係是因為，他一直以來都是自己照顧自己，跟原生家庭很疏離。

他需要靠某些手段才有辦法維持基本生活，比如說藉由竊盜、欺騙得到

錢或關係，所以他自然也會用這種方式對待跟他互動的人（陳巧-I-1）。 

 

    陳巧的服務對象有些是未滿 18 歲的青少年愛滋感染者，儘管因為未成年案

主同時有許多助人工作者從旁提供協助，然而不是每位助人工作者都會以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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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思考。因此對於孩子們來說，助人工作者有時反而是一個擾亂生活的角色，

間接增加愛滋助人工作者與青少年愛滋感染者建立關懷關係的難度： 

 

他一直在經歷失落和「對！你們（助人工作者）就是這樣的人，我就只

能受到這樣的對待」的輪迴。大家都只有跟他說不能偷東西，可是卻沒

有人問他為什麼偷，是因為冒險？還是為了基本的生活（陳巧-I-1）。」 

 

    儘管陳巧感受到服務對象超齡的生活經驗及心理狀態，使他們會刻意的與助

人工作者保持距離，然而陳巧還是盡可能的從孩子的生命經歷解釋其當下行為，

並且不斷嘗試與受關懷者建立關懷關係：  

 

跟他見面的時候，他就說「反正我就是這樣啊，我的事情就問這些人（學

校老師或是社工），我不想要再講這麼多。」我就跟他說：「可是我想要

認識眼前的你啊，我沒有要透過這些人知道你的過去，我只想透過我跟

你來認識你（陳巧-I-1）。」 

 

    除了透過重新建立助人工作者與服務對象的連結，陳巧也試著將孩子視為有

能力決定自己未來的人，在決定每個會影響其未來生活的重要抉擇時，都會盡可

能與對方討論，並且讓他們知道最終一定會是以其最佳利益為主。另外，也在關

懷關係建立的過程中，試圖探索孩子的需求，並從中給予協助： 

 

過去他被很多專業人員通報，但是始終沒有人告訴他原因，所以他只知

道「基於法規這些人要通報他」，可是對他來說，他的依附關係、性的需

求卻沒有人陪他討論。所以後來我也跟他談關於情慾以及他自己怎麼看

性這件事情（陳巧-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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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全然接納、不批判的態度建立關懷關係 

    歐文認為，在社會主流的教育下，性行為、愛滋病及愛滋感染者往往會受到

許多道德束縛，甚至被排除在一般生活之外。為此他認為成為一位愛滋助人工作

者，首當其衝最為需要的就是一顆勇於接受道德挑戰，以及不輕易給與價值觀批

判的心： 

 

我覺得在愛滋領域工作會有很多道德挑戰，因為按照社會的期待，其實每

個人都是保守的，如果無法認知到「性」不是一個骯髒的行為時，可能就

無法在這條路上往前走（歐文-I-1）。 

 

    對於陳巧來說，以一位生理女性身分在愛滋領域工作，對於和性別差異的服

務對象初次互動時，可以明顯感受到社會性別框架所造成的影響。愛滋病與性的

緊密連結，使得助人者常會需要與服務對象共同探討性與親密關係的議題，但社

會傳統價值對於男性與女性談論性議題時，卻有天壤之別的反應。因此陳巧與男

性受助者互動時，僅能透過引導的方式，讓服務對象理解自己是以一個開放且全

然接納、不批判的態度與其互動： 

 

剛好服務對象都是男同志的感染者，在還沒建立關係時，我通常會讓他們

知道我同志的身分，也讓他們知道我對性【的態度】是很開放的，但我不

會直接告訴他們「我很開放」，而是請他們具體告訴我性的經驗，然後給予

正向肯定，或是詢問當下的感受是什麼（陳巧-I-1）。 

 

    布里擔任愛滋助人工作者時，第一位服務的是罹癌臥病在床的愛滋感染者。

雖然因為她誤以為社工就是要盡力完成服務對象的所有需求，而把自己搞得筋疲

力盡，卻也意外地因為全然接納服務對象的要求，使得服務對象更願意向自己袒

露個人需求，且更重視這段關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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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個很會情緒勒索的感染者，以前吵著要補助，我就忙著幫他轉介到

任何單位去申請費用，不過也可能因為我什麼都幫他做，所以他願意多跟

我談【個人需求】，甚至他會想要在我面前表現出好一點的形象（布里-I-1）。 

 

他其實沒有穩定服用藥物，但他總是會【刻意】在我面前吃藥。因為醫院

社工跟我說他的 CD4 很低、病毒量標高，我才發現他根本沒有吃藥，也是

直到他對生命完全放棄時他才跟我說他沒有吃藥（布里-I-1）。 

 

不過，布里與服務對象關係的建立也並非一路順遂，當布里發現自己與服

務對象的人生價值觀有所差異時，她意識到自己的關懷僅是將社會價值加諸在服

務對象上，忽略了案主心中真正的想法。為此她也調整心態，重新以一個接納且

不批判的態度陪伴服務對象： 

 

第一次我知道他不服藥、想放棄的時候，以為他只是覺得【身體狀況】好

像很糟所以想放棄，所以就跟他討論「你要不要服藥」。第二次時，我才覺

得他是真的下定決心【想放棄】，因為他生氣我又跟他提這件事情（穩定服

用藥物），他覺得他已經跟我說過了，而且他的家人、伴侶都在跟他提同樣

的事情，所以他覺得很煩。後來我才發現他是真的想離開，而不是只是情

緒低落（布里-I-1）。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被灌輸「活著永遠有希望」，所以會覺得跟個案討論這件

事情（好好活著），可能會有其他的轉變，但對個案來說，其實不一定只有

活著才是最好的選擇。如果個案真的覺得他要死，或許我們要換個方式跟

他討論「準備好面對死亡了嗎？」（布里-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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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一個對愛滋感染者友善的環境 

    友善的環境對感染者來說非常重要，尚恩在談到疾病身分的認同過程時表示，

社會對感染者的友善與否，會影響感染者如何看待自己的疾病身分： 

 

如果我活在五十年前，還沒有解藥、污名比現在更可怕，我的認同可能會

是「我快死了，我罪該萬死」「我不知道怎麼活在這個世界，怎麼面對其他

人」。那個時候沒有所謂舒服的資訊，讓你感受到安全、自在和看到希望、

賦能、正向的東西，所以那個時代的人是愁雲慘霧的。（尚恩-I-1）。 

 

    因此，除了以實際與愛滋感染者互動，建立關懷關係之外，小煦認為創造一

個人人平等，且隨時都有機會與愛滋感染者相遇的環境，讓人們在生活中偶爾與

愛滋感染者互動，也能讓大家突破心防，願意與愛滋感染者建立關係： 

 

讓感染者跟非感染者一起生活，有更多彼此接觸的機會。當身邊真的有感

染者時，人就會自然而然地去與愛滋感染者相處。比如說有志工剛感染不

能面對或接受時，就會跟其他志工哭訴，大家就能互相陪伴（小煦-I-1）。 

 

肆、小結 

    Noddings 認為人的道德情感無法與生活切割，一個人對外界社會關懷的關懷

的意願，是透過生活中與他人相處的美好經驗層層堆疊而成。為此，本章節研究

者由關懷倫理學裡的關懷圈鏈觀點，嘗試以距離的概念，描述愛滋助人工作者在

助人歷程中的不同階段，其生活中與愛滋病和愛滋感者間的距離。 

    綜合本段分析，研究者認為愛滋助人者在進入愛滋領域前，與愛滋病、愛滋

感染者的關係，如同關懷者與關懷圈鍊最外層的距離。對關懷者來說，當時他們

並不覺得愛滋議題與自己有任何關連，直到生命中有機會直接與愛滋病或愛滋感

染者相處後，才開始對此議題改觀，並引起對愛滋議題關懷的動機。愛滋助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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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愛滋病的感受與認知，從最初的漠視、恐懼及嫌惡漸漸的改變為接納及包容，

其中最重要的關鍵在於，關懷者開始以第一視角的位置了解愛滋病、愛滋感染者

的處境。不管是因為個人或身邊好友的身分轉換，都讓自己有機會與愛滋議題產

生連結，因而不再將愛滋拒之於外，或認為與自己無關。此階段關懷者與愛滋議

題的連結，讓關懷者不再僅只是將愛滋病、愛滋感染者當成陌生人或無關的知識

學問，而是透過理解與接納之後，將付諸如同對身邊親密他人或熟識的人的關懷，

一個有血有肉有溫度的關心。不過，雖然關懷圈鏈裡的每段關係都代表著助人工

作者其之間的距離，越外圍代表關係越疏離。然而，研究者卻認為，如同 Noddings

提及的關懷圈鏈並非線性，關懷者也可能同時對關懷圈鏈中的不同項目付出關懷

行為。例如，當愛滋助人者身邊的愛滋感染者朋友時，或多或少也會從互動交流

中，得知道愛滋病的相關知識或文化，因此加深與愛滋相關知識的關係。 

    Noddings 認為關懷關係是由雙方打開心扉所建立出來的，儘管先付出關懷

的一方，會讓自己處於一個冒險的狀態，但是若另一方給予回應之後，雙方則會

在互動中建立信任、給予彼此承諾。研究者認為，在關懷關係裡，雙方的情感交

流對於關係的建立非常重要，因為每個人都渴望在關係裡得到他人的支持與理解，

更遑論受關懷者往往是個生命中曾受過傷害的人。為此，一個稱職的愛滋助人者，

在認識受關懷者的初期，除了藉由情感與對方相處之外，也需要延伸人在情境中

的觀點，藉由縱向脈絡的理解，覺察愛滋感染者在不同關係網絡中的需求。當遇

到雙方對於資訊的理解有所落差時，亦可肯認彼此的差異，將差異性視為了解他

者的奠基石，在共在的處境下展開對話，訴說自己也聆聽對方的感受與需求，使

受關懷者有機會重拾與他人建立關係的勇氣，再次勇敢的表達自己的感受與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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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在關係中看見服務對象需求時的感受與想法 

    研究者發現，愛滋助人者面對服務對象提出需求時，會因著助人工作者個

人工作價值觀、疾病身分，或者是根據不同的情境，產生不一樣的感受。在本節

中，研究者將十位受訪者面對服務對象需求時的感受，分為四大部分分別為：「有

雙重身分的愛滋助人者，看見服務對象需求時的感受」，「看見朋友成為感染者時，

助人者感到被受信任或自責」，「當服務對象需求與助人者的自我利益衝突時的感

受」，以及「面對受關懷者不可抗力的需求時的感受」，以下分別詳述。 

壹、有雙重身分的愛滋助人者，看見服務對象需求時的感受 

    有些愛滋助人工作者同時擁有助人者及愛滋感染者的身分，當他們在關懷關

係中面對受關懷者的需求時，會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柏岑、小翔、喬與尚恩，不

約而同地在訪談中提及，身為感染者在面對其他感染者的需求時，內心的確會有

一種特別的感受。以下研究者將訪談內容分為「認為愛滋感染者與常人相同，因

此面對其需求時並無特別感受」，以及「與受關懷者生命過於相似，在害怕中鼓

起勇氣給予回應」兩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認為愛滋感染者與常人相同，因此面對其需求時並無特別感受 

    喬以自己為例提到，愛滋感染者的生活與常人並無差異，在面對不同情境時，

也會擁有不同需求。柏岑則是認為，愛滋感染者生活在社會的每個角落，因此在

面對服務對象的需求時，是以陪伴者的角色與感染者共同生活，提供他們人際支

持。小翔除了與柏岑有相同的想法之外，也將助人工作視為生活的一部份，並以

較為輕鬆卻真誠的態度面對： 

 

感染者只是多了疾病身分，其他方面跟ㄧ般人一樣。像我也要有性生活、

也會有性幻想。感染者又不是瘸了、少了器官，或是喪心病狂等（喬-I-1）。 

 

年輕的時候不會想那麼多，生活在一起就是陪伴（柏岑-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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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禮拜天晚上接愛滋諮詢時，就會敷面膜回覆大家。這已經不是一個工作，

而是生活的部分【…】助人這件事情一直融合在生活裡，就像是我很習慣

當朋友傳了跟愛滋相關的事時，我就會邊走路邊把它解決掉（小翔-I-1）。 

 

二、與受關懷者生命過於相似，在害怕中鼓起勇氣給予回應 

    當受關懷者於諮商室描述生活中的困境時，同樣身為愛滋感者的尚恩，容易

在會談時產生共鳴。當研究者詢問到印象最深刻的例子時，尚恩思考了一下，提

到了最近的狀況： 

 

那個糾結是，我在他們身上常看見自己的影子，有些是我已經走過不在乎

了，有些是我還沒走過，但跟我的情緒有關【…】他（個案）在分享的過

程中，有講到一些被抓的經驗，也有講到他怎麼在過程中跟對方摔椅子、

或者是追殺的動作，也有那種吸食藥物（毒品）後，狀況不好的經驗跟畫

面，這些部分會讓我【感到】衝擊、害怕。他說的畫面是我很想要逃開、

避開的畫面，不想去碰的，但他卻說的栩栩如生（尚恩-I-1）。 

 

    雖然尚恩在協助服務對象時，容易因反移情而引發負面感受，然而他也提及，

心理諮商師的專業訓練能使他在不舒服狀態中覺察出自我感受，看見關懷者的情

緒，並從中分辨彼此的經歷，再以設身處地的方式為對方提供協助： 

 

在諮商的訓練裡，我能夠看到這個人受苦的 pattern（圖像），然後這個 pattern

影響到我跟他現在發生什麼事情。走過這些歷程後，我可以比較不受過去

的經驗影響，知道你怎麼了、我怎麼了，然後我們可以怎麼辦（尚恩-I-1）。 

 

    尚恩除了分辨自己與受關懷者的情緒之外，也會時常提醒自己，要以獨立的

個體看待服務對象的需求。不過他坦承，當服務對象的需求與自我價值有所衝突

時，他也會有兩難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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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時時警惕自己，他們（個案）不是我，所以我要跟他走，而不是他要

跟我走【…】對於那些我還沒走過的議題，我也會在裡面打架（猶豫），要

多做、少做，或是當有一些事我不認同的時候，我該怎麼辦（尚恩-I-1）。 

 

    擔任愛滋助人工作者起源是因為疾病身分的尚恩，當遇到兩難處境時，除了

秉持著對關懷關係所帶來的責任與義務負責之外，也常在自我理解的旅程中，找

到抒發情緒的方法，進而繼續鼓起勇氣協助他人： 

 

他在走一條跟 HIV 和藥（毒品）當好朋友的路，這條路到了一個分叉口（個

案需要面對的議題），我看到這個影子，決定跟他相會，一起做點什麼。一

部分是專業期待，如果因為不舒服就離開很沒有倫理；另一部分是我能量

夠大、勇氣也夠；還有我也在判斷前面那個人走到哪裡（尚恩-I-1）。 

 

有一次狀態很糟，打電話給前任，他聽完也不知道要怎麼辦，給了我一首

歌，然後我就重複聽。不知道為什麼就很想哭，好像是音樂裡面有個力量，

或許是被接住、被看到、被接納了，有一種【情緒】的流動（尚恩-I-1）。 

 

貳、看見朋友成為感染者時，助人者感到被受信任或自責 

    雖然尚恩認為自己是疾病身分，不得不開始接觸愛滋議題，然而他在疾病適

應歷程中，也接受到許多朋友的關懷，為此他想透過自己的專業，將美好的關懷

經驗所帶來的感受傳遞出去。在實踐自己的美好關懷圖像的過程中，尚恩逐漸在

生活中散發出對愛滋議題友善的態度，使得越來越多感染者願意信任他，主動向

他告知疾病身分或提出需求： 

 

我身邊有一些感染者會主動來找我聊，可能是因為我慢慢散發出一種友善的態度，

燈塔的感覺。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散發出一個友善的光給別人知道（尚恩-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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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恩給感染者「燈塔」堅定、穩固的感覺，如同小煦分享的，因為對方認為

自己足夠信任，所以願意分享心中的秘密，甚至鼓起勇氣向助人工作者尋求協助： 

 

他把內在內心隱藏的秘密告訴你，就是他信任你（小煦-I-1）。 

 

    雖然當小煦和尚恩遇到朋友勇於向自己袒露疾病身分時，會從中感到被信

任與被肯定。然而，歐文所遇到的狀況不同於小煦和尚恩，當他發現儘管努力

在生活中宣導自我保護的方式時，身邊朋友卻依然感染愛滋。他會有著一層很

深的自責感，認為是因為自己做得不夠，才會導致對方感染愛滋： 

 

對我來說蠻衝擊，因為我試圖去建議他自我保護的方式，可是當他覺得不

需要，事後卻轉陽（愛滋篩檢為陽性）時，就會有種自己會不會推的（宣

導愛滋知識）不夠，連朋友都還做不到自我保護（歐文-I-1）。 

 

參、當服務對象需求與助人者的自我利益衝突時的感受  

    關係的經營如同冒險並非總能一路順遂，當助人工作者意識到服務對象的需

求與自我利益有所衝突時，原本看似習以為常的個人生活模式便有可能與關係所

衍伸出的道德義務產生拉扯，引發心中不同的感受。與人相處習慣有較清楚界線

的布里，面對個案以情緒勒索方式提出個人需求時，因為意識到在工作領域上的

自主權受到侵犯，所以會感到不舒服： 

 

我是個有界線的人，個案一直要求我做事情時，我會很不舒服（布里-I-1）。 

 

    同樣遇到類似狀況的學長儘管認為愛滋感染者就醫確診前，若能事先了解完

整的就醫流程及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將有助於往後的疾病適應歷程；但在助人工

作上，他也曾因為服務對象的需求與自己工作習慣出現衝突而感到為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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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是想要先跟他談再就醫，但他非常的著急。【我覺得】如果先了解

這些事情再去就醫，會比較知道所有狀況。後來還蠻為難的，他還是希望

我可以陪他就醫，【之後】就還是陪他去、順著他走（學長-I-1）。 

 

    當擔任心理諮商師的學長與服務對象討論的過程中，感受到對方極度焦慮時，

會在尊重服務對象的前提上，適度地調整自己的服務流程，一邊陪同就醫，一邊

提供相關資訊。對於工作一段時間的布里來說，當她再次碰到同樣狀況時，反而

會認為這是一個關懷者與受關懷者培養默契的機會，因此會選擇與真誠地向受關

懷者表達出自己的感受，嘗試引導服務對象同理助人工作者的處境，營造出一個

能理解雙方立場，讓彼此都感到被受尊重的關懷關係： 

 

在醫院時有聊了他自己的擔心、伴侶的擔心，那天從三點多聊到六點半，

【因為座位的關係】聊到回家後脖子很酸。反正模式大概就是這樣，我覺

得還是好好的談話，把流程好好的談清楚比較好（學長-I-1）。 

 

真的沒有辦法拒絕，就請他們未來一定要提前約時間，個案也都會慢慢調

整。情緒勒索的部分也是工作者要學習面對的，以前會覺得他（個案）這

樣講要不要給他【協助】，可是後來發現【滿足他勒索的需求】只是會讓

他發生同樣狀況，我就把勒索【的行為】交回給個案思考（布里-I-1）。 

 

    服務對象以青少年愛滋感染者為主的陳巧提到，由於青少年尚在學習如何與

人相處的階段，所以當遇到服務對象人際界線不清楚時，她的確會感到困擾；但

最終她依然會理性地綜合自我量能及服務對象的需求，與對方共同找到一個彼此

都能接受的互動模式： 

 

我是一個工作和生活切很開的人【…】但跟青少年建立關係後，他們會沒

有界線，晚上十一點打給你。後來發現，他們只是為了一些雞毛蒜皮的事

 



 

116 
 

情。我就跟他們說，幾點之後我不太會接電話，如果真的很緊急再打給我，

所以默契就是「知道你傳訊息，但我不會回，因為那不是急事。很急的定

義是，比如被威脅了、或者遇到緊急的事情要我處理，就打電話給我，我

看的到我就會接。」（陳巧-I-1）。 

 

肆、面對受關懷者不可抗力的需求時的感受 

    在關懷關係中，當服務對象的需求高度涉及國家政策、服務對象生長環境，

致使助人者無法在短暫時間內協助服務對象脫離困境時，每個愛滋助人者都會產

生不同的感受與想法。綜合研究參與者的意見，以下研究者將從「眼見受關懷者

需求為結構因素因而感到忿忿不平」、「以接納、無力與釋懷來面對生存意識低弱

的受關懷者」以及「擔心能力有限，無法提供其適切協助」，三方面進行討論。 

一、眼見受關懷者需求為結構因素因而感到忿忿不平 

    習慣在生活中陪伴感染者的柏岑曾認為，一個人的需求往往與他所處的環境

有關，所以當服務對象提出需求時，他會將其所生活的環境也納入處遇前的評估： 

 

在跟個案互動時，環境的需求就會長出來啊，然後你就會去提供服務。我

覺得很多人都會把問題放在個人身上，但是那個問題其實跟他周遭時空背

景有關（柏岑-I-1）。 

 

    2015 年《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尚未進行修

訂，所以入境停留 3 個月以上的外籍人士均需接受愛滋病篩檢，或提出近 3 個月

內的愛滋篩檢報告。如果拒絕檢驗或檢驗結果為陽性，不管是否被台灣人傳染，

或是在國內就醫時遭受到感染的外籍人士，都會被勒令出境。鑑於世界衛生組織

將限制感染者出入境法條視為「歧視」，2015 年台灣也取消了外籍愛滋感染者出

入境限制；但由於外籍愛滋感染者依然受到「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療費用

補助辦法」規範，致使前兩年依然得自行負擔每年 20 萬元新台幣的治療費用（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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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2020）。沉重的醫藥費負擔，使得非本國籍感染者，除了

需要小心疾病身分曝光之外，還需要努力尋求資源，而這樣狀況讓總是捍衛人權

的小煦，為愛滋感染者感到不公平及不捨： 

 

2015年修法後，還是會遇到外籍感染者藥物醫療費的狀況，他們蠻辛苦的，

生病後不僅要躲躲藏藏，還需要想辦法找到資源治療。也有遇過外籍移工

被台灣人感染後要被遣返，但因為移工們來台灣工作都需要付一大筆費用，

所以如果他們沒有好好賺回來是虧的，所以會覺得蠻不公平的（小煦-I-1）。 

 

    當小煦看見我國對非本國籍感染者的不合理待遇時，儘管認知到無法短時間

內改變國家法律，但是他還是會將內心的感受化為實際行動，積極的代替服務對

象發聲，期待能減輕服務對象的壓力： 

 

那時候覺得很不公平，所以才更積極。比如說愛滋條例修法就大家一起談

這件事情【…】雖然不見得可以馬上衝撞，但可以攤出來讓大家關注，比

如說像是第 21 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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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煦-I-1）。 

 

    小靜在服務非本國籍感染者時，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不僅要研讀法律、處

理繁瑣的行政流程，甚至得多角嘗試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對小靜來說，倘若我

國對非本國籍愛滋感染者可以更加友善，他們就不用承受隨時被老闆解雇或被遣

返出國的壓力。因此，儘管撼動國家法律政策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當小靜看到

服務對象願意為自我需求付出一點努力時，也會盡所能地協助對方： 

 

雖然透過個案去撞擊社會規則，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因為他常常會像是

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但是他（個案）在你面前時候，有意願去想為自己多

做一點什麼，那就一起來試試看可以做點什麼（小靜-I-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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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接納、無力與釋懷來面對生存意識低弱的受關懷者 

    縱使陳巧、布里和小靜都無法改變服務對象放棄自我生命的意圖，然而她們

對此卻有著不同的感受。陳巧的第一個服務對象，是受到伺機性感染導致全身癱

瘓的青少年，當時因為與母親同住於中途之家，身體狀況不佳的他每天只能藉由

筆談的方式與陳巧互動。一開始服務對象對自己的現況感到絕望，直接向陳巧吐

露心中的死亡意念： 

 

他說：「我沒有想過會這樣，我才十八歲，我連死的力氣都沒有。」我非常

挫折，坦白說我當下接不住，他的情緒太多太滿了。社工的專業被縮得很

小，我能給他的就只有情緒支持【…】我自己有點無力，覺得「我就真得

幫不了你。」（陳巧-I-1） 

 

    或許是因為心疼服務對象被疾病折磨，或因為對無法改變現狀而感到無力，

受訪時陳巧還是無法清楚描述當時的感受。研究者認為，如同常人一樣，當陳巧

全神貫注地聆聽服務對象在情境中的感受時，一方面因著情感的流動，確切的感

受到對方被現實生活困住時的無能為力，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意識到自己的能力有

限，無法為服務對象解決生活中的困境而感到無力。當陳巧心中的無力感幾乎要

將自己想對服務對象付出關懷行為的意圖淹過時，她不僅選擇無條件地接納，更

經過重新審視服務對象在情境中的需求後，以情緒支持的方式給予回應，嘗試深

化關懷關係。服務對象也在感受到陳巧的真誠後，以正向的方式給予回應，主動

向她傾訴，不曾向人提及的事情： 

 

他覺得跟別人講「我真的很想死」很為難，但跟我說時有種如釋重負的感

覺，講完後我們的關係才建立起來。我有問他「你其實很無助，不知道要

跟誰說，對嗎？」其實他媽媽根本沒有照顧他，甚至還會打他，因為他媽

媽等於被綁在中途，四個小時要胃他喝安素（營養品）（陳巧-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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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曾在養護中心工作過的布里，因為有過陪伴服務對象終老的經驗，所以當

感染者向她提出死亡意願時，並沒有過於無力或害怕的感受，反而覺得是一種關

係糾結時的轉機。此外，在經過與服務對象的溝通後，她也意識到過去自己原本

善意的關懷動機，反而有可能造成彼此關係緊繃的原因。當自己將個人價值觀加

諸在服務對象身上時，容易讓關係陷於沉重的壓力，所以當雙方都因著轉機看見

維持關懷關係的不同方式時，反而都有一種放鬆、釋懷的感覺： 

 

當我知道可以這樣做（陪個案面對死亡）時，我反而是放鬆的。因為我有

另一種方式，可以好好陪個案，不是一直跟他糾結，要求他好好吃藥（布

里-I-1）。 

 

當他決定要這樣做時，某部分我好像輕鬆了一點。另外【社工】跟個案的

拉扯對他也很辛苦，所以我也覺得他好像【在這樣的決定下】，也輕鬆一點

點，而且我能感受到，他知道我在陪伴他走這段路（布里-I-1）。 

 

    同樣有類似感受的小靜，早期看見血友愛滋感染者因為醫療不足，導致身體

關節變形、引起多重疾病而痛苦生活時，反到認為死亡對個案來說是一種解脫。

她分享了一位同時患有糖尿病的血友愛滋感染者故事： 

 

他在體力還能負荷時，做過電子工廠的作業員，輪三班做重複的工作。他

其實撐得很辛苦，但不敢跟領班說，因為他覺得如果不工作，他幫不了家

裡，他覺得哥哥要照顧他很辛苦，所以要盡他所能回饋給哥哥（小靜-I-1）。 

 

    雖然當看見服務對象為生命努力時，小靜會儘可能地提供協助，但在面對無

法改變的現況時她也只能在一旁默默陪伴，或是選擇在服務對象過世時用她習慣

的方式緬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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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樸的孩子身體卻撐不起純樸的心意，後來他走的時候，我去參加他的告

別式，大家一起抽根菸送他一程就好，起碼他不用繼續痛（小靜-I-1）。 

 

    當研究者詢問，如何以平常心看待服務對象的離世時，習慣理性思考的小靜

提到，雖然在關係中人們都會受到對方行為產生情緒，但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

個體，就算彼此都非常珍視雙方所創造的關係，還是無法全然成為另一個人。研

究者認為，小靜以「理性」「豁達」的方式面對與服務對象關係的結束，或許就

如同 Noddings(1984/2014)提到的，儘管關懷者在全神貫注聆聽服務對象的需求時，

容易因著情感的流動感受到服務對象，在當下處境時的困境與感受，但是與此同

時，關懷者也能感受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能在關係中以一個既全然同理對

方，但又擁有個體思維的角色提供服務。因此，小靜才能在關懷關係中，坦然接

受服務對象的離世： 

 

我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人本來就會有生老病死，他是他，我是我，雖然

我是他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不能代替他過日子（小靜-I-1）。 

 

三、擔心能力有限，無法提供其適切協助 

    關懷者在一開始成為愛滋助人者時，小煦和歐文僅管都受過專業培訓，還是

會擔心自己非感染者的身分，以及未有足夠與感染者朋友相處的經驗，將使其無

法全然理解感染者處境或提供適切的服務： 

 

我不是感染者，加上一開始認識的感染者不多，所以會有「這樣子會不會

不太符合愛滋工作者」的焦慮（小煦-I-1）。 

 

緊張到手會抖，雖然上過很多課，知道篩檢結果是陽性時，可以怎麼處理，

但當實際發生時，我會有很大的焦慮，怕沒有辦法好好協助他（歐文-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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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歐文也提到，由於培訓課程較少探討特殊身分感染者的服務項目，所

以遇到因個人特殊身分衍生的需求時，缺乏實務經驗的新人往往會不知道如何提

供協助： 

 

上課的內容是每個感染者都會遇到的問題，例如家人、朋友、感情，很少

針對某些特殊狀況討論，例如軍人、移工身分的感染者。所以遇到時就會

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我就會跟衛生局的主管、愛滋助人者，討論到細節的

東西，期待未來可以繼續增進自己、幫助他們（歐文-I-1）。 

 

    研究者認為，小煦和歐文在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初期，擔心專業能力不足而感

到焦慮的狀況，或許就如同 Noddings(1965/2000)提及的，在每一位關懷者的心中，

都存有著現實我、道德我以及理想我三個角色。當在現實生活中因著同理服務對

象的需求而引發關懷動機時，「道德我」的狀態便會促使自己朝著「理想我」的

目標前進，期待自己能在關懷關係中，達成個人對於助人工作者的理想圖像。因

此，當歐文面對因專業知能不足，無法提供服務對象協助時，他會藉由與其他人

討論來精進能力；而學長則是認為，儘管工作初期的確會擔心無法承接服務對象

的情緒，但是當接觸的服務對象類別越來越廣，就可以逐漸了解不同時空背景、

社會氛圍對感染者的影響，進而同理不同身分服務對象的處境與需求： 

 

我不斷累積個案經驗，知識就像是生命經驗脈絡，我開始去聽更早的故事，

例如整個同志運動或愛滋運動的歷史脈絡，當把它補起來之後，便可以看

見不同世代的人，對於愛滋、同志不同的感覺（學長-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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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小結 

林婉婷（2011）將關懷圈鍊以自我為中心的同心圓呈現，表現出 Noddings

（1992/2003）的根本思想「以自我為核心，以關懷為線索」，認為關懷者在關係

中也是被受重視，不能忽視其能力與感受，例如助人者可能會因為覺知關係裡無

限的責任而感到焦慮（陶文娟，2016），或是在精神上對受關懷者有所牽掛。除

了感受與能力之外，當關懷者也認知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型態時，才能有機會藉由

關懷行為，達到關懷自己以及理想中美好的關懷圖像。雖然 Noddings（1984/2014）

認為關懷者在關懷關係裡擁有自己的思維和見解，並可決定是否給予關懷，但若

人類學習勇敢承擔因關係衍生出的責任時，不僅可以加深彼此的自我認同及互相

認識，也可藉由體認到自我價值及關懷的可能性消除心中苦悶的感受。 

    若與本研究結果相對照，研究者發現愛滋助人工作者面對服務對象需求時，

並不會立即性的將問題歸咎於服務對象個人的性格、能力或態度等，而是能藉由

在關懷關係中與服務對象的互動，體察心中感受，了解自己對感染者或其需求的

認知後持續給予關懷，這部份的狀況與 Noddings（1992/2003）的論點相類似。

因為當愛滋助人者覺察自我在關懷關係裡的狀態時，才有機會在梳理情緒感受後，

找到雙方皆能接受的服務模式。此外，研究者也看見，當關懷關係開始處於一種

緊繃的狀態，使得雙方都開始感到不舒服時，倘若雙方仍然得以真誠的與對方互

動、不放棄溝通，或許服務對象所提出的新需求，能成為關懷關係的轉捩點，使

愛滋助人者得以看見其他維持關懷關係的方式，並重新審思自己在關懷關係裡的

狀態後，再次付諸關懷行為，而這部分的發現則與吳姿宜（2008）相近。因為當

關懷者面臨到無法持續接納被關懷者時，便需要轉捩點讓雙方冷靜地思考彼此關

係，避免因陷於泥沼中的高漲情緒忽視了對人的關懷。另外，研究者也看見，如

同 Noddings（2002/2008）的想法一樣，當服務對象的需求與愛滋助人工作者的

自我利益產生衝突時，愛滋助人者不管是出自於專業倫理或是關懷倫理，都會盡

其所能的找到經營關懷關係的方式，完成因著關係所衍伸出的道德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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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發現愛滋助人者面對服務對象的需求感受時，並非全

然如同 Noddings（1992/2003）所言，會因為看見關係中的義務責任而感到焦慮。

研究者認為背後可能的原因是，每一段關懷關係都是由不同成長背景、人格特質

的關懷者與受關懷者所組成的，因此當面對受關懷者提出需求時，關懷者會因不

同助人初衷、當下的情境氛圍、受關懷者人格特質或需求類型，引發不同的感受。

例如有時關懷者因為自己被委託、被需求與被信任時，自信心就會上升，但也可

能因為看見自己能力有限而燃起無力感；但不管情緒是正向還是負向，愛滋助人

工作者都是在真實與服務對象接觸後，才引發心中感受。為此，研究者認為，愛

滋助人者的情緒反應，應該是源於在關懷關係裡與服務對象真誠的交流互動，看

見自己在關係裡應盡的道德責任，與對關係的期待後所引發的心中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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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在關係中實踐關懷行為 

    Noddings（1984/2014）提到關懷本身具有多樣性，每個人對於關懷都有著不

同的想法和期望，因此建立關懷關係的過程也就像是冒險一樣，有著不確定性的

結果。雖然在關懷倫理學認知裡，回應關懷者的方式沒有特定的模式，但是

Noddings 認為當關懷者多次面臨道德兩難時，會自行建構出回應的規則，並以彈

性且具自我對話的方式作為實踐的態度（呂育生，2009）。在本節中，研究者將

十位受訪者在關係中實踐關懷的行為，如下六大部分進行討論：「全神貫注及設

身處地，在同理之中提供服務」，「視服務對象為有行為能力之人，在關係中落實

增強權能理念」，「跳脫框架，以開放且彈性的態度提供資源與支持」、「扮演外單

位與服務對象關係間的橋梁」，「在同理中協助受愛滋影響的非愛滋感染者」以及

「在關懷關係中看見制度缺陷，試圖讓體制更加完善」，以下分別詳述。 

壹、全神貫注及設身處地，在同理之中提供服務 

    關懷倫理的實踐是從日常生活中，透過全神貫注及設身處地了解弱勢族群在

社會中的生存處境，並進一步在關懷行為中給予回應。Noddings（1984/2014）提

到關懷者的回應必須聚焦於人身上，並且不能忽視被關懷者的個別差異（林婉婷，

2011）。綜合受訪者的分享，研究者將訪談內容分為「藉由對話釐清並同理服務

對象的處境」、「重視服務對象主體感受及經驗，提供個別化的服務」以及「以專

業知識降低感染者徬徨於未來的焦慮」三個部分進行討論。 

一、藉由對話釐清並同理服務對象的處境 

    小靜在服務經驗中看見非本國籍愛滋感染者因為受到身分限制無法申請各

式補助，使得他們比本國籍愛滋感染者更難脫離生活困境。因此，除了藉由關懷

關係同理他們，小靜也會從對話中得知服務對象的需求，並以對方能接受的方式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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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孩子被學校退學不是因為愛滋，而是他的居留證被取消後成為非法人

口。【這時候】就看你要什麼，我們會跟你談【…】當我在跟你講這個就學

【侵權】該怎麼處理時，我不會把它講得很硬，我會用很白話的方式，盡

可能符合他的狀態、教育程度把話講清楚（小靜-I-1）。 

 

    當研究者邀請小靜描述與外籍愛滋感染實際的互動時，她分享了某位個案的

故事。在愛滋條例尚未修法前，這位在台求學的非本國籍感染者被取消在台居留

證，因而無法順利取得文憑。面對這麼大的人生困境，小靜決定藉由對話來陪伴

服務對象釐清現階段的處境及未來規劃；也因為透過對話及討論的方式，小靜越

來越能理解感染者生病後所肩負的擔憂與無奈： 

 

因為全村都出錢才能夠讓他來台灣念書，他是村裡最聰明的小孩，所以他

沒辦法跟全村交代為什麼沒有大學畢業，只好留在台灣（小靜-I-1）。 

 

    除此之外，陳巧也分享了自己因為發現其他單位助人工作者在協助青少年愛

滋感染者時，忽略當事人感受及想法，以致當她決定向主管機關通報未成年發生

性行為的時候，會特別以對話的方式與青少年溝通這個最終決定的原因： 

 

或許在求學時，他被性侵、他性侵別人，都讓他來來回回被很多專業人員

通報，可是始終沒有人告訴他為何我們（專業助人者）這麼做。他只知道

基於法規這些人要通報他，但對他來說在依附關係、在性的需求和慾望上

還是沒有人跟他談。那時候我就跟他談很多關於情慾、自己怎麼看性，以

及讓他知道社工要保護他，又要不違法的兩難（陳巧-I-1）。 

 

    研究者認為，愛滋助人者透過開放且坦誠的態度與服務對象對話時，不僅可

以拉近彼此間的距離，更能深度對話，嘗試讓真實的彼此在關係中相遇，使愛滋

助人工作者得以理解服務對象當下的處境及感受，而付出適切的關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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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視服務對象主體感受及經驗，提供個別化的服務 

    學長與愛滋感染者相處後，看見他們多元面貌背後的生命故事，同理這些朋

友們在社會上的處境與感受後，更能提供個人化的服務： 

 

五六年前只有表面的認識，現在是很內在層面的。學術上的知識只是一個

媒介，真正的東西唯有透過個案的生命故事而來。年紀大一點的人【在面

對愛滋病時】可能會怎樣，年紀跟我差不多的人可能會怎樣，年紀小的人

又會怎麼樣，世代上的差異讓我們會有不同的協助方式（學長-I-1）。 

 

不僅如此，學長還會以服務對象過去的成長經歷為參考，帶著學員藉由回

顧過去的生命歷程反思當下處境。而小靜則是在提供服務時，更能考量到面臨人

生瓶頸的人不穩定地情緒與狀態，因此會盡可能在助人歷程上配合對方： 

 

對於年紀跟我差不多或比我更大的人，我會花比較多力氣，因為在他們的

成長脈絡中，這件事情（愛滋議題）比較可怕。我自己在帶感染者團體時，

因為成員都是男同志，所以就會帶著他們去思考小時候對男同志的既定印

象、現在或過去對愛滋的印象，以及到目前對愛滋的認識的（學長-I-1）。 

 

我通常都會盡可能配合你，因為你才是正在辛苦的那個人。我能陪你走這

段，是因為你正在痛苦，所以你需要別人幫忙，只是那個人好死不死是我，

並不是說我好偉大或你慕名來找我（小靜-I-1）。 

 

    在面對感染者確診時的就醫，小煦和學長也會在看見服務對象的處境後，提

供符合對方需求的服務。當小煦遇到尚未準備好進入到醫療體系的初篩陽性感染

者時，會在其生活中以一個聆聽者的角色，協助對方多瞭解愛滋資訊及舒緩其心

中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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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了他快一年才決定要去做檢驗，當他在網路上看到愛滋負面訊息而開始

焦慮時就會跟我聊。對我來說只要他準備好，都會有人陪他的（小煦-I-1）。 

 

    學長則是在挑選感染者未來就醫的醫院時，將交通便利性及就醫的穩定性納

入考量，試著選擇一個感染者居住地、工作地點、生活圈中交通最為方便的醫院： 

 

考量到案主就醫的方便性，我會以他們的工作地點、家裡的地點、交通的

狀況去安排去一個他最省時間的地方。當你連就醫都不便利，生活都需要

騰出時間，甚至搞到要請假讓同事問你時，你要回答什麼？（學長-I-1） 

 

    除了替本國籍愛滋感染者提供適切服務之外，小煦有時也需要服務非本國籍

的愛滋感染者。對於他們在感染病毒之後，需要一邊隱藏疾病身分，一邊到處尋

求相關資源的狀況，小煦感到非常難過與不捨。因此，他會在關懷關係中設身處

地同理非本國感染者在台灣的處境與困難，並且從中協助解決問題： 

 

雖然 2015 年修法，但還是會遇到外籍感染者藥物醫療費的問題，所以我

會陪著外籍感染者去友善醫院，或到願意免費提供資源的場所（小煦-I-1）。 

 

三、以專業知識降低感染者徬徨於未來的焦慮 

    一般民眾在獲知感染愛滋病毒的當下，除了需要時間認同疾病身分之外，也

會對感染病毒後的未來感到徬徨，因此學長在協助初篩結果為陽性的服務對象時，

會提供各面向的專業資訊，減緩他們因為不理解而產生的焦慮與徬徨感： 

 

大概是就醫的流程、醫院端和公衛端在前三次就醫時會有的事情、愛滋病

毒對人體的影響、治療後的影響、U=U 最新資訊，服藥前兩周身體的感受。

然後跟權益有關的，例如兵役、伴侶關係，其它包括第 21 條或雲端藥例，

大致上就這樣，這樣一圈就差不多兩小時（學長-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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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人者除了提供愛滋相關資訊之外，也能透過舉辦不同議題的講座或工作坊，

讓感染者有機會朝向美好的未來前進。陳巧認為一方面因為科技的進步，讓青少

年愛滋感染者能自行上網搜尋相關資訊，減緩心中的焦慮，另一方面受到青少年

階段特質或生命經歷的影響，青少年感染者不再關注愛滋治療或是死亡議題，而

是對未來生活的想像及規劃產生疑惑。為此陳巧會根據服務對象的年齡、生命經

歷、現階段遇到的困境，以舉辦相關講座的方式，與服務對象一同正視人生議題： 

 

他們在跟多人發生性關係時，就有想過會感染性病，但是青少年都覺得壞

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加上他們大多是自願或在開放式關係裡感染的，性

經驗都是蠻好的，沒有被強迫或威脅的負向感受。網路的發達蠻能幫助他

們適應愛滋病，因此怎麼維持基本生活、未來要怎麼過、能不能有其他的

伴侶依附關係，對他們來說都會比愛滋治療在他們生活中重要（陳巧-I-1）。 

 

不過，陳巧也特別提到，儘管同年齡的孩子似乎都有親密關係的困擾，然而

不同生命經歷所衍伸出的關係中困境也會有所差異。為此，她會根據不同的情境

狀況跟服務對象討論，並在服務過程中慢慢感受到服務對象的改變： 

 

有一個孩子在親密關係中不斷想要尋找穩定的人，可能是因為被遺棄的經

驗，所以在渴望關係的同時，又無法相信可以得到這些。其他孩子雖然能

理解親密關係和自己的需求，可是會害怕疾病身分沒辦法讓他們有穩定的

親密關係。所以那時候跟他們談很多「怎麼在進入一個穩定的關係裡做好

準備」「如果遇到親密關係暴力時，可以怎麼自我保護」慢慢的他們也會發

現自己想要一個穩定關係，而不是處在內在很空虛的狀態（陳巧-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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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視服務對象為有行為能力之人，在關係中落實增強權能理念 

    莊登閔（2011）曾提及，愛滋助人工作者不僅是協助感染者面對困境，更需

要在長期的陪伴中讓服務對象找到個人的內在力量，使其有能力面對自我困境；

甚至有朝一日，服務對象也會願意投入心力為愛滋社群服務。就像柏岑、陳巧、

喬、布里和小翔都曾在訪談中提及，愛滋助人者在關懷關係中，讓服務對象從受

害者角色轉移到助人者的角色的歷程，可能使其感受到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力。

以下研究者將訪談內容分為「協助服務對象看見自我價值，提升感染者公民參與

意願」，以及「在關懷關係中，陪伴愛滋感染者規劃未來人生」兩個部分進行討

論。 

一、協助服務對象看見自我價值，提升感染者公民參與意願 

    與愛滋感染者共同生活的柏岑認為，一個人最為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內在價

值以及生存在於社會上的意義。特別是隨著醫療科技的發達，當愛滋病被認定為

一種慢性疾病，因為只要穩定服藥，體內測不到病毒量就沒有傳染力時，愛滋感

染者便與一般人並無差別。因此，柏岑意識到分享愛滋新知不僅可以做為感染者

知識性的補充，也有機會讓他們正視或不再否定自己的疾病身分。所以柏岑選擇

透過在聚會中舉辦議題性講座提升感染者的相關知能及內在力量： 

 

感染者長出力量，是我們跟案主生活在一起，從辦聚會、吃吃喝喝時，偷

渡 30 分鐘的講座，讓他們了解 U=U1（柏岑-I-1）。 

 

    當陳巧看見青少年愛滋感染者自我價值低弱時，她會不斷地提醒青少年人生

充滿無限的可能，不要輕言放棄掌握未來。另外，她會盡其所能地培養服務對象

生活能力，期待他們有朝一日可以獨立生活： 

 

                                                      
1U=U 的口號意旨在科學證據下「只要愛滋感染者穩定接受抗病毒療法，其血液中的病毒量若持

續六個月以上控制在測不到的狀態時，其傳播愛滋病毒的風險是可忽略，甚至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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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青少年在快考大學時感染，他問我「這樣還能夠唸大學嗎？如果我念

大學時被知道該怎麼辦？」我就跟他討論很多，感染只是個身分，感染者

是有選擇的，感染者的生活很 OK（陳巧-I-1）。 

 

社工陪伴不會是一輩子，有一天關係可能會結束，我可以幫助你（服務對

象）在這段時間長出自己的東西，但之後的生活要學會自己因應，如果遇

到困難可以回頭，我會跟你討論這些問題（陳巧-I-1）。 

 

    除了協助服務對象建立疾病認同之外，陳巧也會在關係中以正向肯定的方式

提升青少年染者的自我價值，並且將美好的歷程作為其他服務對象的願景，激起

他們對未來生命的盼望。擁有助人者及愛滋感染者雙重身分的小翔，因為在青少

年時期獲知自己感染愛滋病毒，所以在協助感染者時會特別關心同樣身為青少年

的感染者，並透過定期的聚會培力他們成為有能力關心其他感染者的人： 

 

我也蠻常回饋個案，說你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勇敢，你們為自己勇敢的這件

事情，讓我有好的經驗可以帶給下個個案（陳巧-I-1）。 

 

我在培力青少年感染者的時候，就是讓他們成為有資源去服務周遭【需要

幫助】的人（小翔-I-1）。 

 

    與小翔的觀點相似，喬也認為培力感染者成為有能力的助人者是一個不錯的

願景。他認為即便現今的醫療讓愛滋病成為慢性疾病，社會大眾仍會受到過時資

訊的影響，將愛滋感染者統一概括為弱勢族群，忽略了感染者的其他社會角色。

因此，喬參考了自己與社會大眾對話的經驗，認為愛滋感染者可以階段性地向大

眾揭露疾病身分，使民眾對愛滋感染者改觀的同時，也給感染者自己一個重新認

定疾病身分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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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感染者可能會因為服藥而影響到生活，但在藥物進步下，現在的情況

改變很多，所以應該要慢慢的把感染者從弱勢的角色當中淡化（喬-I-1）。 

 

一開始我也蠻擔心的，因為我沒辦法確認自己是否能被接納、能接受挑戰，

但在過程中反而得到一些好的回饋，證明現代人的觀念其實更進步，所以

才會希望感染者跟社會大眾對話。我不是鼓勵他們一定要曝光，而是要有

規劃，如果一直讓感染者活在恐懼裡，比較沒有幫助（喬-I-1）。 

 

    為了讓愛滋感染者有勇氣和社會大眾對話，喬認為愛滋助人者在保護服務對

象身分曝光的同時，也要適時地透過正向話語，培養感染者對自我疾病的認肯，

提升其未來與社會對話的意願。因為唯有讓社會大眾看見感染者的真實樣貌，才

有機會讓他們開始意識到愛滋議題的存在，並且提升雙方互動的可能性： 

 

現在的【助人工作者】在保護愛滋感染者之外，也要試圖鼓勵感染者踏

出去跟社會對話。我們都在講友善，但當我們都對彼此不熟悉時，我們

怎麼知道該如何去對人，所以我覺得應該要教【愛滋感染者】怎麼樣與

社會大眾接觸。（喬-I-1）。 

 

二、在關懷關係中，陪伴愛滋感染者規劃未來人生 

    對柏岑來說，助人工作是一個自助助人的過程，因此他會適時提供個人的經

驗，讓服務對象看見愛滋感染者的不同樣貌，使其在做生涯規劃時理解自己有不

同選擇。為此，他分享了自己近期藉由揭露自我的疾病身分，以及透過對話及討

論的方式，讓服務對象從對未來感到無望的狀態轉向產生盼望的助人歷程： 

 

有時候都是想要有個點可以去談，讓彼此可以勾到有共鳴。我揭露是想要

讓他（服務對象）知道感染者有不同的生命光譜，或者是讓他知道，我曾

經有過同樣的經歷，給他一些復原的力量（柏岑-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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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我很像直銷，但其實我是給他一些選擇權。【當他跟我說他的目標是

賺很多錢時，】我跟他說我在 16 歲就成為銷售員，在銀行年薪都破百萬，

我以為賺很多錢就可以過很好的生活，但實際上不是這樣，我好像有其他

人生的目標和追求【…】所以他就開始有一些猶豫，我就又要重新去跟他

釐清他想要的是什麼（柏岑-I-1）。 

 

    而過去在老人領域擔任社工的布里認為，在愛滋領域中有比較多機會可以與

服務對象一同釐清心中慾望、討論生涯規劃及關懷關係中的期待。不過她也提到，

助人者需要考量服務對象當下的狀態決定討論內容的深淺，才能協助其規劃出更

符合個人經歷的生涯目標： 

 

一方面是更接近他們的生命，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思考想要什麼，這件事

情是我們覺得這樣，還是他覺得的那樣【…】很多個案有經濟問題，所以

跟他討論人生的未來，他們可能都聽不進去。要看個案當時有沒有被其他

東西牽引，雖然個案當下跟我們說的東西，都是他們當下想的，但未必是

他們人生整條路所想的事情（布里-I-1）。 

 

參、跳脫框架，以開放且彈性的態度提供資源與支持 

    雖然關懷倫理學認為關懷者與受關懷者間的互動並沒有特定模式，然而

Noddings 提及當關懷者多次面臨道德兩難時，會自行建構出回應規則，並以彈性

且具自我對話的方式作為實踐關懷的態度（呂育生，2009）。儘管柏岑和小靜並

非因為倫理議題而以彈性的方式提供服務，但是他們卻會隨著環境的變遷及工作

內容取向的改變，適時的調整服務方式： 

 

我一開始是把幾個感染者約出來吃飯，然後才有感染者開始寫部落格【…】

現在資訊太發達了，【助人工作】不會停在會談室，一定是帶著個案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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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環境有多麼的不同。後來很多個案也會在網路建了很多平台，開花結果，

我就感覺這樣很好啊（柏岑-I-1）。 

 

    同時身為愛滋感染者及助人工作者的柏岑，在成為愛滋助人者初期時發現自

己與其他感染者同樣都有交友的需求，為此他選擇透過在生活中基礎陪伴及提供

愛滋新知來滿足服務對象的期待。不過，隨著科技的進步，感染者已經可以輕易

地在網路上搜尋到愛滋新知，所以柏岑秉持著「社群互助」的原則，在助人工作

中透過專業技能實踐社區照顧： 

 

撇開社工、助人者的角色，我也一樣會有交朋友的需求，【所以】我走到了

一個互助的概念，把大家連結起來，讓它（愛滋社群）比較像社區型的互

助，我【負責】扮演這顆螺絲，然後讓它自己去流動（柏岑-I-1）。 

 

    另外，隨著時代的改變，小靜分享早期在擔任愛滋志工時，愛滋助人者的

工作主要是到醫院探視住院中的感染者，協助其購買日常用品及陪感染者聊

天，過程中有一定需要遵守的流程： 

 

SOP 流程就是，社工告訴你要看哪幾位【愛滋感染者】，然後我到護理站報

到，告訴他們（護理師）我要先看哪幾位，之後就進病房跟他們（愛滋感

染者）聊天，最後再回去跟護理站報備說「謝謝你，我要走了」然後就回

機構，跟機構講今天發生什麼事情、大約如何（小靜-I-1）。 

 

    當小靜從醫院探視志工的角色，轉向協助受到國家政策壓迫的愛滋感染者時，

開始需要撼動國家現有政策及法律的框架。過程雖然不容易，小靜仍然在以感染

者利益為優先的前提下，試著跳脫框架改以多元創新的思維，為感染者爭取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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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幫助他（感染者），就要窮盡辦法找很多的可能性。我們做的事情是

沒有 SOP，甚至在法規裡都是被堵死的，所以要在這樣前提之下，找出還

可以做些什麼（小靜-I-1）。 

 

    除了不斷尋求各種可能性之外，小靜也會在服務對象的同意下，有目的性透

過大眾媒體將感染者的故事分享出去，讓更多人了解感染者的處境，甚至願意開

始關懷愛滋感染者： 

 

到某個階段時，我就會跟孩子說：「前面經歷的幾道關卡走到這裡，我有在

想是否可以做些媒體曝光。當然你的名字和身分不用擔心會曝光，但你的

事情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讓社會上更多人知道，爭取更多的支持，這樣我們

才能怎麼樣（有更多資源可以提供服務）。」（小靜-I-1）。 

 

    同樣將個案利益擺第一的歐文提到，當他面對未成年者向他分享個人性經

驗時，儘管他會因為「法律規範」及「個人的服務思維」的衝突感到焦慮、掙

扎，但最終他還是會以個案利益為優先考量，不受既定原則與規範限制： 

 

未滿 18 歲在聚會裡討論性行為，【助人工作者】會有法律通報的義務【…】

我決定不做是因為它（通報）還包含【青少年的】出櫃、生活習慣改變等

影響。那個變化對他（青少年）那個年齡層上不是件好事，所以我就調整

以個案工作的方式跟他討論性行為風險和未來如何保護自己（歐文-I-1）。 

 

    愛滋助人者除了受到環境變遷、醫療科技進步，或是服務思維和內容多元

化的影響，以致需要跳脫框架、實踐關懷之外，助人工作者也會在與受關懷者

建立關懷關係後，選擇以更為坦然、開放的態度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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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會覺得好像有很多事情要想辦法改變，但是後來體認到不是你說想要

改變就改變。現在覺得，我就是陪你走這個階段，走到哪做到哪，我不會

強求你一樣要怎麼樣，因為很多時候你強求他，他也不知道阿（布里-I-1）！ 

 

    布里在服務經驗中體悟到，當愛滋助人者抱著期待個案完成某個目標而實踐

關懷時，關懷行為會因為受到助人者個人價值觀的限制，而忽略服務對象的特殊

性，使得受關懷者無法在關懷關係中以自在、坦然的方式與關懷者互動，並且最

終無法朝向助人者的期待前進。因此，當布里多次遇到相同狀況時，她後來選擇

以開放的態度與服務對象互動，並且接納後續所發生不確定性的結果：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好好住，然後好好的遷出中途，但是就是沒有辦法，後

來就改成有什麼事情就跟我討論。討論的東西不見得要改變什麼，可能會

是說心事，或是那種很久沒跟你講話，想跟你聊天之類的狀態。就是真的

不見得要改變什麼單純讓他有個人陪（布里-I-1）。 

 

肆、扮演外單位與服務對象關係間的橋梁 

    歐文曾服務一位面臨重考，從早到晚都待在補習班上課的青少年愛滋感染者，

當時為了讓他在不影響作息的情況下瞭解體內的病毒量及免疫力數值，歐文在徵

得服務對象同意之後與公衛端的個案管理師合作，共同討論出一個解決的方式： 

 

重考班是個很嚴苛的環境，只要他一離開家人就會知道。所以初篩【陽性】

後要去就醫是非常困難的。因為服務過程比較複雜，我們就去跟衛生所討

論，是否可以在很晚的時間來辦公室幫忙抽血再帶回去確診，或是讓工作

人員幫忙領小黃卡（全國醫療卡）。那個討論對我來說是好的，讓我們看見

其實【社福端】跟公衛端還是有共通點，都有想對個案好（歐文-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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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文認為雙方的合作讓他看見社福端和公衛端儘管在服務理念上有所差異，

但都是從自己的專業替服務對象著想。當經過討論且理解其他助人者的思維後，

大家都是願意為了解決服務對象的困擾而多付出心力。同樣服務青少年愛滋感染

者的陳巧提到，礙於法規、醫療上的眾多規定，愛滋助人工作者在服務未成年的

感染者時，需要同時向不同領域的工作者解釋服務對象的狀況： 

 

醫院主管和高層都會問「為什麼有十四歲的孩子來看感染科，確診還是陽

性？」如果要做性病治療，就會花很長時間跟醫院協調。因為受到某些限

制，沒有辦法讓他的主要照顧者簽同意書，所以需要社工代簽（陳巧-I-1）。 

 

    不僅如此，陳巧認為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當公衛端檢驗出民眾感染愛滋病

毒時，總是會立即要求服務對象進入醫療體系。然而對她來說，並非每位陽性患

者都能快速接納自己成為疫情數字的一員，而且當助人工作者與感染者相處時，

除了「身體健康狀況」之外，還包含了各式各樣的話題，例如愛情、興趣、課業

或工作等。因此，當公衛端助人者總是關注服務對象的身體狀況時，她便會成為

服務對象抱怨的管道之一： 

 

一開始跟公衛端合作時他們都會很急，可能是因為法規和中央的限制，發

現時就要馬上投藥，可是個案根本沒有準備好，他們（服務對象）不懂這

個藥的影響是什麼，但是公衛端就會追得很勤。他們會跟我抱怨「阿姨一

直問我吃藥了沒，真的很煩！」或是說他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吃【藥】了，

但他會說有。因為當他說沒有的時候，公衛端就會一直念（陳巧-I-1）。 

 

    陳巧覺得很難與公衛人員達到一致的工作步調，但是以個案利益為優先的情

況下，她還是會試著同理公衛人員的思維及立場，在確認服務對象的身體狀況之

後，嘗試與其找到一個彼此都能接受的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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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跟公衛端花很長時間協調，【讓他們知道】跟個案工作就是需要時間，先

建立好關係，確定個案的心理狀態後再給藥。我們也會確認他們沒有馬上

服藥是不會發病，所以不要急著要求個案服藥（陳巧-I-1）。 

 

    小靜提到過在協助外籍感染者時，常常需要配合法律或國家政策規範，與行

政機關協調。她分享了之前服務一位 12 歲感染者小朋友的經驗，在尚未修改愛

滋權益法條的年代，當這位小朋友要與母親隨著父親移民來台時，便因愛滋病篩

檢結果呈現陽性，面臨勒令驅除出境的困窘： 

 

爸爸被通知小孩要被驅逐出境時很痛苦，那時候花了非常多的力氣跟移民

署（原稱為出入境管理署）開會【…】我也帶他爸爸去跪過立法委員。在

沒有身分的情況之下，並不是每個醫生都願意看他（服務對象），所以找到

願意看他的醫師也是要花力氣，之後藥從那裡來又是一件事情，在他們身

上就是沒有順理成章這件事情（小靜-I-1）。 

 

    當小靜眼見政府機關法令限制，或因服務對象的國族差異，無法給予更完

善的協助時，就會不斷與行政機關協調，並且試圖從既有法條中找到改變困境

的機會： 

 

中華民國是屬人主義，理論上這個孩子有中華民國國籍。所以我就拿著

他無戶籍國民的身分跟立委交涉。趕走外國人和中華民國國民的狀況是

不一樣的，加上他又是未成年，所以如果硬要趕走就是暴政。反正就是

見縫插針，能做或不能做的都做了，最後他也留下來了（小靜-I-1）。 

 

    不過，並非每位愛滋助人工作者都會選擇與外單位合作。當學長看見公衛

端的服務方式已經造成服務對象的困擾時，在以個案權益為優先的情況下，他

會選擇站在服務對象這一方，協助感染者從糾結的關係中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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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個案說，公衛端最近傳訊息問他「你最近怎樣？跟大家相處怎麼樣？」

他是雙性戀的男性個案，跟老婆多年沒有行房。但是衛生所希望他趕快告

訴太太【自己的疾病身分】，因為勢必得說謊所以他感到很困難（學長-I-1）。 

 

當個案還沒準備好要給衛生所知道這麼多事情，但是公衛端個案管理師又

來追問時，我至少可以成為跟他（個案）討論怎麼做（回應公衛端）的人，

我就是站在個案的立場去思考他會面臨什麼，然後提醒他（學長-I-1）。 

 

伍、在同理中協助受愛滋影響的非愛滋感染者 

    在人際互動上，當彼此間的關係越發緊密時，越容易受到對方的行為影響。

因此，愛滋助人者不只是為愛滋感染者提供服務，還需要協助可能正在受愛滋影

響的民眾。研究者綜合研究參與者的分享後，以下將分為「協助感染者的重要他

人因理解而接納愛滋感染者」及「在服務過程中設身處地理解民眾對愛滋病的認

知」，兩個部分探討： 

一、協助感染者的重要他人因理解而接納愛滋感染者 

    一般民眾因為對愛滋病的陌生及不瞭解，當他們得知身邊有家人或親友是愛

滋感染者時，經常會感到焦慮、害怕；當重要他人對感染者的疾病身分表露出畏

懼、害怕甚至厭惡時，便容易影響其自我疾病認同和個人價值的建立。為此，愛

滋助人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也會視情況與感染者的伴侶、家屬或朋友建立關

係、提供協助。例如柏岑因為與母親的關係較為緊密，因此在協助感染者的家屬

時，更能同理身為一位愛滋感染者母親的感受與想法： 

 

有次跟一位媽媽會談，她的兒子很早就愛滋與藥癮勾在一起，協助時非常

複雜。那天我跟孩子聊完後，就轉跟媽媽聊，不知道在哪個部分她突然下

跪，因為她是長輩所以我整個嚇到了，也趕快跪在地上。我覺得那個時空

媽媽有被接住，她被一個人接住她的情緒（柏岑-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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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進入到服務對象的家庭，愛滋助人者除了以一對一的方式提供協助，有時

候也需要在多重、複雜的關係中實踐關懷。因此愛滋助人者在提供服務時，需要

多視角的關注到每個服務對象的感受與想法，而這樣過程使得關懷關係的建立及

關懷行為的實踐難度大增： 

 

去的時候他（服務對象）被哥哥還是爸爸用鐵鍊鍊著，因為他玩藥（使用

毒品）到上新聞，爸爸也不知道怎麼辦。成癮這件事情就是一直復發，它

就是一個病理性的東西。某一次我跟爸爸媽媽解釋這個狀態，要做好什麼

心理準備需要慢慢來。可能在這些脈絡裡面，父母還不能接受孩子是會復

發的，我忘了是講到哪一句，哥哥突然有點要用拳頭打我，他覺得我是誰

怎麼可以講這些等（柏岑-I-1）。 

 

    在跟感染者家屬工作時，愛滋助人者常會透過提供資訊讓家屬們更加瞭解感

染者的狀態。然而，有時候因為多重議題所交織而成的狀況過於複雜，使得在協

助過程中家屬常會產生較大的情緒波動。柏岑描述當每個人都處在某個情緒之中，

愛滋助人者的工作就有如拆炸彈般，必須盡可能配合對方生活的文化或習慣提供

服務，因為稍有不慎便可能使親人的關係產生巨大爆裂。所以當他意識到家屬因

為不信任助人工作者而懷有敵意時，會選擇以揭露自我疾病的身分換取對方的信

任，讓關懷關係逐漸穩定： 

 

人的問題背後一定有些議題和因素，我們需要慢慢花時間去解構，所以就

跟哥哥、爸爸媽媽提【我也是愛滋感染者】，然後鍊子才被打開。給資源給

要給得很有技巧，如果不能貼近他們的文化，他們不會覺得你在幫他，甚

至會覺得你去那邊有什麼意圖等（柏岑-I-1）。 

 

    主要服務對象大多為青少年的陳巧分享到，根據國家法律規定，未成年愛滋

感染者的疾病身分需要向家人或主要照顧者告知；然而當家人獲知青少年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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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的同時，經常也等於知道了他們的性傾向。但是對青少年來說，要同時向家

人表明男同志身分和愛滋感染者身分時，需承受極大的壓力，為此愛滋助人者便

需要成為家屬及服務對象的溝通橋樑，讓彼此可以多理解對方一點： 

 

因為他們年紀小，所以除了服務他們還需要服務他的家屬、主要照顧者。

在服務期間密集度高是因為幫他與他的家庭工作，怎麼溝通這件事情，然

後幫他的家長和主要照顧者理解愛滋是什麼，也要花時間在跟他的家人談

之前，與這個青少年做心理建設（陳巧-I-1）。 

 

    在提供感染者家人相關服務時，愛滋助人者很容易遇到服務對象或家屬期待

自己擔任傳聲筒的角色，例如服務對象的父母親會以助人者與孩子年齡相近或關

係較好為由，請其協助轉告服務對象自己的想法。然而，遇到這種狀況時，陳巧

會選擇成為服務對象與家屬間的潤滑劑，試著邀請家屬和服務對象直接進行對話： 

 

我都會讓家屬知道，我不是你們之間傳遞訊息的對象，我應該是幫你們澄

清中間的東西。如果讓我傳話可能會有更多的誤解或有更多的擔心，今天

你（家屬）可以跟我說，那就代表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說，如果我傳話就不

會把原意傳出去，而且情緒也不對（陳巧-I-1）。 

 

    小靜也分享到，隨著 12 歲的愛滋感染者逐漸長大，儘管他的父親依然會表

達對孩子的關心，卻因為雙方對學業成績的期待落差而產生衝突。 

 

當時他家裡很窮，爸爸還特別買了一隻會叫的手錶給他，提醒他要每天設

時間記得吃藥。不過是很少有小留學生的成績是好的，因為他的母語不是

中文，但是他爸是來自於傳統華人家庭的父親，對小孩的要求就是成績，

所以後來在他爸的眼裡就是壞孩子，親子間的衝突愈來越大（小靜-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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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孩子與父親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時，父親選擇打電話向小靜尋求協助，而

小靜藉由會談的方式與父親討論親子教養的方式，甚至最終將服務的重點轉向協

助父親理解兒子的行為，以及提供父親所需要的情感支持及陪伴： 

 

我跟他爸進入了「如何跟孩子對話」的會談，但是他爸觀念就是這樣，小

孩後來就離家出走了。直到某年一位小姐打電話給我，告訴我那個孩子住

院了，我去看他時，孩子快不行了，因為他真的沒有在吃藥，就是眼睛睜

著但不認人了。我沒有去參加他的告別式，而是在他過世一年後，打電話

給他爸，跟他約在樓下巷子口的熱炒店吃晚餐喝啤酒（小靜-I-1）。 

 

二、在服務過程中設身處地理解民眾對愛滋病的認知 

    愛滋助人者的服務群體，除了愛滋感染者及其家屬之外，也需要承接對社會

大眾愛滋宣導及愛滋篩檢的工作。儘管愛滋篩檢可以讓社會大眾了解自我的身體

健康狀況，然而許多民眾會礙於社會上存在著對愛滋、愛滋感染者的偏見和歧視，

而對愛滋檢測有所畏懼。歐文的工作之一，就是提供民眾篩檢的資訊及服務，他

試圖從「提升國人的性健康權利，讓大家有機會了解自我的性健康狀態」，以及

「理解人們對愛滋篩檢的畏懼成因」中找到一個服務模式： 

 

我會讓你知道我們有這個服務，讓有需求的人自己進來，我們再來討論。

環境不夠友善時硬要把人（愛滋感染者）揪出來是奇怪的，但是我也覺得

推篩檢是重要的，讓民眾有健康意識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和了解身體健康狀

況，所以就綜合出剛剛說的服務模式（歐文-I-1）。 

 

    同樣在機構中協助民眾愛滋篩檢的學長提到，社會大眾對愛滋病的認知會受

到政府和媒體對愛滋病的描述影響，不同時空背景下所接收到的訊息，也會造成

民眾對愛滋病觀感的差異。因此，學長會去理解對方過去所接收到的愛滋相關資

訊，並且在檢測的過程中提供最新的愛滋新知，修改民眾對愛滋病的錯誤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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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個很普通的家庭主婦。她總是夢到大概 20 年前感染者還沒有藥可以

吃的那個年代，當時的愛滋宣導是在禮堂播放感染者死亡生病的影片，這

就是她對愛滋的記憶，直到現在還記得，害怕到需要來做篩檢（學長-I-1）。 

 

    除了協助民眾篩檢之外，愛滋助人工作者也常需要扮演愛滋資訊提供者的角

色。就像喬秉持著耶穌的旨意，喜歡與朋友討論愛滋議題，他認為在傳遞愛滋資

訊的過程中，不僅可以讓愛滋感染者在疾病適應歷程中更在順遂，也能從中幫助

非愛滋感染者吸收愛滋新知，進而邀請對方成為愛滋資訊的傳遞者： 

 

是感染者或是恐愛症也好，只要是一般成年民眾，我都會直接問「你會不

會使用保險套？」「潤滑液你怎麼使用？」在這樣的情況中覺得很有趣，無

形的幫助到感染者和非感染者。你跟我對談完後有正確的知識，你將來遇

到跟你有相同觀念的人，就會傳遞出去（喬-I-1）。 

 

    小煦認為社會上受愛滋汙名影響的人，不限於愛滋感染者或其身邊的家屬，

所以他會透過邀請民眾一同關注愛滋議題、學習愛滋正確資訊來消彌愛滋汙名，

並且為愛滋感染者創建友善的環境： 

 

不見得可以馬上衝撞，但可以讓大家關注。愛滋承載太多污名，對感染者

或非感染者都造成很大壓力，如果我們花多點時間讓更多人了解這個疾病，

使污名消失，大家都不要承擔這麼多的壓力，是應該要做的事（小煦-I-1）。 

 

陸、在關懷關係中看見制度缺陷，試圖讓體制更加完善 

    在助人工作中實踐公平正義原則的小靜認為，儘管國家與愛滋及愛滋感染者

相關的法律制度隨著社會變遷，醫療科技也日益發達完善，然而在擔任愛滋助人

者時，依然會從助人歷程中發現既有法規的不足或不合理之處。她提到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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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條例修改前，儘管經過愛滋團體的爭取，受到本國籍伴侶感染的外籍愛滋感

染者有權留在台灣接受治療，但是當她在協助一位中國籍女性愛滋感染者時，卻

又受到其他法規的限制： 

 

我幫一位中國籍新移民送過申覆案，殊不知一個禮拜後原件退回，理由是

大陸不是外國，不適用給外國人的規定，但也沒有給大陸的條款【…】社

會應該有更人性、不那麼慘忍的方式去對待這些人。他來我的國家，我們

要好好的對待人家，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金錢和力氣，讓他學會語言，

發揮他原本就有的專長，或者給他工作，他就可以過得好好的（小靜-I-1）。 

 

    當小靜看見現實與助人理念的落差是源於法律限制所引起時，她選擇在服務

過程中持續與政府對話。此外，擁有雙重身分且習慣與愛滋感染者共同生活的柏

岑，看見國家愛滋相關法規不齊全，或是執行法規的人不夠積極時，也會嘗試彙

整感染者在生活中因法規不足導致權利受損的經歷，向上層反映： 

 

我比較會去更動體制，有時候法律看起來好好，做起來就是亂七八糟。台

灣現況就是這樣，法條都有，但是侵權的、汙名的，罵成這樣都沒有人被

罰（柏岑-I-1）。 

 

    對柏岑來說，助人工作的意義就是透過對話，讓每個階層的助人者或受助者

的需求被看見。因此當他看見發酵中的愛滋議題時，會進一步思考議題背後所代

表的社會現狀，並且在認知體制擁有缺陷的同時，邀請感染者一同為愛滋社群努

力，並從中實踐充權的理想，使其長出力量： 

 

【助人者】的存在，是在每個階層裡流動，所以要很習慣去跟每個階層對

話，把每個階層的需求帶出來【…】討論一些議題時，我會多一點干預、

讓它（議題）發酵。像是在網路上與感染者有關的資訊：不符合法規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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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單，社群朋友就會協助蒐集，然後我就會去申訴。有時候申訴的過程中

不是只有申訴，而是過程中有沒有賦能（柏岑-I-1）。 

 

    由於小翔在工作時有機會藉由訪問，看見不同性別、性取向感染者的生命故

事，所以當身為同性戀的小翔聽見女性感染者和異性戀男性感染者的故事時，他

意識到在台灣愛滋社群中身為少數的女性感染者，因為受到華人社會的性別刻板

印象影響，總會被賦予了家庭照護者的角色，這將造成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比男

性更加卑微，更遑論一個感染愛滋病的女性在台灣社會或家庭的處境。另外，小

翔也理解到異性戀男性受到過去錯誤資訊的影響，在得知感染後可能選擇將自己

孤立於人群之外，並且拒絕與外界聯繫。當小翔看見非同志愛滋感染者的處境時，

才驚覺台灣在愛滋感染者的法規設置及照護上，還有許多要努力的地方： 

 

她是我唯一在訪談時拿起衛生紙的人，一位穿著紅色衣服的媽媽，講到她

為什麼感染、感染後如何被家人排擠、先生要跟她離婚還希望她把小孩拿

掉。聽到這些故事，才知道還有很多地方要去改變（小翔-I-1）。 

 

柒、小結 

    當人類勇敢承擔因關係衍生的責任時，關懷者會藉由認真傾聽、觀察及感同

身受，來體現對被關懷者的接納。在此狀態下，關懷者的內心會產生出一種「我

必須」的念頭，驅使他們做一些對被關懷者有助益的事情，以履行自己倫理的理

想圖像（呂育生，2009）。雖然 Noddings（1992/2003）認為關懷者會在整段關懷

關係中，全貫注於被關懷者的需求，然而她（1992/2003）也提及關懷者在實踐關

懷時，有可能將自己的慾念強加於被關懷者身上，致使關懷關係遭到破壞。為此，

關懷者需要藉由長時間的互動、對話來消弭不平等的關懷關係，並且從中了解受

關懷者的真實感受與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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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與本研究結果相對照，研究者發現愛滋助人工作者除了在關係初期設身

處地為服務對象著想，也會隨著關懷關係的深化，以一種非專家主義式的態度，

透過開放、信任且合作的對話方式陪伴服務對象釐清當下處境，並邀請對方說出

心中的渴望。研究者認為，關懷者在關懷關係裡全然以服務對象的利益為優先，

並且盡可能設身處地了解其處境及需求，甚至當服務對象的行為與自己的助人價

值有所衝突時，還是會選擇以開放的態度接受，這種關懷行為的實踐與 Noddings

（1992/2003）的論點相類似。 

    另外，Noddings 認為一個人倘若曾有過一段美好的關懷關係，未來這個受關

懷的美好感受和經驗將成為他們關懷他人的動力（Nodding，1984）。因此方志華

（2004）提到，關懷者應該讓受關懷者體驗被關懷的經驗，讓他們得以從中學習

關懷的態度，培養關懷的能力。若與本研究結果相對照，研究者發現愛滋助人工

作者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一方面會透過對話了解服務對象的問題形成與情境脈

絡，主動提供陪伴以緩解他們面對人生困境時的焦慮感，另一方面則是會在關懷

關係中，陪伴服務對象找到內在的力量，使其有能力面對未來的人生挑戰，甚至

有朝一日也能為愛滋社群付出。研究者認為，愛滋助人工作者在關懷關係中協助

服務對象正視自我的疾病身分，並且透過討論的方式陪伴服務對象規劃未來，以

及期待他們能看見自己的社會權力地位後，發揮其公民能力，從受害者（victim）

角色轉移到助人者（helper）的角色（莊登閔，2011），與 Noddings 的關懷圈練極

為相似。他們都是先關懷自己，再關懷身邊的重要他人，並有朝一日為這個環境

創建一個更友善的社會。 

    再者，研究者也從訪談中看見，愛滋助人工作者並非僅將服務對象當成唯一

的受關懷者。當助人者在關懷關係裡發現外界社會，會影響到服務對象在關係間

的需求時，愛滋助人者會堅持完成關係裡所衍伸的責任與義務，將關懷延伸至服

務對象的親友、其他愛滋助人工作者，以及國家政策，期待透過提供一個完善的

關懷關係，滿足服務對象現階段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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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另一方面，研究者也發現愛滋助人者在照護愛滋感染者時，並非如同

Chippindale 與 French（2001）所言會有固定的流程及階段。研究者認為背後可能

的原因是，儘管隨著醫療的發達，愛滋感染者若穩定服用抗病毒藥物，可以有效

的抑制體內的病毒量達到 U=U2的目標。然而，由於社會中充斥著對愛滋病的偏

見及歧視，這可能影響到感染者進入醫療體系就醫的意願；加上感染者接受自我

疾病身分認同所需要的時間，以及進入醫療體系就醫時的考量均不相同，因此並

非每位愛滋助人者都會期待服務對象趕快進入穩定治療狀態，而是在尊重服務對

象的前提上，與其討論現階段需要面對的議題。 

此外，研究者也發現愛滋助人者會根據服務對象的不同個性及所面臨的處

境，在關懷關係中提供適切的服務，並嘗試培力其為自己的未來、為愛滋社群努

力。研究者推測與愛滋感染者長期在社會被視為弱勢有關，因此愛滋助人者盡可

能地以多元的方式讓感染者重拾內在力量、看見自我的價值。再者，雖然關懷倫

理學認為，關懷者在關懷關係中會因道德兩難而自行建構出回應的規則，並以彈

性且具自我對話的方式作為實踐關懷的態度（呂育生，2009），然而研究者發現，

因為愛滋議題受到國家法規及社會大眾刻板印象的影響，愛滋助人工作者在服務

對象權益優先的前提下，需要評估社會變遷、醫療科技進步狀況及助人者自身服

務思維，以創新的方式與受關懷者建立關係、提供服務。 

  

                                                      
2 2U=U 的口號意旨在科學證據下「只要愛滋感染者穩定接受抗病毒療法，其血液中的病毒量若

持續六個月以上控制在測不到的狀態時，其傳播愛滋病毒的風險是可忽略，甚至不存在的」 

 

 



 

147 
 

第五節 愛滋助人者面對關係中的困境及因應 

    在本章節中，研究者會藉由研究參與者的分享，嘗試描繪出愛滋助人者在關

懷關係中的困境，並藉由脈絡的梳理，分析造成兩難處境的原因，以及進一步描

述愛滋助人者當下的感受和事後的因應方式。綜合受訪者的分享，研究者將愛滋

助人者在工作裡的兩難處境的原因分為「社會結構中的衝突」，「愛滋助人者與服

務對象間的衝突」以及「面對危機事件時身心靈的影響」三部分進行討論。 

壹、社會結構中的衝突  

    人從出生開始就會因為自己的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家裡經濟狀況或疾病身

分等受到不同的社會形塑及影響。這些特別的生命經歷，讓每個人在不同的社會

角色中擁有不同的思維。例如在生理性別分類裡，生理男性與生理女性在與服務

對象相處時，便會受到性別影響而產生不同的關係質變；民間組織的愛滋助人工

作者與公共衛生體系的愛滋助人者，在協助案主時會根據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服

務思維，而這些所衍伸出來的差異，會讓愛滋助人者在工作上容易遇到一些困境

或兩難處境。綜合受訪者的分享，研究者將愛滋助人者因社會結構所帶來的衝突

再細分為「助人者個人身分所帶來的兩難」，「與政府或外單位合作時，因為服務

思維的差異所造成的兩難處境」以及「與重要他人及生活圈交友上的困擾」三部

分進行討論。 

一、助人者個人身分所帶來的兩難 

    助人工作者是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為服務對象提供服務的工作，然而每個

人都會因為個體性而有不同的生命經歷。因此，當助人者在陪伴服務對象時，很

容易受到雙方間個體上差異的影響而產生阻礙。綜合受訪者的分享，研究者將訪

談內容分為「疾病身分對專業助人工作者的影響」以及「生理性別對專業助人工

作者的影響」兩部分進行討論。 

（一）疾病身分對專業助人工作者的影響 

    初期以感染者身分組成互助團體的柏岑，有機會進入機構擔任同儕員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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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團體成員開始質疑他的參與目的，以及他在團體中所擔任的角色： 

 

大家對我有些疑慮，到底參與的身分是某單位的人，還是愛滋社群的人，

草根性的夥伴也有所懷疑，你就是會被看成另個專業者的身分（柏岑-I-1）。 

 

    儘管柏岑意識到身分的轉換會造成他人懷疑自己在社群中的角色，然而當時

他礙於無法釐清在社群中所衍伸出來的權控關係，因此他選擇與其他團體成員保

持距離： 

 

我比較貼近愛滋感染者，有人覺得我要站的遠遠的，權控關係沒有這麼容

易處理，加上想保有自己在團體的位置，所以我沒有那麼貼近（柏岑-I-1）。 

 

    不過，柏岑卻在與團體成員保持距離時，對於自己身為愛滋助人者在社群中

的角色及功能有所茫然。他主動向前輩坦承心中的擔憂，並藉由與對方對話重新

詮釋自己在社群中的定位，並且認知到在助人的歷程中，需要找到一位志同道合

的夥伴，才能有持續保有服務他人的動力： 

 

我問「到底要在愛滋社群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老師反問「你自己覺得呢？」

我就回答：「我在社群把自己定義成他們是朋友，我是個會個案工作、會社

工技巧的朋友，但如果他要變成個案，我就會放到另一個角色（柏岑-I-1）。 

 

    在十幾年的服務經歷裡，柏岑體悟到協助服務對象面對複雜的人生議題時，

並沒有一套固定的規範與準則，倘若愛滋助人者能拋棄對個人身分過多的想像及

限制，在建立關懷關係時會有更多的能量及選擇性： 

 

服務中每個角色都會有他的功能，會不會是侷限？以前覺得是，但後來發

現是我給這些角色太大的解釋，我有做事而且遊刃有餘就好，不會被擠縮

到不合理對待就好（柏岑-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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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儘管柏岑在進入愛滋機構服務後，對愛滋社群的關懷並不曾減

少，然而對於那些原本同為團體成員的朋友來說，卻可能會因為柏岑多了專業助

人者的身分，使得彼此的關係有些微的改變。根據柏岑的描述，雙方都需要一點

時間來適應新的身分對個人的影響，以及對團體關係所造成的效應，因此柏岑才

會選擇以保持距離的方式，讓彼此得以有時間、空間重新找到舒服的互動模式。

小翔的困境則是來自於當他代表團體與其他人進行溝通時，總是會因為不同團體

的立場差異以及會議當下的脈絡情境，難以順利找到合作共識： 

 

最近在團體中有點失落、無力，因為我要代表團體與其他愛滋團體溝通，

然後再把開會中的想法帶回來。可是過程中團體成員卻又會有意見，就在

雙邊夾擊的狀況下，我就想說你們怎麼不派人跟我一起開會（小翔-I-1）。 

 

    不過，儘管愛滋團體各有不同立場及見解，但是隨著團體間新血的加入，各

個團體的氛圍都有所改變，因此小翔也嘗試促進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對話： 

 

我都會把話重新轉譯，用比較柔和的方式去說，讓表達的方式是一個大家

都可以接受的才帶回團體。不過很可能會漏了一些資訊，例如當對方覺得

這個部份很重要的，我可能會覺得太尖銳先不要去談等（小翔-I-1）。 

 

    在不同的團體當中，小翔都有其所需要負責的義務與責任，而為了因應團體

本位差異所帶來的溝通困難，小翔選擇轉譯會議內容拉近團體間的距離。而在負

面情緒的因應上，他選擇重新思考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初衷，再次調整自己在社群

中的定位： 

 

後來我都會先考量自己有沒有興趣做這件事情，如果對這件事情沒有興趣

硬要去做，最後一定會很不開心（小翔-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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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身分對於專業身分的影響，除了受到社群內外對助人者的投射期待之外，

身為愛滋感染者且是助人者的尚恩，因為所受專業訓練使其對雙重關係有所抗拒，

所以當他在愛滋社群中與過去的服務對象互動時，著實讓他對這段關係產生疑慮： 

 

我的訓練裡要把它（關係）撇的一乾二淨，不要這麼複雜。然後也沒有人

想要跟一個講了很多秘密的人見面（尚恩-I-1）。 

 

    受過諮商專業訓練的尚恩，擔心雙重關係可能會讓自己混淆在愛滋社群中的

角色，而研究者推測，或許是因為在不同的關係裡會衍伸出不同的義務與責任，

恰巧專業助人者與服務對象，以及感染者們的互動都屬於較為緊密連結的關係，

因此當尚恩在愛滋社群中與人互動時，便需要同時滿足雙重關係所衍伸的責任。

不過，當尚恩意識到自己對於關係的糾結與疑慮已經影響到助人關係時，他選擇

除了在擔任諮商師時會以專業助人者的身分與服務對象相處之外，其他時間則是

會撇除專業助人者的身分，自在地在愛滋社群間與其他人互動： 

 

後來就都還好，也比較不會擔心了，因為那個是互動出來的，一開始兩個

人都覺得怪怪的，但後來就都調頻成一般的朋友型式（尚恩-I-1）。 

 

    除了擁有雙重身分的愛滋助人者，容易在專業身分的認知上遇到兩難處境，

身為非感染者的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助人的歷程中，有時也會因為與服務對象疾

病身分的差異，使其對自己的專業能力有所懷疑： 

 

我不是感染者，一開始認識的感染者也不多，所以會懷疑自己。但時間久

了，認識越來越多感染者，發現我們機構也有很多感染者志工（小煦-I-1）。 

 

    小煦曾因為非感染者的身分而對自己的能力感到質疑，然而隨著與感染者相

處的時間越來越多，他心中的擔憂也漸漸消逝。而歐文則是在意識到自己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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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不足，無法為服務對象提供完善的協助時，主動尋求愛滋領域的前輩協助，使

其增進專業知能： 

 

上課的內容很少針對某些特殊狀況的感染者去討論，例如軍人或移工感染

者，所以當我遇到時就會不知如何是好。後來我就會跟衛生局的主管、做

愛滋【工作】的朋友討論，期待可以增進自己去幫助他們（歐文-I-1）。 

 

    此外，當小煦和歐文同樣遇到服務對象提出「助人工作者是否能全然同理愛

滋感染者處境」的擔憂時，小煦選擇立即肯定對方的提問，並且在全然了解對方

提問的原因及感受後，嘗試藉由對話消除服務對象的擔心。歐文則是藉由協助服

務對象認識同樣身為愛滋感染者的助人工作者，化解對方心中的隱憂： 

 

團體中有朋友問我到底是不是愛滋感染者，那時候才意識到，原來他們（服

務對象）是會在意這件事情。後來我們也明確地跟他說：「目前我們是沒有

感染，但身邊也有朋友感染，以及陪伴他們的經驗」（小煦-I-1）。 

 

我會多提一句「如果你對感染後的生活，看網路、跟醫生聊無法信任時，

我可以介紹出櫃的感染者工作人員給你認識，讓你跟他聊。」（歐文-I-1） 

 

    除了需要面對服務對象對其疾病身分的疑慮，偶爾愛滋助人者也會受到來自

外界的懷疑，而不同愛滋助人者當下的感受和因應方式也都不同。例如歐文在幫

愛滋感染者倡權的過程中，當遭受到來自外界的質疑時，他一方面希望澄清自己

的疾病身分，另一方面卻擔心以助人者的角色，似乎不太需要去跟感染者做切割。

最後，就在這樣的兩難處境中，他選擇進一步同理並思考提問者的擔憂，嘗試給

予正確的愛滋知識，降低對方的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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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私訊我是不是感染者，我就想說關你屁事，可是就我的立場好像不

應該去切割。另外我常會被問「為什麼想在這邊工作」其實他們是擔心「如

果我是感染者，幫他做愛滋篩檢會不會感染？」所以我會跟他說「就算是

感染者，在篩檢時也不會傳染給你」（歐文-I-1）。 

 

    個性爽朗的小靜，面對到外界調侃自己非感染者的身分無法為服務對象發聲

時，她僅會選擇接納對工作有幫助的論點，並且在往後的助人歷程中，邀請服務

對象多為自己及愛滋社群努力： 

 

「你們又不是感染者，不能代表感染者發言」這些對我來說沒什麼，除非

它真的對工作有幫助，例如我可以拿這樣的論點，去跟其他的孩子說「你

要爭氣點，若有什麼場合，要現身說法就真的需要幫忙出來。」（小靜-I-1） 

 

（二）生理性別對專業助人工作者的影響 

    除了疾病身分之外，陳巧也因為個人的性別及性傾向，在關係尚未建立時被

服務對象懷疑其工作上的能力： 

 

剛好服務對象都是男同志，所以在關係還沒建立時，他們覺得跟我談性很

彆扭。之前跟個案談到約砲的經驗，他有點錯愕地看著我說「可是你有約

過砲嗎？」「跟你說很怪欸，我要怎麼跟你說？」當下我問他「是因為我是

生理女性，所以讓你覺得很尷尬沒辦法談嗎？」他說「對阿！」（陳巧-I-1） 

 

    陳巧對於助人者的性別會影響關懷關係的建立十分感興趣，她發現服務對象

的質疑來自於彼此信任感的不足，所以試圖在關係建立時的前期，她會透過真誠

的交流和對話，化解在關係間生理性別為彼此帶來的距離，讓服務對象認知到性

別上的差異，並不會影響到彼此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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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覺得好有趣，就是性別這件事情在服務裡面一直不斷出現，有點像是

只有同路人時才能談這件事情（陳巧-I-1）。 

 

我不會直接告訴他們「我很開放」，而是請他們具體告訴我性的經驗，並且

在他們談的時候我就會說「是不是很美好？」或是詢問他們那時候的感受

是什麼。我不會評斷那個行為，讓他們覺得我對「性」的議題是可以談的，

性別並不會是影響的因素（陳巧-I-1）。 

 

二、與政府或外單位合作時，因為服務思維的差異所造成的兩難處境 

    在擔任愛滋助人工作者時，小靜、小翔和歐文都曾因為國家政策而在工作中

遇到兩難處境。當小靜受到國家政策的限制無法為服務對象提供更完善的服務時，

儘管感到非常生氣，卻覺得只要服務對象願意為自己的未來努力，助人工作者就

應該在一旁持續與其共同爭取權利： 

 

社會如果夠進步，她（服務對象）應該不會因為愛滋而承擔些東西，雖然透

過個案去撞擊社會規則會很辛苦，像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但是她在你面前

而且有意願想為自己多做一點什麼時，那就一起來試試看（小靜-I-1）。 

 

    雖然在醫療科技的進步下，愛滋病的治療藥物已經可以有效地控制感染者體

內的病毒量，然而我國的相關政策制定與議題推廣卻無法與時俱進地調整。當小

翔遇到愛滋政策無法貼近愛滋社群的需求時，他選擇將心中負面的感受化為動力，

以多元創新的方式促進社會大眾與感染者的互動，為愛滋感染者創建友善社會： 

 

我們在推 U=U，政府那邊沒有要做，愛滋病學會那邊也有疑慮的聲音，導

致【推動 U=U】是停擺的，我們就會想要去做些事情改變社會【…】我們推

出帕斯客相談室，讓大眾和感染者面對面互動，聽感染者的故事。對我而言，

就算只有一個人知道感染者的故事，還是可以有影響力（小翔-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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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的愛滋政策，不僅會影響到感染者的權利或義務，也會間接地影響到愛

滋助人者的工作內容。歐文的服務單位因為承接了疾病管制署的方案，每年需要

提供近兩千人次的愛滋篩檢服務，為了在有限時間及高負荷量的工作上完成目標

人次，歐文逐漸在工作中耗能，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所提供的服務品質及專業能力。

當歐文覺得工作狀況與當初的助人動機有所脫節時，他產生了辭職回學校進修的

念頭： 

 

服務品質不好並非是能力不夠或是我不想讓它更好，而是在時間壓力下，

沒辦法提供一個好的服務。我就會懷疑是因為我沒有把社工的課修完，變

成半吊子的社工才會這樣，所以就會想要回去把該上的課修完（歐文-I-1）。 

 

    歐文也提及，因為長時間將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忽略了自己的身心狀態；

使他在工作上稍有喘息時間時，工作壓力所造成的創傷突然一下子湧現： 

 

去年進來【機構】時太忙，所以沒有太多時間【消耗】情緒，但是到了年

底工作閒下來，加上【同婚】公投創傷就整個上來。我覺得當時不是沒有

受傷或挫折，而是太忙的狀態讓我沒辦法去思考有沒有受傷（歐文-I-1）。 

 

    當歐文整理完工作的情緒之後，在以服務對象為優先考量的前提下，他會嘗

試配合疾管署的要求，找到雙方可能合作的平衡點： 

 

表面上好像符合他們的期待，但私底下會以自己能接受的方式處理。有些

不能退的【原則】，例如不能讓民眾在開放場合知道篩檢結果就是沒辦法退

讓，但如果像是希望每週兩百個【篩檢人次】，我就盡可能幫你（歐文-I-1）。 

     

    愛滋助人者也常會需要與地方性的公家單位合作，共同為愛滋感染者提供服

務，然而，愛滋助人者所處的服務機構會使其擁有不同的服務思維。當柏岑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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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部門以消極的方式面對服務對象被侵權的事件時，儘管會感到非常生氣，但還

是試圖同理公部門助人者的立場，並且認為爭執的源起在於雙方對彼此的投射，

因此他期許自己成為愛滋領域中協助釐清不同階層需求的溝通者角色： 

 

申訴單寫的要死，疾管署一通電話進來「好啦，不要再投訴了。」雖然很氣，

但最後還是會回「大家辛苦了」【…】蠻多時候因為助人者的存在會在每個

階層裡流動，所以要很習慣去跟每個階層對話，把需求帶出來（柏岑-I-1）。 

 

    而柏岑為了促進不同階層、不同服務思維的助人工作者對話，選擇回到學校

進修社工課程，嘗試學習對方熟悉的溝通方式，並且在過程中體悟到身為一個社

工的特質及工作價值： 

 

如果沒有具備這個身分，你沒有辦法跟這個領域的人溝通，或是會需要花

比較多時間去跟他們溝通。我會想要回去念社工是因為想要懂他們在說什

麼，而且也想讓他們懂我在說什麼（柏岑-I-1）。 

 

身為社工需要有所覺察，知道自己的限制，我們怎麼在自己能力有限的情

況下與服務對象一起前進。此外，也會增加你的知識資本，因為你跟老師

貼近後，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快，例如創立機構、做研究等（柏岑-I-1）。 

 

    當學長意識到自己與公衛端在服務思維上有所差異時，儘管嘗試同理對方的

處境，卻依然無法理解他們在服務對象生活中的角色，甚至懷疑他們是否以服務

對象的權益為主要考量。為此，學長最後選擇堅持自己的助人價值，以服務對象

的利益為優先，協助其脫離糾結的關係： 

 

我就是站在個案的立場去思考，他們（公衛端）討厭我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在阻擾他們的業績，我也不想被討厭，但就是立場不同（學長-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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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陳巧則是提到，與外單位合作時最為困難是要與對方找到一致的工作頻

率。當她遇到這類的狀況時，會選擇努力與合作單位對話，嘗試以相同頻率為感

染者提供服務： 

 

要不斷讓他們（公衛端）知道【助人者的】角色，以及讓他們跟我們的步

調是一致的。的確在工作中會感受到很煩，好像遇到豬隊友，不過我會知

道這是他的工作職責，所以也不能指責他（陳巧-I-1）。 

 

    研究者發現，當同時面對服務對象的需求，以及合作單位給予的壓力時，愛

滋助人工作者會藉由對話的方式，重新釐清、確認服務對象在關係間的需求，並

且嘗試在溝通中與合作單位產生連結，或是協助合作單位與服務對象建立關懷關

係，使其在關係中理解服務對象的需求。不過，愛滋助人者也意識到不同崗位的

助人工作者，會受到不同專業訓練的影響，對助人關係有不同期待。為此，愛滋

助人者也會選擇理解外單位與服務對象關係連結的方式，並在有限的情境下，盡

可能以服務對象的利益為優先考量提供協助。 

 

三、與重要他人及生活圈交友上的困擾 

    愛滋助人者也會礙於社會上對愛滋病的偏見及歧視，而在與家人、朋友相處

時有所摩擦。整體而言，這些困擾包含「因為緊密的關係，讓愛滋助人者與家人

相處上有所掙扎」以及「愛滋病是敏感話題，成為交友時的擔憂」兩大部分。 

（一）因為緊密的關係，讓愛滋助人者與家人相處上有所掙扎 

    小煦在擔任愛滋助人者的初期，因為擔心性傾向曝光而不敢向家人告知工作

內容，直到工作兩三年後，當小煦跟家人說明自己的工作內容及服務群體時，母

親表達對小煦工作內容危險性的擔憂。對此小煦並沒有感到不舒服或不耐煩，反

而能同理母親的心情，認為她只是對愛滋病不夠了解，加上擔心自己孩子的身體

健康，才會湧起一連串的擔心。為了改變當下的狀況，小煦選擇持續與母親對話、

 



 

157 
 

溝通，以正確的愛滋知識取代母親腦海中對愛滋病的錯誤想像： 

 

我剛工作時很難跟家人說，因為要面對出櫃的問題。直到兩三年後，我才

跟媽媽說我在愛滋機構。我媽就說：「到底會不會得？」她擔心我跟感染者

接觸會感染愛滋，我媽就是一般人，她只是關心所以就還好（小煦-I-1）。 

 

    歐文考量到與家人關係緊密，且認為家人支持是工作的動力來源，為此他選

擇主動向家人告知自己的工作內容，但過程中也遇到了家人的擔憂。儘管歐文面

對家人的擔心會持續溝通對話，但是他也坦承，當多次遇到家人反覆的懷疑及擔

心時，心中難免會有複雜的情緒： 

 

面對輿論及家人的質疑時，感受不太一樣，在面對家人時比較會有情緒。

比如說前幾天要去酒吧篩檢，然後他（家人）就說要我自己小心，不要因

為幫別人做篩檢而得愛滋。我就在想，我不是跟你們講過很多次了？【…】

當然最後我還是會跟他們說，沒有人會因為做篩檢而得愛滋（歐文-I-1）。 

 

    在愛滋助人者的生活中，有時候也會因為與家人專業背景的不同，在釐清、

核對雙方對愛滋病的認知觀念時，容易產生一些情緒。當布里踏入愛滋領域實習

時，嘗試與醫護背景的父親及姐姐討論愛滋病的空窗期，但卻因為雙方工作領域

以及接收愛滋知識的時空背景不同，對某些知識產生認知差異： 

 

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認為只要有不安全性行為，一輩子就需要檢驗。我

說空窗期是三個月時，他們依照自己的觀念就覺得很生氣。後來我工作後，

他們認為我比較專業，就不敢再討論更多（布里-I-1）。 

 

    專業領域上的差異，使得父親及姐姐一開始對於布里所提及的觀念抱持著懷

疑，而這樣的狀況，一直到布里正式踏入愛滋領域擔任社工之後，他們才開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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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相信布里的專業。布里也看見，儘管家人對愛滋感染者的態度依然保有些微的

偏見及歧視，卻能因為擁有一定的基礎知識，而不會排斥自己選擇成為愛滋助人

工作者： 

 

他們不是不接納我在這個領域工作，因為相關知識他們其實還算熟悉，只

是對於某些價值觀很像一般民眾，覺得就是因為亂來才有這樣的狀態，後

來是在溝通了好多次之後才有好點（布里-I-1）。 

 

    當討論到家人對自己擔任愛滋助人者的看法時，布里提到，雖然母親過去對

愛滋及愛滋感染者也存有一定的偏見及歧視，然而當她在向家人分享愛滋知識時，

母親卻是家中最為相信布里的人。對於母親態度上的轉變，布里認為與自己過去

與家人出櫃的經歷有關-母親對於布里的愛，使她接納了自己的小孩是跨性別的

事實，並且也因此開始關注其他社會上的弱勢族群，設身處地的為他們著想： 

 

我媽曾說過，因為我的身分，讓她價值觀做了一些調整，她不會再這麼堅

持主見，也學會站在別人那邊去想（此時受訪者眼眶泛紅）。她因為我同志

的身分，開始看見不同的弱勢（布里-I-1）。 

 

（二）愛滋病是敏感話題，成為交友時的擔憂 

    除了在生活中與家人間的互動有所糾結，愛滋助人工作者的身分，也讓布

里和小翔在交友上遇到了兩難處境。當布里在網路交友上，遇到網友對自己的

工作內容有所懷疑及擔心時，她會不自覺的在生活中以幽默或直接的方式傳遞

衛教知識： 

 

在網路交友 APP 我就寫我的工作是服務愛滋感染者，有人就回「會不會很

危險？」我就說「我又不會跟他們無套打炮。」然後他們會白癡的問「所

以你會跟他們有套打炮嗎？」（布里-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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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翔則是會礙於不確定對方對愛滋病及愛滋感染者的認知程度到哪，以及排

斥在一夜情關係中，被當成愛滋諮詢的對象，為此，他選擇在首次見面時隱藏自

己愛滋助人者的身分，等到彼此關係結束後，再以臉書加好友的方式，讓對方間

接地認識到自己的工作內容： 

 

第一次見面的人問我在哪裡工作，我會說在醫院。當他們又問我在醫院做什

麼時，我就會不曉得大家對愛滋的想法和不想做衛教，就換話題。如果真的

要說，我會等到打炮完再加臉書，反正臉書上大家就都看到了（小翔-I-1）。 

 

貳、愛滋助人者與服務對象間的衝突與因應 

    愛滋助人工作者陪伴感染者的過程看似美好，然而根據過去眾多的研究結果

顯示（馮明珠、陳惇杰、林秋菊、施鐘卿，2009；江巧鈴，2008；柯乃熒等人，

2002；吳孟姿，2004；徐森杰，2016），愛滋助人工作者在關懷關係裡卻經常面

臨到不同的兩難處境。在本研究中，這些困境包含「服務對象利益與愛滋助人者

個人的利益衝突」，「服務對象價值與助人者專業價值的落差」以及「被拒絕時，

繼續倚靠信仰傳遞新知」三個部分。 

一、服務對象利益與愛滋助人者個人的利益衝突 

    愛滋助人工作者並非如同一般上班人士，能完全清楚切割上下班的時間，尤

其當服務對象是初期愛滋感染者時，考量到他們獨自面對疾病時容易產生焦慮及

恐慌的情緒，助人者便會衡量自己的量能後，將個人的聯絡方式或公務手機隨身

攜帶，以便必要時即時給予陪伴。當然，誠如學長提及的，助人工作者出於善意

的服務方式有時候還是會影響到個人的日常生活： 

 

他跟我約早上 10 點談話，中午 12 點跟我說他快到了，但下午 2 點才到，

一下子說快到了，一下子說到了，一下子說擔心自己狀況，一下子又覺得

不要就醫。有時候晚上七八點就會打電話來問「我身體這些狀況是不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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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有關阿」顯現出害怕，一下透露出恐懼、一下子又縮起來，對我來說

有點疲勞。有時候 LINE 就會震動，我就會考慮要不要接（學長-I-1）。 

 

    除了感染者會擔心個人的身體狀況外，一般民眾也常因為對於愛滋病的錯誤

理解，擔心自己隨時可能感染愛滋病毒。雖然愛滋助人者的工作內容，本身就包

含為一般民眾提供正確的愛滋訊息，然而學長提及，當遇到過度擔心自己可能遭

受愛滋病毒感染的人，不斷傳訊息來機構確認自身狀況時，儘管學長試圖理解他

們對愛滋病感到焦慮的原因，但是，因為過程中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甚

至在會談時依然無法根除促使對方焦慮的源頭。所以，在衡量完自己的能力後，

他選擇坦然接受自己的限制，並且以幽默的語氣在臉書上呈現與民眾的互動過程；

在抒發心中的負面情緒之外，也試圖以不同的方式傳遞愛滋資訊： 

 

我有想過要好好跟他們談，但力氣沒有這麼多，跟他們談話很費力耗神，

因為我們得進去他的現象場、想像他們的狀態、情境、感覺，其實很不舒

服。雖然每個人背後都有故事，但真的沒辦法每個人都去談（學長-I-1）。 

 

例如罵他們很煩或是在臉書上面 PO 線上諮詢系列，但這部分也是想讓別

人看見，這些事情（這樣的擔心）其實很荒謬（學長-I-1）。 

 

    當布里意識到自己與服務對象的互動，會因為對方表達需求的方式而感到不

舒服時，她反而認為這是一個與服務對象建立默契的機會，進而會嘗試以討論的

方式與對方共同找到彼此舒服的互動方式： 

 

這也是工作者跟個案培養默契的機會，真的沒有辦法拒絕時，我就會請他

們未來一定要提前約，個案也都會慢慢調整狀態。情緒勒索也是工作者要

學習面對，我後來就學習到如何把勒索的狀況交回給個案思考（布里-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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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巧因為清楚自己在工作及生活中取得平衡的方式，加上熟悉青少年服務對

象與人互動的習慣，所以在建立關係的當下，她會試著與對方討論出彼此都感到

舒服的方式，以便既能在緊急狀況時協助對方，又能在平日給予自己充裕的休息

時間： 

 

我是工作和生活切很開的人，最好的紓壓就是下班不看工作訊息。在跟青

少年建立關係後，他們會沒有界線，可能晚上十一點打給你。一開始我也

在想「不接會不會發生什麼事」可是後來我就跟他們說，我幾點之後不太

會接電話，如果真的遇到很急的事再打給我，彼此就會有默契（陳巧-I-1）。 

 

    除了助人者及受助者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可能讓彼此互動產生摩擦，尚恩還

提到當雙方過去成長經驗而產生反移情時，也會使自己在關懷關係裡感覺到困擾： 

 

那個糾結是，我在他們身上很常看見自己的影子。他說的畫面其實我有看

過類似的東西，那是我很想要逃開、避開的畫面，不想去碰的，但他卻說

的栩栩如生（尚恩-I-1）。 

 

    尚恩以極為緩慢地語速表示，當他意識到自己進入反移情狀況時，他會拿出

助人者的專業，嘗試釐清雙方的差異，並在高漲的情緒中分辨自己的真實感受及

狀態後，為自己找到情緒抒發的窗口： 

 

藉由我的諮商理論去看到，當下是悲天憫人的感覺，感受好複雜、好難過、

好苦、很無能為力。有幾次結束後我都很澎湃，有難過、有傷心、有害怕

的。有一次狀態很糟時打給前任，他聽完後丟了一首歌給我，然後我就重

複聽。不知道為什麼就很想哭，好像是音樂裡面有個力量，不知道是被接

住、被看到還是被涵容了，反正 anyway 就有一種當下的流動（尚恩-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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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上述受訪者的分享，研究者發現，當愛滋助人者意識到個人利益與服務

對象的利益產生衝突時，一開始會因為個人利益受到危急而感到不舒服，但後來

卻會受到關係間的責任與義務影響，不輕易放棄關懷關係，以助人專業或情緒紓

壓的管道，排解心中的負面情緒，並嘗試與服務對象溝通，化解當下的兩難處境。 

 

二、服務對象個人價值與助人者專業價值的落差 

    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協助感染者面對生活困境時，也會希望藉由關懷關係中的

陪伴及合作，讓感染者逐漸長出力量，有能力面對未來生活的困境。然而，愛滋

助人工作者偶爾還是會遇到僅尋求助人者協助，卻不願意付出努力的服務對象，

在這樣的關懷關係中，雙方的互動模式就會有所調整。當布里遇到服務對象不願

意或沒辦法為自己努力時，她會對服務對象提出的需求感到困惑，不了解對方真

正的想法及期待；為了讓關懷關係持續下去，她會選擇調整自己的期待，並且降

低自己的要求，再次讓服務對象嘗試為自己付出努力： 

 

我相信他有很多的需求，當你給他解決方式時，他都會跟你說他去了，但

事實上他根本沒去。他會一直陷在那邊，似乎有很多東西跟你說了，但也

有些事沒跟你說，可是你又沒辦法真的知道他要什麼（布里-I-1）。 

 

如果他一直發生這類的事情，我就會跟他說「你先幫我完成某部份的任務」

例如去某個單位申請補助，然後告訴我那個承辦人的名字是誰（布里-I-1）。 

 

    對小靜來說，助人者在協助受助者解決生活困境時，雙方需要一起為這段關

係努力。然而，當遇到服務對象不願意為關係努力時，小靜會進一步分析其中原

因。但是如果真的發現服務對象對維持關係的意願不高時，小靜還是會尊重對方

的決定；因為她認知到關懷關係裡的彼此都是自由的個體，所以會選擇坦然面對

關懷關係失敗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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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說我們決定走第二個方法，那麼你必須得做什麼，不是全部都是我的

事情。我就會講得很白，跟他說你不能裝死，你要把東西（資料）拿來給

我，你如果不拿來給我，後面的事情我就不能做（小靜-I-1）。 

 

他沒有把東西拿過來，可能有各種原因。有可能他試過但拿不到，但也有

可能他真的死在家裡（沒為自己努力）。所以還是要去了解什麼狀況，如果

他真的沒有動力那就結案，畢竟那是他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小靜-I-1）。 

 

    助人者與服務對象在面對生命時，也會有不同的看法。當陳巧看見服務對象

因為受到疾病折磨而生存意識低落時，一開始她無法承接對方突然湧現的高漲情

緒，僅能提供自己有限的情緒支持： 

 

我認識他時只剩下手可以動、眼睛可以眨、無法講話。他跟我說「我沒有

想過會這樣，我才十八歲，現在連死的力氣都沒有」我沒辦法形容當下的

感受，現在想起來是有某部分的心疼。坦白說我接不住，他的情緒太多太

滿了。社工的專業被縮得很小，能給他的就只有情緒支持（陳巧-I-1）。 

 

    而當布里看見與服務對象對生命的認知有所差異時，一開始是希望說服務對

象繼續為生命努力；然而在經過與其他助人者的個案研討後，她最後選擇尊重服

務對象的決定，僅在一旁陪伴，並與其討論如何面對死亡： 

 

原本我知道他不服藥、想放棄的時候，覺得如果好好服藥他可以變好。後

來透過其他社工的分享，我才發現不是只有活著才是對個案最好，後來我

才調整腳步給他情緒支持，跟他討論死亡面臨、道謝道別（布里-I-1）。 

 

    而當布里選擇以坦然的態度面對服務對象的決定時，她也從中體驗到因為設

身處地的為服務對象著想，才有機會感受到相互依存也能發展出自由的關懷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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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釋懷好像是，當他決定要這樣做時，某部分我好像輕鬆一點；另一方

面是個案想做什麼，你卻覺得那個不好，當你（助人者）告訴他試著從事

什麼時，對他來說也很辛苦。所以他好像也輕鬆一點點（布里-I-1）。 

 

三、被拒絕時，繼續倚靠信仰傳遞新知 

    愛滋助人工作者的服務內容也包含向社會大眾傳遞愛滋知識，當身為基督徒

的喬在教會裡分享愛滋知識時，碰到教會的弟兄姊妹以冷漠的態度回絕互動，他

感到非常難過及受傷。因為他認為的基督徒應當是學習耶穌的榜樣，靠近那些被

社會排擠的人，而不是認為基督徒是聖潔的象徵，不可以隨意觸碰愛滋感染者： 

 

去年在教會擺攤曾遇到一位姊妹，當我把宣傳單張給她時，她看了看皺著

眉頭說「我是基督徒欸」當下我愣住了，但還是回他「我也是基督徒阿」

然後她的反應是「喔，我趕時間。」就離開了。當下我的感受是難過的，

因為我覺得這位姊妹在糟蹋自己聖潔的身分，就是因為你是個基督徒，你

才不應該用這種有色或者框架來框住這件事情（喬-I-1）。 

 

    喬認為，當大家總是以冷漠的態度面對愛滋知識，不願意多花一點時間學習

與感染者相處的知能，未來有一天當發現身邊有感染者需要幫助時，便會不知道

如何以健康的眼光、正確的態度與其相處： 

 

有其他教會的弟兄對愛滋議題有興趣，我想跟他們合作，但他覺得不妥。

我就問「你有接觸過感染者嗎？」他說有，然後我說「那你當時懂得如何

幫助他們嗎？」他說「是慢慢互動後，自己攝取這方面的知識才知道怎麼

做。」我就再問「這是你，那其他輔導、工作人員，你覺得他們有能力、

有這個預備面對感染者嗎？」他就沉默了好久……（喬-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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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喬多次遇到拒絕時，並沒有陷入負面的情緒，而是選擇重新思考成為愛滋

助人者的初衷，並且繼續依循主耶穌給予的力量，釐清自己在愛滋領域中所扮演

的角色。喬最終期許自己成為一個被拒絕時可以尊重對方的選擇，並且不氣餒的

持續尋找可以對話、溝通的愛滋助人工作者： 

 

我回到耶穌的身上，像祂一樣一個個去接觸。即便不了解這個議題、有點

恐懼，但你願意對話、願意瞭解，我就願意跟你好好的談這件事情。或許

你跟我對談完後，你就會將正確的知識傳遞出去（喬-I-1）。 

 

參、面對危機事件時身心靈的影響及因應 

    柏岑和學長選擇以不同的方式面對危機事件。柏岑在為愛滋感染者服務時，

有時候需要進到家庭場域裡梳理服務對象與家人的關係。然而愛滋助人者的身分，

卻可能會讓家人誤以為自己總是在幫感染者說話，或是讓家人懷疑是否真的能同

理他們的處境及感受。為此，當柏岑在尚未建立信任，且又充斥著懷疑及陌生氛

圍的關係裡，他認為介入家庭關係的行為很容易引起其中一方的負面感受： 

 

我忘了是講到哪一句，哥哥突然要用拳頭打我，他覺得我是誰怎麼可以講

這些。我後來用自我揭露的方法告訴他我的身分，我覺得人的問題背後一

定有些議題和因素，我們需要慢慢花時間去解構的（柏岑-I-1）。 

 

    當柏岑面到突如其來的危機事件時，快速地感受到家人的情緒來自對自己的

不瞭解和不信任，為此他會透過疾病身分的揭露，重新以感染者的角色與家人建

立關係，試圖化解對方原先對自己的投射： 

 

有些人會認為你沒有跟我坐在同個位置、沒有跟我在同個角色你就不懂我，

但是，當故事的脈絡被纏繞在一起的時候，我就會適時地去說（柏岑-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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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突發事件帶來的負面情緒時，柏岑選擇先勇於承接心中不舒服的感受，

試著找出讓情緒低落的根本原因，爾後再以做家事、聽音樂或打線上遊戲來試圖

轉化負面的情緒： 

 

要先去承接自己的不舒服，然後去問到底怎麼了。我比較常轉念，做一下

家事、打遊戲、聽音樂阿、做食物阿。我覺得轉念蠻重要，把自己的煩惱

跟憂愁轉換（柏岑-I-1）。 

 

    除了助人者自我人身安全的危險之外，愛滋助人也會因為幫民眾做篩檢，需

要在與對方一同揭曉檢驗結果的那一刻，快速承接對方的情緒與感受。對於這種

立即性承接對方情緒的狀態，學長曾經在某次工作中看到服務對象的檢驗結果從

原本的陰性轉到陽性而情緒崩潰，意識到自己有替代性的創傷： 

 

他來驗的時候還驗不出來，隔了兩三週再來驗，同事就打給我說那個人陰

性轉陽性。那時候就覺得，會不會是自己不夠提醒人或者是沒有叫人好好

保護自己，就那時候心理面蠻難過的，還打電話跟老公哭（學長-I-1）。 

 

    抒發完情緒後，學長進一步釐清自己情緒爆發時的原因，反省自己在面對服

務對象感染到愛滋病毒的反應，是否因為自己根本還尚未完全接納愛滋感染者，

或者並非真正接納愛滋感染者的生活與常人無異的事實。最終，在工作經驗的累

積中，他慢慢地坦然的面對服務對象疾病身分的轉換，以平常心的態度陪伴他們

面對未來的生活： 

 

有種「又一個感染者」，好像我沒做好，導致又發生這件事情。我就在想這

個疾病怎麼了？為什麼這麼令人害怕？這個東西是事後的反思，就是我在

想「我是不是自己還在害怕愛滋」但我自己卻不知道？（學長-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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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小結 

    即便幫助他人是一件美好的助人歷程，然而在關懷倫理學中，Noddings

（1984/2014）認為關懷關係還是有其限制，因為在具有多樣性的關懷行為中，每

個人對關懷關係存有不同的想法和期望。因此，建立關懷關係的過程也像是冒險

一樣，有著不確定的結果，以及，當助人工作專業的核心價值對工作者要求的責

任與義務發生衝突時，其所涉及的對象可能包含與案主、同事、工作機構、與社

會大眾之間。儘管 Noddings 認為關懷關係的建立並非一切順遂，然而對於關懷

者來說，在一個可能會失敗造成衝突或傷害的關係中，他依然會試著去關懷被關

懷者，並且在多次面臨相同狀況時，逐漸建構出回應的規則，以彈性且具自我對

話的方式作為實踐的態度（呂育生，2009） 

    若與本研究結果相對照，研究者發現在社會結構的影響下，愛滋助人工作者

在工作中容易受到個人性別與疾病身分、工作崗位不同及成長背景差異，遭到服

務對象對助人者的專業度產生懷疑，或是因為彼此服務思維的不同，而在單位間

合作時產生摩擦，這種倫理兩難處境與江巧玲（2008）和徐森杰（2016）的論點

相似。另外，在關懷關係中，愛滋助人者與服務對象的互動，有時候也會為了在

堅守助人價值，及尊重案主自主權、助人者個人利益間產生兩難處境。除此之外，

因為愛滋感染者長期服用抗病毒藥物，加上身體老化免疫力降低的狀況，使得感

染者在共病的狀態下，不僅提升了治療的困難度，也讓愛滋感染者容易浮現對自

我生命放棄的念頭。為此，當助人工作者看見服務對象對生命的無望感時，便容

易引起心中的負面情緒與壓力。最後，當愛滋助人者有機會陪伴服務對象向身邊

的重要他人告知自己的疾病身分時，也容易在安撫或承接家屬及親友激昂的情緒

時，遭受到人身的威脅及事後的情緒壓力，而這些因為工作而造成愛滋助人者情

緒負擔的狀況與黃克先（2013）的論點相似。 

    當愛滋助人工作者面臨這些多元的困境及倫理兩難處境時，愛滋助人工作者

會在承接自我情緒之後，嘗試找出造成關係衝突的原因，並且設身處地同理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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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境，嘗試在糾結的關係中找到解套的可能性，讓關懷關係有機會再延續下去。

然而尋求解決方式時，並非總是能順利地找到解開關係衝突的鑰匙，為此愛滋助

人者也會在努力過後，在保護自己及關懷他人的原則上，坦然的態度接受關懷關

係失敗的結果。這樣因應困境的方式，與 Noddings（1965/2000）的論點相似。 

此外，當愛滋助人者發現與他人相處時的衝突是來自於雙方對彼此的投射，

以及關係的不平等時，愛滋助人者除了會勇於藉由關懷行為擺脫他人對自己身分

的枷鎖，彰顯關係間的自由之外，也會藉由與對方建立長期關係以及耐心及同理

的態度與其互動，試著讓雙方在關係裡達到權力平衡，這點與 Noddings

（2002/2008）的論點相似。當關懷者對被關懷者的所作所為無法全然認同，若能

依然嘗試去維繫某種關懷關係，並藉由長期的相處，找出被關懷者會感到滿足的

需求，便可能讓關係漸入佳境（Noddings，2002/2008）。 

    但另一方面，儘管在助人者的實務經驗中認為，助人工作者應該盡可能避免

與服務對象產生雙重關係。然而，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儘管愛滋助人者不一定

皆能與服務對象擁有清楚的界限，但也並非會讓愛滋助人者在工作中產生困境。

所以，研究者認為多重關係是否會成為愛滋助人者在提供服務時的困擾，全然取

決於愛滋助人者的服務思維。倘若愛滋助人者的服務思維如同研究參與者柏岑一

樣，在社區中以自助互助共生的方式提供服務，那麼在界線的拿捏上似乎就不需

要避免多重關係的發生，而是更應該回歸到人與人相處時的互相尊重。然而，當

愛滋助人者的服務思維如同研究參與者布里、陳巧或是尚恩一樣，希望工作與私

人生活有所分隔時，那麼在關懷關係建立的初期時，便應當盡可能避免因為多重

關係所衍伸的困擾。 

    此外，根據吳嘉振（2000）及吳慧萍（2012）提及，外在支持系統對助人者

極為重要性，當助人者面臨機構或環境資源不足的困境時，可以藉由與主管建立

良好的溝通模式、與同儕建立良善好的合作模式、與家人建立良好的情感連結，

或增進朋友良好的人際互動方法來度過困境。然而，根據研究參與者分享，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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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助人者遇到家人對愛滋助人工作表達出心中的隱憂時，會不斷嘗試與親友溝

通解釋，降低家人對自己工作的擔憂；但是當他們在與一般朋友互動時，每位愛

滋助人者的回應方式則有所不同，有的會直接坦承工作性質並趁機給予衛教，有

的則是選擇隱瞞工作性質，等待關係穩定再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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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助人者在關懷關係中的反思 

    Noddings（2002/2008）提到關懷行為並非線性，每一層的關懷都可以進行修

正與補足，為此助人者在提供服務時，需要透過不斷的反思，才能讓關懷關係持

續維持。在助人者的反思中，不僅是單純回溯關懷關係裡所發生的事件及感受，

更多的是將助人者的身體感受及生命經驗和關懷關係裡自己與服務對象的狀態

做對照，進一步思考事件對於助人者個人不同面向的影響。綜合受訪者的分享，

研究者將訪談內容分為「關係裡互惠，深化關懷能量」，「反思愛滋助人者的存在

意義」以及「社會教育在愛滋領域的實踐」三部分進行討論。 

壹、關係裡互惠，深化關懷能量 

    Noddings（1984/2014）認為在關懷關係中，除了關懷者可以給與回應之外，

被關懷者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回應關懷者，體現自身的自由。在成熟的關

係中，不僅雙方可以藉由情感交流達到相互關懷，關懷者還可以因為接收到受關

懷者不預期的善意回應，感到被受肯定、加深關懷意圖（Noddings，1984/2014）。

綜合受訪者的分享，研究者將訪談內容分為「服務對象的回應，給予情感、心靈

上的能量」、「在關係中提升個人身心靈層次及助人的專業技能」以及「在關懷關

係中看見自價值」三部分進行討論。 

一、服務對象的回應，給予情感、心靈上的能量 

    尚恩和陳巧回顧過往擔任愛滋助人者的歷程時，發現自己能從關懷關係中感

受到關懷能量的提升。例如當服務對象的人生議題與尚恩相同時，尚恩便有機會

在關懷關係中，藉由陪伴、討論及釐清的過程，為服務對象及自己找到面對人生

議題的能量： 

 

它並不是刻意回饋，而是在互動時感受到的。他做了很多和死亡有關的夢，

而我對死亡非常焦慮。所以討論中好像就在一起面對彼此的焦慮、害怕，

雖然我們都沒有明講，但就像一起互相加油打氣、被關懷（尚恩-I-1）。 

 



 

171 
 

    陳巧則是在陪伴青少年時，從服務對象的回應中感受到生命的堅韌，使其在

未來人生道路上遇到困境時，能成為勇於面對的力量來源： 

 

從他們身上得到很多回饋，尤其是對生命不可放棄的堅持。他們的內在很

強大，強大到有時候比一個成人來的多。有時候自己遇到挫折時，就會想

起他們好不容易走過來了，我怎麼會做不到（陳巧-I-1）！ 

 

    此外，儘管陳巧在陪伴服務對象的過程中非常忙碌，卻從中感受到心靈上的

滿足。陳巧認為，不管在關懷關係是否得到服務對象的回饋，她都非常感謝服務

對象願意與其建立關係，使其有關懷動能且不後悔地在愛滋領域服務： 

 

不管是看到這幾年我的成長和進步、個案的回饋，或者是自己覺察到的專

業成長、主管的認同，都讓我覺得不會後悔。假設今天都沒有這些東西，

我也會覺得沒有後悔，因為能用社工的身分跟這群人接觸，他們也願意花

時間跟我建立關係，對於工作者來說是很重要的力量（陳巧-I-1）。 

     

    小翔與陳巧同樣在關懷關係中感受到心靈上的滿足，儘管隨著工作上訪談計

畫結束，他不再有機會與這些受訪者互動；然而在生活中，他還是會偶爾想起曾

經與受訪者互動的經歷。小翔也提及在協助服務對象時，他會因為服務對象肯認、

良善的回應，感到心情愉悅： 

 

聽了 400 多位的感染者的故事，每個人都是不一樣的。不管在什麼時間點，

當想起某個人的故事時，我都會覺得當時與他相處時是值得的（小翔-I-1）。 

 

有個奶奶跟她解釋完、帶她去完成手續後，她就說我很親切，這個簡單的回

饋就讓我覺得不會這麼累，而她也很認真在聽我講，這麼認真是有溫度、溫

暖的（小翔-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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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關懷關係中，愛滋助人工作者的正向能量來源，不僅可以從受助者的回饋

中得到之外，也有可能藉由他人的付出關懷行為，感到心靈上的充足。研究者認

為，愛滋助人者在反思中看見關懷關係裡與服務對象間的互惠行為時，如同

Noddings(1984/2014)提及的，助人者與服務對象透過情感的共融交流，讓雙方產

生了一些改變，不僅服務對象得以在關懷關係間滿足需求，愛滋助人者也能透過

對方的正向肯定或對關係的接納，得到心理上的愉悅。 

 

我們的工作不是完全的個案服務，大多是同儕互助，所以沒有助人或被助

者身分強烈互換的感覺。但像是聽到【感染者】志工們分享自己在這裡被

支持了，我聽到他有力量時我也會有力量（小煦-I-1）。 

 

二、在關係中提升個人身心靈層次及助人的專業技能 

    小翔在感染前便是一位愛滋助人工作者，而在感染後的助人生涯中，疾病身

分的轉換，讓他能提供更為貼近感染者需求的服務。從關懷關係中，他也再次提

升自己愛滋助人工作者的專業技能，例如愛滋知識的提升或設身處地、同理愛滋

感染者的能力。學長為了盡可能了解對方的狀況與感受，選擇主動去了解不同世

代感染者在社會上的處境，嘗試以更為綜觀的視角去看待愛滋感染者的生命歷史，

以更加開放的態度，面對服務對象的需求及人生議題： 

 

這幾年的成長，在知識上讓自己更廣的去了解這個議題，這些都是因為我

的感染者身分，讓我更有動力去做這些事情（小翔-I-1）。 

 

我開始去聽更早的故事，例如整個同志運動或愛滋運動的脈絡，不同世代

的人會有不同的感覺，去理解不同世代的人面臨的事情，對我來說還蠻有

幫助的（學長-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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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則是因為服務對象多次不按牌理出牌，在關懷關係的緊張氛圍裡體悟到，

不管付出關懷行為後的結果是成功或失敗，助人者都需要勇於承擔，坦然接受： 

 

初期會有很多事情想改變，但是體認到不是想要改變就改變，所以覺得我

就是陪你走這個階段，走到哪做到哪，不強求要怎麼樣才是好（布里-I-1）。 

 

    此外，陳巧提及自己原先的個性較為急躁，習慣快速解決生活中的各式問題，

然而她意識到青少年會因為關懷關係裡明顯的權力關係而拒絕與其互動，並發現

急迫的服務方式不僅無法協助青少年解決困境，還會破壞好不容易建立起的關懷

關係。為此，她嘗試放慢自己的工作步調，並持續堅持助人理念，以服務對象利

益為優先考量，在關懷關係中持續檢視自己與服務對象的關係： 

 

我以前是很急的人，事情擺著我會覺得很不安。可是跟青少年工作急沒辦

法幫他們，而且還會讓他們更退縮。他們對於人的敏感度其實很高，很容

易就區辨你跟我，就是因為這樣，我才開始調整自己（陳巧-I-1）。 

 

能不被結構影響，知道在做什麼，是我在這段時間學習最多的東西，也是

我的堅持。即使我花一段很長的時間跟他們建立關係、我知道在做什麼，

也知道會往哪個方向去，但還是要一直停下來檢視自己的狀態或者是服務

對象的狀態（陳巧-I-1）。 

 

三、在關懷關係中看見自價值 

    對小煦來說，剛踏入愛滋領域成為助人工作者時，同志和愛滋議題都還算是

小眾議題。然而，當時卻因為這兩個議題與自己有著密切的連結，因此小煦有機

會藉由關懷關係中與服務對象的互動，認肯自己的性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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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接受更多人性，是來這邊當志工才有辦法看到的。例如開始認識到感

染者、跨性別的朋友、年紀很大的同志。我知道我有在幫助社群，也知道

我在幫助自己，讓自己更能夠面對、接受這件事情（小煦-I-1）。 

 

    尚恩擔任愛滋志工時，嘗試跳脫「被迫」接觸愛滋議題的思維，透過培訓課

程了解正確的愛滋知識，以及認識許多對愛滋感染者友善的工作者，進而為自己

創造愛滋友善的環境。這些都讓他有機會在舒適、自在的環境中，慢慢認同自己

的疾病身分，在愛滋領域貢獻專業技能，並且在助人歷程中肯定自己的專業能力： 

 

上課時是新的城堡，這個城鎮標靶著我們都是友善的，我在那個友善裡面，

得到一個安慰和寄託，可以感受到安全、自在和看到希望，或者是賦能、

正向的東西（尚恩-I-1）。 

 

可以比較踏實的認知我是個藥癮或愛滋的助人者。踏實來自於我從個案裡

看到不同的苦，然後從我的諮商裡面、我的能力去做些什麼（尚恩-I-1）。 

 

    除了尚恩和小煦之外，喬在擔任愛滋助人工作者前，受到外界對愛滋病的偏

見及歧視，一直無法坦然面對自己的疾病身分。儘管喬的外表及生活與社會大眾

所認知的感染者形象有所不同，但打從心裡他還是會覺得感染者就是一個失敗者： 

 

感染者在一般有信仰的人心中算是失敗，儘管我的外在不像是那樣，但是

我知道我是一個感染者時，就等於把自己畫在失敗者的族群裡面（喬-I-1）。 

 

    爾後，當喬踏入愛滋領域成為助人者時，認知到所謂的成功與失敗並非是由

他人或自己決定，使其有機會解開人生的枷鎖，讓關懷關係中的能量有機會流動。

這些經驗使得喬可以在助人的過程中感受到自己的價值，再次重新定義自己的社

會角色，讓疾病適應歷程更加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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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認為自己是失敗者，但是我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我並不是。即便我是

用失敗者的身分去做事情，但我發揮出來的還是有影響力。記得有段時間，

我非常討厭接到個管師的電話，因為感覺的我的身分一直被提醒。現在，

當個管師再打給我時，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當別人提醒我是感染者時，

我就會覺得「對阿，我就是」（喬-I-1）。 

 

    Noddings(1984/2014)提及，當愛滋助人者看見，在關懷關係中實踐關懷行為

的可能性，以及關係中的自我價值時，便會使其有動力持續實踐關懷。根據上述

研究參與者的回應，當愛滋助人者勇於承擔關係間的義務與責任時，不僅能看見

自我的價值，也能讓擁有雙重身分的愛滋感染者助人工作者，在無法擺脫愛滋感

染者的身分的同時，藉由幫助他人來正視自己的疾病身分，使得自己能轉化疾病

身分對自己的意義，有機會從束縛中逃脫。 

 

貳、反思愛滋助人者的存在意義 

    Noddings 認為，人們的存在與關係是互相依賴的，一個人的成長過程，無法

擺脫社會文化對自我的影響；唯有當意識到自我與關係互相依存時，才能自由的

發展關懷關係。此外，游惠瑜（2009）也提到，人在關懷關係中不僅能感受到自

我存在的價值，也可以透過情感交流增進雙方對關係的承諾，加深承擔道德責任

的意願。綜合研究參與者的分享，研究者將之在關懷關係中意識到自我存在的來

源，分為「自身價值觀的訓練及澄清」，「在愛滋社群裡的角色定位及影響力」以

及「未來愛滋助人者待努力之處」三部分進行討論。 

一、自身價值觀的訓練及澄清 

    對於小靜來說，助人工作除了能藉由經驗的累積提升專業技能之外，也能讓

她在與服務對象互動時，從彼此不同的人生經驗看見對方價值觀上的差異，進一

步理解自己生命中的核心信念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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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陪著不同的人，經歷不同的人生，以及一些以主流眼觀來說很奇

怪的人生。我覺得很榮幸，雖然不是我的人生，可是他願意讓我陪著

他，一起去走過挺好的（小靜-I-1）。 

 

個案工作是個照妖鏡，他照的是你自己的人生跟價值觀。你會越來越了解

自己，對我來說很受益。有個很矯情的說法是，服務對象是肉身菩薩，他

是來渡你的，他會讓你更靠近自己（小靜-I-1）。 

 

    歐文則是在工作中體悟到，愛滋助人者在工作中會面臨許多的道德挑戰，

包括從服務對象的反應反思自己的人生價值觀；所以，他認為愛滋助人者需要

禁得起外界對個人或道德價值的挑戰： 

 

按照社會的期待成長，每個人都是保守的。我們今天走到這個程度，一路

上受到不少的挑戰，所以當你禁不起挑戰時就會很辛苦。光是早期大家對

感染者的譴責，當你無法意識到性不是一個骯髒的事情時，你可能就無法

在這條路上往前走（歐文-I-1）。 

 

    柏岑除了認為愛滋助人者可以藉由與服務對象互動了解個人需求，也能

在助人的歷程中不斷找尋與自己價值觀相符的理論，透過實際執行來完成自

己的理想圖像，從中長出生命的胚土和能量，並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不斷找跟自己符合的理論或助人的論述，發揮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繼續

往前，這就是我的能量、我的胚土，我可以從這些服務的經驗、真實存在

的陪伴長出，一些我覺得未來有發展性的東西（柏岑-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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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愛滋社群裡的角色定位及影響力 

    因為感染身分而成為愛滋助人者的喬，回味這幾年來的助人經歷發現，自

己原先僅是將愛滋助人者當成休閒工作之一，然而真正成為愛滋助人者後，卻

逐漸將助人工作轉為生活重心的一部份： 

 

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一個幫助的人，我當時跟上帝說「我很忙喔，我是個

上班族，能付出的時間只有假日，我無法利用其他時間去做事情」但慢慢

的，我從被動的角色轉到主動，我覺得這是一個奇妙的轉換（喬-I-1）。 

 

    喬提到，促使自己越來越看重助人工作者角色的原因在於，當他在了解自

己的能力下付出關懷後，能逐漸從中提升助人專業的技能，使其有意願持續擴

大付出關懷的範圍： 

 

一開始做校園宣導，是因為協會剛成立，在沒有醫療背景、沒有篩檢專業，

人權上也都還是很懵懂的情況下，發現讓身邊的人更了解愛滋是可以做的。

做完後，覺得知識上有點不足，所以會想要有更多的了解。轉變就是從這

種小事情開始，從一個行為或想法開始，慢慢去擴展其他範圍（喬-I-2）。 

 

    喬也分享自己擔任愛滋宣導講師時，從同學的回饋中，開始反思身為愛滋助

人工作者，該如何將既有的知識，有效地傳遞給需要的民眾： 

 

有個題目是關於保險套的，當時學生就問什麼是保險套。對於突如其來的

問題，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就請小朋友先依自己的認知回答。後來趁他

們在寫問卷時，我就從保險套最初設計的用意開始想，最後再跟他們解釋，

還算是蠻臨時的挑戰。這個經驗讓我開始思考，在面對人群時，所學的知

識到底能夠發揮多少的影響力（喬-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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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翔提及，自己僅是藉由聆聽對方的生命故事，從中理解服務對象所需的資

源並給予協助。他認為雙方並沒有上對下的位階身分，而是一種平等的關係，甚

至與喬一樣，將愛滋助人者的身分融合在生活之中： 

 

我不會覺得我是在幫助所接觸到的個案，比較是在聽他們的處境，然後提

供資源給他們。「幫助」比較會有位階的感覺，加上我不會把助人當作是一

個工作，它一直融合在生活（小翔-I-1）。 

 

    小翔除了思考關懷關係裡的權力關係之外，也反思一個身為愛滋感染者的助

人工作者，在愛滋社群中存在的意義及能發揮的影響力： 

  

我會想當遇到這樣的問題時，我怎麼去處理；當朋友告訴我時，我可以

轉貼什麼資源；當不是我處理時，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協助（小翔-I-1）。 

 

    同樣身為愛滋感染者的柏岑，他認為不同身分，例如個人、機構、他人的助

人工作者，所接觸的服務對象都不太一樣。雖然看似組織化機構能提供的資源比

單一助人者多，然而柏岑心中嚮往的助人者角色是如同一顆螺絲或齒輪，在愛滋

社群中透過助人者的專業，引導服務對象接觸資源，並從中讓他們再次長回力量： 

 

在遠處、在社福機構，和在個人工作上的觀察，接觸的脈絡跟類型的人都

不同。而因為我比機構更貼近感染者角色裡，我可以做一些什麼事情。不

管是在哪個領域裡面，都是一個善用轉介的功能（柏岑-I-1）。 

 

    當提到在愛滋社群中身分的轉變時，柏岑也反思自己從愛滋感染者、愛滋志

工、同儕員再到研究員的歷程。他認為這些經歷使其在服務愛滋感染者時，擁有

更多的文化資本瞭解、同理服務對象的個殊性，並且有機會擺脫以病人的觀點，

嘗試以生而為人的視角提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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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變動讓我有不同的角色，跟不同文化階層的人接觸。我不會說我可

以成為人人喜歡，但最起碼，我可以貼近這個社群。很多時候我談的不

是愛滋，而是在談一個人基本的需求，他的根本、他的權利（柏岑-I-1）。 

 

    對柏岑來說，一開始是因為交友需求而開始在愛滋領域中經營社群，然而當

社群裡的人慢慢地越來越多、需求越來越複雜時，大家都各自在領域中貢獻不同

的專業能力，使愛滋感染者有機會成為助人者： 

 

這些人只要健全，就會長出力量，所以我一直在經營一塊胚土，讓它充滿

養分適合任何一個人。不管他長成什麼樣子，在這塊土地上面都不會被批

判、被指責。他會經過夥伴的支持成長，走向他要的方向（柏岑-I-1）。 

 

三、未來愛滋助人者待努力之處 

    工作時需要為民眾篩檢的小煦提及，除非國家改變思維制定相關政策，否

則愛滋助人工作者很難同時兼顧方案績效和以感染者為主體的提供適切服務。

另外，他也強調社會上對愛滋病的誤解及偏見，都一再地突顯出愛滋友善單位

存在於社區中的必要性： 

 

看單位被要求的 KPI，如果今天公衛端是要求篩檢量，就很難達到這部分。

因為我們的篩檢是接聯勸的方案，他們重視的不是量而是質，所以我們可

以花比較多的心思去陪伴感染者，所以跟公衛端比較有所不同（小煦-I-1）。 

 

很多人擔心感染，除了健康之外，最擔心的就是害怕關係的斷裂，還有他

會不會被身邊的人排斥，那個壓力被大家覺得很恐怖。他們來這邊就是願

意袒露自己，或是感受到他不會因為感染者身分而被另眼對待（小煦-I-1）。 

 

 



 

180 
 

   除了政策的調整，陳巧和柏岑也各自提到，愛滋病感染者只是一種對於體內

患有愛滋病毒者的統稱，然而在「愛滋感染者」這個代名詞底下，每個感染者會

因為身分上的差異而擁有不同的需求。例如青少年愛滋感染者多能透過網路資訊

及助人者的陪伴，很快地走出疾病的風暴期；相較於成年愛滋感染者，他們更關

切個人生涯規劃或伴侶關係、性關係等議題，因此助人者需要隨著服務對象社會

角色或成長脈絡的差異給予適切的服務。  

 

【對青少年愛滋感染者來說】愛滋似乎不是問題，反而是怎麼維持基本生

活、未來要怎麼過、能不能有其他的伴侶，都比愛滋治療、愛滋這個名字

在他們生活中重要（陳巧-I-1）。 

 

    柏岑則是認為，儘管現在的愛滋宣導方向是讓民眾知道愛滋病已經是慢性疾

病的一種，希望藉此減低民眾心中對愛滋病的恐懼，但愛滋病毒對人體的影響還

是不能輕易忽視。為此，他期待政府可以早日訂定對愛滋感染者友善的長照制度，

讓愛滋感染者進入中老年階段時，能與ㄧ般人一樣接受完善的服務： 

 

現在一直在推崇它是慢性病，但是病毒機轉伴隨老化其實是複雜的。愛滋

感染者老化議題，10-20 年後真正會面對的是這一輩的人，我有點擔心也

不知道會怎麼發展，也許到時候會有另外的政策或配套措施吧（柏岑-I-1）。 

 

參、社會教育在愛滋領域的實踐 

    Noddings（1984/2014）認為如果要培養關懷的能力，應該就要讓人們練習關

懷，所以關懷行為實踐的方法之一，就是讓有經驗的關懷者提供學習者一個安全

的環境練習關懷。研究者認為，此部分的思維與助人工作者在推廣社會議題時有

關，因此綜合受訪者的分享後，研究者將訪談內容分為「在互動中感受美好關懷

經驗」以及「創造愛滋染者與社會大眾互動機會」二個部分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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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互動中感受美好關懷經驗 

    愛滋助人工作者反思自己從害怕、畏懼，到完全接納愛滋感染者的歷程時發

現，唯有透過與愛滋感染者真實接觸，才能真正消除心中對愛滋病的偏見與歧視，

甚至還可以因此看見愛滋感染者的不同面貌。歐文認為助人的經歷，讓他更加瞭

解感染者的處境及感受，進而能為感染者提供更適切的服務。當他還未服務過愛

滋感染者時，總覺得自己與愛滋病有著遙遠的距離，並且認為過去所學的資訊都

只是專業性的知識，無法真正為感染者解決問題： 

 

還未有第一線工作經驗時，會覺得跟愛滋還蠻遠的，因為身邊沒有感染者，

或是他們沒有向我出櫃。常有人問我，即便我知道與感染者互動不會感染，

那敢不敢跟感染者接吻，對當時的我來說還是會有很多芥蒂（歐文-I-1）。 

 

    不過，當歐文與感染者接觸後，他開始藉由自己的五官去理解感染者的擔憂，

並且逐漸能設身處地的為感染者著想，然而歐文也提及，他偶爾還是會因為雙方

思維的差異，在提供服務過程中產生小磨擦： 

 

因為在衛生局工作，我才知道遇到問題可以問誰，建立起來的人際網絡對

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幫助。我可以真的知道感染者的擔心，是很真實的擔心，

而非別人跟我說感染者的擔心（歐文-I-1）。 

 

個管師跟他（服務對象）說新藥的資訊後，我就說「你運氣很好欸，新藥

剛出副作用很小！」他就回「運氣好就不會得愛滋。」我們在面對這件事

情的態度是不同的，所以我就會反思怎麼談會讓他們舒服一點（歐文-I-1）。 

 

    學長經過了五六年的助人工作後，同樣認為知識僅是助人的媒介，真正對愛

滋的認識，是來自於與不同服務對象的生命碰撞。因此，愛滋助人工作者除了倚

靠專業知識提升工作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真誠地與每位服務對象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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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認識是很內在層面的。學術上的知識只是一個媒介，真正的東西唯

有透過個案的生命故事而來，所有的經歷都是透過每個個案累積出來的，

所有的問話回應都是來自於個案（學長-I-1）。 

 

    儘管在成為愛滋助人者之前，陳巧對於愛滋病就有一定的認知，且不會排斥

愛滋感染者，然而當她真正進入愛滋領域擔任助人者，有機會看見愛滋感染者不

同的樣貌時，依舊有相當不同的體悟： 

 

有一群年長的感染者，每個人都非常有趣，聽他們的故事時，覺得這群人

經歷蠻多事情（陳巧-I-1）。 

 

    儘管歐文、學長和陳巧都是在與感染者接觸後，才能完全理解感染者的多

元樣貌，然而對於小靜來說，她非常慶幸自己在踏入愛滋領域的初期，就能學

到關於愛滋的正確資訊。因為這些經驗使其在往後的助人歷程中，減少許多心

中對於愛滋病道德認知上的糾結與摩擦： 

 

在我進到愛滋領域之前，對愛滋是空白的，幸運的是，我進來受到的培

訓是很正確的（小靜-I-1）。 

 

二、創造愛滋染者與社會大眾互動機會 

    雖然大多的助人者都是透過與感染者接觸而改變對愛滋病的看法，然而並

非每個人都有機會與愛滋感染者互動。為此，柏岑認為可以在陳述愛滋感染者

故事時，加入一點民眾有所共鳴的故事橋段，嘗試讓愛滋病與社會大眾的生命

有所連結，使其開始對愛滋感染者產生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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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可以在愛滋故事裡加入每個人都會經歷的生命故事，比如說《愛你

的母親》以及我自己寫的《被強暴的故事》這個就是一個跟很多人記憶是

共鳴的故事，大家會有所投射，而愛滋是我偷渡進去的議題（柏岑-I-1）。 

 

    除了在故事裡突顯出民眾會有共鳴的橋段，小靜認為也可以用跨領域的方

式宣導愛滋，擺脫只將愛滋病放在健康教育課本中的思維。例如，可以嘗試在

各科領域中加入愛滋相關資訊，讓學生不再僅以疾病思維看待愛滋議題，使其

逐漸習慣在生活中有愛滋病資訊的出現： 

     

撇除那種生理式、醫學式的教育，我覺得要做的是放進公民課本，甚至把

它放進國語課本，不用特別去寫感染者的故事，而是在國文課本裡面寫個

人故事，然後最後才說這個人是感染者這樣（小靜-I-1）。 

 

    喬以耶穌的話語來分享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儘管現今

的社會大眾比起過去已有較多的愛滋知識，然而他卻發現這些認知並非完全能激

起民眾對愛滋議題的關注。為此，他認為在推廣愛滋議題時，需要根據社會脈絡

提供不同的宣導方式，將議題嘗試與受眾連結，這樣才能有效的傳播愛滋議題： 

 

耶穌說當把新酒裝在舊的皮袋裡面，舊的皮帶會因為新酒發酵後所產生出

來的氣體而破裂。過去的環境背景，大家經驗及知識不足，使得工作者需

要保護這個族群。時間久了，遇到愛滋議題的人也多了，可是大家對這個

議題也並非有興趣。所以我們不能像過去一樣，一天到晚都在講衛教，而

是可以想除了衛教還有什麼可以去跟他們談（喬-I-1）。 

 

    喬也藉由自己與社會大眾對話的經驗做為參考，他認為在提倡社會大眾對愛

滋感染者友善的同時，應該也要嘗試鼓勵或培育感染者與社會大眾對話的能力。

一方面使民眾有機會藉由與感染者接觸、練習關懷，破除腦海中對於愛滋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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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刻板印象，以一個更為客觀的態度去認識愛滋並學習與感染者相處：另一方面

也使愛滋感染者從民眾的正向回饋中提升自我價值： 

 

一天到晚都在講友善，但當對彼此不熟悉時，怎麼知道該如何去對人。要

做的是真正跟人接觸、聊這個議題，不能只是個口號或想像【…】社會大

眾容易忽略「感染者」的其他身分，雖然病毒當然會造成健康的破壞，但

是在可控制的情況下，他還是跟常人一樣（喬-I-1）。 

 

    對於小煦來說，他認為比起宣導的方式，愛滋感染者在生活中向他人介紹自

己的生命經歷，會更加有溫度及影響力。為此，他建議透過一個讓非感染者與感

染者真實相處的環境，讓大家習慣生活裡有感染者的存在，進而逐漸將愛滋感染

者視為一個與常人無異的角色，與其自在相處： 

 

讓感染者跟非感染者一起生活交流一起玩，有更多彼此接觸面對的機會，

當身邊真的有感染者時，就會自然而然地去面對這些事情（小煦-I-1）。 

 

肆、小結 

    在關懷關係中，愛滋助人者與受助者的互動，涵蓋生活的自我與專業的自我，

以及相互影響互動時的處境。儘管助人的行為看似是一個良善的歷程，然而助人

者在付出關懷時，有可能會受到種種的原因陷入倫理困境。為此，助人者要時常

自我覺察和省思，澄清自我的價值觀，以尊重及不傷害行為與受助者互動，並且

藉由雙方對話、拉扯、測試彼此界線與包容力，找到一種彼此自然交流的狀態。 

    若與本研究結果相對照，研究者發現愛滋助人工作者藉由與服務對象的互動，

看到其對於關懷關係的肯認，以及勇於面對生命中困境的態度，使得助人者從關

懷關係中得到心靈上的滿足，有力量面對未來的人生困境。深究其中的原因，可

能是雙方真誠的交流使其更能同理彼此的處境，坦然接受提供服務後的結果；甚

 



 

185 
 

至有機會打開生命中的枷鎖，讓泉源在情感的流動中注入心靈，有能量肯定自己

非主流的身分，看見自我價值及專業能力。助人工作者藉由與服務對象互動，反

省自身價值觀及在社群中的角色後，從中找到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研究者認為，

不管是釐清個人價值觀，或是找到在助人領域中的角色定位，這些都是愛滋助人

工作者持續關懷他人的熱情來源，與 Noddings（（1984/2014））引用 Mayeroff 的

觀點相似，認為在關係中最有意義的事幫助他人和自我實現。 

    另外，綜合研究參與者的分享，儘管部分愛滋助人者一開始可能受到家人或

網路影響而對愛滋病產生畏懼，但是當他們真實與愛滋感染者相處後，通常能改

變他們心中的恐懼心態，進而放下成見為愛滋感染者提供服務。甚至這些經驗也

讓身為愛滋感染者的助人工作者，有機會從助人歷程中接受自己的疾病身分，使

其從自我譴責的泥沼中走出來。研究者認為，研究參與者對於愛滋病態度的轉變，

與 Noddings（1984/2014）提及實踐關懷倫理的方法中的練習相似，因為當愛滋

助人者與愛滋感染者真實接觸，並嘗試對其付出關懷、創造彼此生命的碰撞後，

通常能反思與其相處的感受及想法，並重新釐清自己對愛滋病及愛滋感染者的價

值觀。為此，愛滋助人工作者需要藉由多元、創新的方式，增加民眾生活中得以

與愛滋感染者連結的機會。 

    另一方面，雖然在關懷關係中，助人工作者會因為對受助者生命背景的了解

較多產生不平等的關係（Noddings，1984/2014）。然而，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

儘管愛滋助人者在關懷關係中掌握了較多的資訊及資源，但是對於雙方角色的認

定，卻不覺得自己是一位助人工作者，而僅是一位受助者生活中擁有平等關係的

人，而這樣的思維尤以身為愛滋感染者的愛滋助人者更加明顯。研究者認為此部

分和關懷倫理學觀點上的差異源於，助人工作者的動機及助人理念。當愛滋助人

者的助人動機起源於幫助自己創造友善的環境，或者是受到宗教的啟發而實踐助

人行為時，其助人者本身就不是一個專業身分；當他們在關懷關係中與關懷者相

處時，也較不因專業技能多寡影響雙方的權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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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研究限制與建議 

    進入研究尾聲，本章節將本次的研究結果，對照研究文獻、關懷倫理學、

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歸納出本研究的結論，並從中分享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

研究限制，以及對未來研究發展或現職助人工作者的建議。 

第一節 結論 

    本研究試圖了解愛滋助人工作者在服務愛滋感染者的過程中，所展現的關

懷倫理意涵，並且期許有機會藉此做為助人工作者在服務愛滋感染者時的方

向。研究者從關懷倫理學提出本研究的理論架構，訪問任職於愛滋領域的十位

助人工作者，嘗試描繪出愛滋助人工作者在關懷關係間與服務對象的互動，以

下是根據研究結果來回應本論文的四個研究問題： 

壹、愛滋助人者以真誠且開放的態度，與服務對象在情感交流中建立

關懷關係。 

一、夾雜自然關懷及倫理關懷二者動機，在愛滋領域中實踐關懷 

    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分享，愛滋助人工作者在進入愛滋領域前，與愛滋病或愛

滋感染者的距離，如同在林婉婷（2011）將 Noddings 的同心圓關係中所呈現的，

多半是在最外層的地方，亦即對愛滋議題感到陌生或存在負面感受。然而，在研

究中可以看見，助人工作者最終選擇投入愛滋領域服務的動機，大多與個人生命

經驗有關。例如因為個人性傾向或疾病身分，在自我認同歷程中開始關注愛滋議

題，亦或是在成長歷程中受到重要他人、宗教信仰或所學專業影響，萌生成為助

人工作者的想法，期待透過關懷行為的實踐，滿足自我需求及延續美好關懷經驗。

當愛滋助人工作者與愛滋病或愛滋感染者真實接觸時，愛滋助人者有如獲得一個

與愛滋議題間產生關係轉變的契機，使其藉由第一視角理解愛滋病及感染者的處

境，對愛滋病的認知與感受從漠視、恐懼逐漸轉為接納及包容，並引發更進一步

的關懷行為，實踐如同對身邊親密他人或熟識的人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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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認為，因個人經歷引起助人工作者開始關注愛滋議題，甚至存有動能

為愛滋感染者發聲的行為可謂自然關懷；至於出於社會規範或專業所學，甚至因

個人疾病身分而認為「應該」提供關懷，促使助人者進入愛滋領域提供感染者直

接服務的行為，則是倫理關懷。不過仔細區辨後，研究者發現愛滋助人工作者的

關懷動機大多同時夾雜自然關懷與倫理關懷。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分享，有些愛滋

助人工作者因為個人生命經歷，開始關注愛滋感染者在社會上的處境，然而真正

促使其成為愛滋助人工作者的原因，是因為認為社會上不應當有人受到歧視或汙

名的對待。研究者認為二者的關懷都是源自於對受關懷者的愛，儘管有的關懷動

機偏向於 Noddings 提到的倫理關懷，源於社會或是專業背景而認為所需要給予

受關懷者的愛，因此在提供服務時會有許多侷限；然而經過長時間與愛滋感染者

相處後，愛滋助人工作者逐漸對愛滋感染者有更多的了解，因此在關懷關係中逐

漸將服務焦點，從提供者的視角轉向受助者，有如 Noddings 提到的動機移置，使

愛滋助人工作者得以擁有承擔關係裡不可預期結果的勇氣。 

 

二、以真誠及不批判的態度面對愛滋感染者，並藉由情感流動與其建立關懷關係 

    當社會對愛滋病有強烈的恐懼和排斥時，對尚未做好心理準備的愛滋感染者

來說，疾病身分的曝光無疑是個巨大的傷害。為此，許多愛滋感染者在擔心身分

曝光的前提下，被迫選擇將自己孤立於社會網絡之外，造成其因網絡關係失去而

心中產生失落感。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回應，包含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內，每個人都

渴望在關係裡得到他人的支持與理解。因此，當愛滋助人者主動與愛滋感染者建

立關懷關係時，似乎也在扭轉或改變愛滋感染者自我保護的方式，因為重新建立

的正向關係，能使其對以感染者身分與外界建立關係重拾信心。 

    在研究參與者的回應裡，愛滋助人工作者與受關懷者建立關係的初期，會藉

由揭露自我疾病身分或擺脫專業身分的束縛，化解雙方初期關係間的距離，以情

感上真誠交流作為關懷關係建立的起源。不過，當愛滋助人者以真誠的態度與受

關懷者互動時，會另外發現，因為愛滋病與「性」的連結，使得在保守教育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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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長大的助人工作者，在助人的歷程中，容易與自我的價值觀產生衝突。為此，

身為一位愛滋助人工作者，當其在關懷關係中面對倫理道德層面上的議題時，尚

需要保持一顆勇於接受道德挑戰，以及不輕易給予批判的心。 

 

三、在情感流動中，時刻檢視自我面對服務對象需求時的感受 

    在研究中發現，愛滋助人者需要隨時檢視個人在關懷關係裡的情緒反應，以

便了解自己在關係裡的狀態後，嘗試從差異中找到與服務對象相處的方式。根據

研究參與者的回應，愛滋助人工作者會因為個人工作價值觀、疾病身分，或者情

境上的差異，在面對服務對象的需求時有著不同的反應。例如可能會因為服務對

象的疾病身分與自己相同，而沒有特別感受，或是因為受關懷者與愛滋助人者的

生命歷程過於相似，因而產生共鳴而引發負面感受。另外，當服務對象的需求與

助人者的自我利益有所衝突，或是意識到無法在短暫時間內協助服務對象脫離困

境時，愛滋助人者或許會感到忿忿不平或不開心。儘管如此，在面對這些情緒低

落的狀態時，愛滋助人者還是會將其作為關係深化的轉捩點，盡其所能的找到經

營雙方關懷關係的方式，例如以實際行動代替愛滋感染者向政府發聲，或是認知

到自我限制，僅以情緒支持接納服務對象的需求。 

 

四、擴大關懷關係，在社會中實踐愛滋關懷 

    社會上對愛滋病及愛滋感染者的觀感，容易影響愛滋感染者自我疾病身分的

認同。因此，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助人過程中，不僅會全然關注關懷關係裡服務對

象的狀態，也會嘗試在生活中友善面對愛滋病議題，以身教的方式影響生活周遭

的朋友，一點一滴地創造愛滋友善的環境。 

    隨著社會變遷，儘管社會氛圍逐漸能接納愛滋病議題或愛滋感染者者，然而

愛滋助人工作者卻發現，還是有許多人因為忽略愛滋議題而持續對愛滋感染者抱

有偏見及歧視。為此，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反思自我接納愛滋感染者的歷程後，會

嘗試以多元的方式，為社會大眾創造與愛滋感染者互動的機會。例如透過故事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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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讓愛滋病與社會大眾的生命有所連結、跳脫公衛思維，以跨領域的方式執行愛

滋宣導，讓學生不再僅以疾病思維看待愛滋議題。或是嘗試營造一個民眾能與愛

滋感染者相處的環境，培力愛滋感染者與社會大眾對話，讓民眾有機會與感染者

接觸，練習對愛滋感染者展現關懷行為，也讓愛滋感染者從民眾的回饋中看見自

我價值，進而越來越能自在地與他人相處。 

 

貳、看見服務對象在具體情境中的個殊性，提供個別性服務及協助創

建完善制度 

一、在具體情境中，同理愛滋感染者的處境並提供服務 

    關懷倫理的實踐是從日常生活中，透過全神貫注及設身處地了解弱勢族群在

社會上生存的處境後，從理解個別差異開始，在關懷行為中不帶有任何價值判斷

地，以開放自在的態度與其互動並接納對方。在愛滋領域中，儘管愛滋病已經成

為慢性疾病，但因愛滋病毒不單僅影響一個人的生理狀況，還涉及個人心理狀態、

家庭關係或人際交友等。為此，愛滋助人工作在陪伴感染者過程中，除了關注於

感染者的生理健康之外，也需要從感染者的生活脈絡中，了解其目前所面臨的問

題及需求，例如在感染之後的自我價值認知、生理的性需求、家庭間的關係等。 

    當愛滋助人者設身處地理解每位服務對象的生命故事時，便可嘗試在同理之

中提供個人化的服務。例如，在面對於尚未準備好進入醫療體系的初篩陽性患者

時，他們會選擇默默在生活中扮演聆聽者的角色，或者是在關懷關係中藉由對話

的過程，與服務對象一同釐清自我現階段的處境及未來規劃，並且在提供需求時，

盡可能以服務對象的利益為優先考量。甚至在與感染者互動中發現服務對象對於

感染後的人生感到徬徨時，愛滋助人者也會立即在溫柔的互動中，表現出專業的

態度，以提供專業知識來平撫愛滋感染者因無知所帶來的徬徨與焦慮。 

    除了陪伴服務對象面對人生困境之外，愛滋助人工作者也會從關懷關係中，

與服務對象一同重新找回內在的力量，使其有能力繼續面對未來的人生困境。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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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助人者會將服務對象視為有行為能力的人，便會在關係中以多元的方式落實

增強權能的觀念。例如，有些愛滋助人工作者會參考自身經驗，以自我揭露和對

話的方式，提醒愛滋感染者的人生依然充滿無限可能，或是適時透過正向話語培

養其疾病身分的認同，並且提升他們與社會大眾對話的意願。這樣一來，不僅可

以使民眾有機會理解感染者的真實處境，也能讓感染者重新認定自己的疾病身分。

愛滋助人工作者甚至會透過定期聚會、舉辦議題性的講座，提升愛滋感染者的知

識，使其增進個人的相關知能及內在力量。 

    關懷倫理學認為人從出生開始，便不可能獨立生存於社會上，成長的過程會

隨時受到他人的影響；關係越發緊密，越容易受到對方行為影響。為此，愛滋助

人者在以感染者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原則下，除了提供愛滋感染者服務之外，也會

服務感染者的家屬、伴侶和朋友。甚至，他們還會嘗試扮演感染者與第三者間的

溝通橋樑，使感染者在疾病適應的歷程中，不會受到身邊重要他人的負面態度影

響。另外，由於一般民眾也會因為網路上負面新聞而對愛滋病存有高度恐懼，甚

至影響自身生活；為此，愛滋助人工作者也會試圖理解民眾畏懼愛滋感染者的原

因，再以適合的方式調整其觀點。例如，他們會從個人的性健康狀況著手，邀請

大家從關注性健康開始關注愛滋議題；或是考量到不同時空脈絡會使民眾對愛滋

病有不同的認知，因此選擇以理解代替責備，並提供最新愛滋新知，修改過時或

錯誤的資訊。最終期待民眾以正向的態度面對愛滋感染者，在生活中為感染者創

建友善環境，成為愛滋友善的助人者或傳遞愛滋正確知識的人。 

 

二、在以服務對象利益為優先考量下，跳脫原則，以彈性、開放的方式提供服務 

    誠如 Noddings 跳脫道德原則作為關懷行為參考的傳統倫理，認為關懷者與

受關懷者的互動並沒有特定模式。在本研究中也發現到，愛滋助人者除了受到環

境變遷、醫療科技進步，或是服務思維和內容多元化的影響，在提供服務時除了

要跳脫框架實踐關懷之外，也需要從關懷關係中服務對象的回應調整服務策略。

例如，隨著環境的改變，台灣的人權意識逐漸高漲，使得網路上有了更多與愛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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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正確資訊。儘管現今依然有一定比例的社會大眾，對愛滋病抱有偏見及歧

視，但相較於過去資訊較不普及的年代，愛滋助人工作者已從資訊提供者的角色，

逐漸轉為以感染者培力、社群互助為主要任務。此外，當愛滋助人工作者看見服

務對象受限於既有政策法規時，也會嘗試跳脫框架，以多元創新的思維找到改變

困境的可能。甚至，當愛滋助人者因為個人服務理念與國家政策規範的衝突而感

到焦慮、掙扎時，最終還是會站在個案最佳利益來提供服務，而不受既定原則與

規範限制。 

 

三、同理受愛滋影響的人，為其創建更加友善的政策及服務制度 

    當愛滋助人工作者全神貫注及設身處地為愛滋感染者著想時，便能藉由服務

對象在關懷關係中的回應的，得知其所面臨的處境和需求。愛滋助人工作者在與

服務對象情感交流中，能意識到感染者的需求可能來自於不完善的制度或服務流

程，此時他們可能會思考如何改變整體的社會氛圍，使服務系統對愛滋感染者更

加友善或親近感染者的需求。例如，愛滋助人工作者可能會扮演外單位與服務對

象關係間的溝通橋樑，一方面理解不同崗位愛滋助人工作者的立場及思維，另一

方面也理解服務對象真實的處境及感受，從中找到共同合作的模式，一起陪伴服

務對象面對問題。另外，當面對到愛滋感染者成為社會排除的對象時，愛滋助人

工作者不僅會提供個別性的服務，也會嘗試推動社會政策議題，改變環境中的社

會結構。例如，了解不同的性別、性傾向或國籍的愛滋感染者，在不完善制度下

所受到的影響，並試圖與政府對話，試圖填補體制中的缺陷。或是利用雙重身分

的優勢，一方面將社群中真實的聲音傳遞到建立制度的官員耳中，另一方面則是

邀請愛滋感染者一同為愛滋社群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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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化困境為轉機，在足夠理解及接納自我後，秉持維持關懷關係的

原則，同理服務對象並與其持續對話、溝通。 

    儘管助人行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然而助人工作者與受助者建立關懷關係的

過程卻像是冒險一樣，可能會因著對象或情境的差異遇到兩難處境。不過，儘管

關懷者了解關懷的實踐並非一切順遂，但是他們依然會嘗試找到解決困境的方式，

持續維持關懷關係。 

    根據研究參與者的回應，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愛滋助人工作者容易因為個

人性別、疾病身分、工作崗位或成長背景上的差異，受到自我或他人對其專業度

或社群中角色定位產生懷疑。因此，愛滋助人者會藉由身邊的支持系統，與前輩

討論嘗試釐清助人初衷，並找到心中所嚮往的愛滋助人者樣態後，再適時利用專

業身分來開啟雙方對話的機會。此外，當為了堅守助人價值而與國家政策或助人

者個人利益產生衝突時，愛滋助人者會將心中負面情緒化為關懷的動力，一邊同

理在不同崗位上工作者的立場及思維，以對方熟悉的語言釐清不同階層的需求，

一邊和服務對象以多元的方式爭取權利、創建友善社會。另外，受到社會上對愛

滋病的偏見影響，有些愛滋助人工作者較不容易得到家人對其工作的肯定，或是

較難自在地向身邊朋友分享自己的職業身分。此時，愛滋助人工作者不僅會在對

話過程中，以正確的愛滋知識取代對方對愛滋病的錯誤理解，也可能以身教方式

邀請對方開始關注愛滋議題，為愛滋感染者著想。 

    除了受到社會結構影響，愛滋助人工作者也可能受到服務對象價值觀差異、

關懷關係中的投射，或界線拿捏的模糊，而與服務對象產生衝突。此時，愛滋助

人工作者會先理解自我在情境中的狀態及限制後，將困境化為轉機，與對方找到

雙方都能接受的互動模式。不過，並非每次助人工作者的努力，都能化解關係間

的困境；倘若努力之後依然無法解決困境，愛滋助人者會進一步分析造成困境的

核心，並且以尊重案主為前提，調整自己在關懷關係間的期待，提供對方真正需

要的服務。另外，當愛滋助人者因為與服務對象的生命經歷過於相似而產生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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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助人者會嘗試在高漲的情緒中分辨出自己真實的感受，並且為自己找到情緒

抒發的窗口。 

    除了在一般情境中遇到困境，愛滋助人者也容易在幫助他人時，受到危急情

況影響個人身心靈狀況。當下，愛滋助人者除了會努力在糾結、緊張的狀態中找

到解套方法外，也會在事發過後承接自我心中不舒服的感受，並且試著以不同的

方式來化解心中的負面感受。 

 

肆、透過服務對象的正向回饋，看見自我的存在價值，持續深化關懷

能量，完成關懷的理想圖像。 

    關懷倫理學提到，愛滋助人工作者能透過服務對象的回應，反思雙方在關懷

關係裡的情緒及狀態，並思考助人歷程對個人生命不同面向的影響。此外，當服

務對象在關懷關係內給予非預期的正向回饋時，愛滋助人者便能從中得到肯定；

看見自我的價值及專業能力後，一方面有機會調整自我對於疾病身分或性取向的

認知，另一方面則是能深化對於他人的關懷能量，更有能力實踐自我的關懷理想

圖像。例如，愛滋助人者透過與服務對象的互動，感受到一個人對生命的堅韌毅

力，使自己在未來也能勇敢面對人生困境；或因為愛滋助人者與服務對象有著相

似的人生議題，所以有機會透過關係間的交流、陪伴及對話，同時為自己和服務

對象找到人生困境的出口。愛滋助人者也能在忙碌的工作中，提升自己的專業技

能，例如愛滋知識的提升、設身處地、同理愛滋感染者的能力，或是勇於承擔付

出關懷行為後的結果等。 

儘管愛滋助人工作者的工作非常忙碌，但是卻能在關懷關係中，透過與服

務對象互真誠地互動，看見自己在人際間相處時的狀態，使其有機會調整生活作

息或做人處事，從中感受到心靈上的充足。愛滋助人者除了能透過理解自我狀態、

專業技能的提升或心靈上的充足，感受到個人在存在價值，也能藉由雙方真誠的

交流，加深承擔道德責任的意願，並藉由持續反思拼湊出自我心中的理想關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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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例如，愛滋助人者能透過與服務對象的互動，從彼此價值觀上的差異，釐清

自我人生的核心信念後，嘗試在愛滋社群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並透過貢獻個人專

才來實踐心中的理想。 

    此外，當愛滋助人者與服務對象真誠交流後，能從中看見在既有政策法規或

服務流程下尚待調整的地方。例如，愛滋助人者在執行政府方案時，從中感受到

政府思維的侷限，因此向政府官員提出制定愛滋相關政策的各種可能性；或當感

受到社會上依然存有對愛滋病的偏見與歧視時，選擇以多元及創新的方式傳遞正

確的愛滋資訊。甚至，也因為與愛滋感染者真實接觸後，助人者有機會認知到每

個感染者都可能因身分差異而有不同需求。例如青少年愛滋感染者在面對愛滋議

題時，更為關切感染後的個人生涯規劃或伴侶關係、性關係議題；而對中老年愛

滋感染者來說，則是因為愛滋病已經成為慢性疾病，因此更加關注社會上長照體

系對感染者的友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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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關懷倫理學認為，助人工作者可以藉由在關懷關係裡與服務對象的互動，意

識到自我的能力限制後，更了解自己。同樣的，研究者撰寫論文至此，也曾多次

在訪談研究參與者的當下，或是在分析助人者生命歷程的過程中，深深地體悟到

自己在研究中的限制，以下就對此進行陳述： 

壹、研究者 

    本次的研究，礙於研究者訪談能力有限，以及較少直接服務經驗，因此，儘

管研究者和每一位研究參與者的訪談時間都高達 90 分鐘以上，但依舊可能忽略

或是無法更深入地探討助人者角色對助人工作者個人生命的影響，甚至當助人工

作者在陳述其與特定服務對象建立關懷關係的經驗時，研究者也常常無法持續深

入話題。經過反思，研究者認為，或許是因為在與每位研究參與者建立美好關懷

關係的同時，忽略了自己生命厚度的不足，以及忘記同時保有研究者的身分，使

得整個訪談的過程中，沒有碰撞出該有的火花。 

 

貳、研究參與者 

    此次論文的研究對象，僅在探索非醫療及非公衛端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助人

歷程中與服務對象的互動歷程。不過研究者發現，研究參與者在受訪的過程中，

曾多次提及自己與公衛端愛滋助人工作者，常常會因為價值差異，在合作上產生

許多衝突及困境。儘管研究者希望能透過訪問公衛端的愛滋助人者在助人歷程中

的想法，藉此交叉比對雙方在合作關係中遭逢困境時的因應方式；但卻礙於研究

者的研究量能，以及研究對象的範圍設計，以致無法進一步擴大進行。 

 

參、研究方法 

    關懷倫理與正義倫理的最大差別，在於助人者的關懷意願來自於每段獨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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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所衍伸的義務與責任。為此，當在描述愛滋助人工作者如何與服務對象建立

關懷關係，或是在關係中的互動及兩難處境時，都需要清楚描述到每段關係的脈

絡。儘管以生命敘事的方式較能完整呈現每位助人者個人生命與服務對象生命間

的碰撞，然而研究者還是在考量自身文筆書寫能力有限的情況下，選擇以紮根理

論的方式書寫愛滋助人者的助人歷程，並且盡可能的在各章節的小結裡，彌補紮

根理論將愛滋助人者助人經歷分割化的限制，嘗試描述不同身分的愛滋助人者在

不同階段中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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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壹、給愛滋助人工作者的建議 

一、在工作中提升文化敏感度，擴充愛滋相關知能 

    隨著醫療技術的發達，愛滋感染者在面對疾病時，只要穩定服用藥物，便能

與一般常人擁有同樣的餘命。當愛滋病慢性病化時，愛滋感染者或其家屬所面臨

的問題及需求，不再僅限於疾病，而是擴及其生活中的不同層面。為此，愛滋助

人工作者在提供服務時，需要透過與服務對象的相處，持續對愛滋社群文化保持

一定的敏感度，並從中看見不同身分愛滋感染者的多元需求。此外，隨著愛滋感

染者需求的多元化，以及愛滋病知識日新月異的情況下，愛滋助人工作者需要定

期受訓，提升自己的愛滋相關知能，例如適時了解愛滋病治療藥物的更新，或是

愛滋社群文化的轉變，這樣才能在提供服務時，有效地承接這些被社會邊緣化的

服務對象。 

 

二、在助人歷程中，創造個人的成長模式或紀錄 

    幫助他人儘管看似是一份美好的經歷，然而在幫助他人的途中，難免還是

會遇到一些瓶頸與困境。透過研究參與者們的分享，研究者認為愛滋助人者應

當定期檢視自我在工作中的付出努力後的成長，肯定自己身為愛滋助人者的價

值，並且不吝嗇地給予自己正向回饋。此外，愛滋助人者在關懷關係中，也需

要察覺個人價值觀如何影響自己與服務對象的互動，並從互動中思辨、澄清自

我價值觀，持續成長改變。 

 

三、提升與外單位共事的能力，為服務對象建立良好社會安全網 

    當愛滋病儼然成為一種慢性疾病時，愛滋感染者的需求不再僅侷限於疾病的

治療。因此，愛滋助人工作者在工作中，除了需要對愛滋社群的文化保有一定的

敏感度之外，也需要適時邀請其他社福單位共同協助服務對象。此次研究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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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愛滋助人者與其他單位助人工作者合作過程中，不僅會互相交流彼此的助人

專業技巧，也需要適時扮演衛教者的身分提供其正確的知識。為此，研究者認為

專業服務關係並不限於助人者與服務對象之間，更應當在以服務對象利益為優先

的原則上，提升與不同領域助人者的溝通技巧，學習與不同價值觀或立場的人共

事，以便為服務對象建立一個良好社會安全網絡的目標。 

 

四、控制愛滋助人者與其服務對象間的比例 

    關懷倫理認為助人者在關懷關係裡，需要全神貫注、設身處地為服務對象

著想。儘管 Noddings 認為助人者與受助者在關懷關係裡，都保有一定的自主性

和彈性，但研究者卻認為，當愛滋助人者需要同時面對眾多服務對象時，在有

限的時間下，很難看見服務對象生命裡的個殊性，以致難以理解並提供適切的

服務。甚至助人者也會因為沒有足夠時間沉澱工作時的壓力或負面情緒，加速

自己身心狀態的耗竭，甚至喪失助人者的服務熱誠。為此，研究者認為助人者

與服務對象人數的比例應當在一定的範圍質內，使助人者能在充裕的時間裡，

理解服務對象的生命脈絡，並適時抒發心中的壓力與負面感受。 

 

貳、在愛滋領域中實踐社會教育的建議 

一、讓學習者與愛滋感染者在具體情境中相處、建立關關係 

    關懷倫理學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認為人從出生至死亡，都會在人際互動中

逐漸形塑出自己的樣貌。因此在教育場域裡，Noddings 認為教育者應該提供一個

具體且安全的情境，讓學生有機會對受關懷者實踐關懷。當學生有了關懷他人的

經驗後，老師便可以引導學生思考當下的感受及兩難處境。為此研究者認為，愛

滋助人者在愛滋病衛教宣導時，除了提供學習者基礎愛滋病知識，也應該試著向

學習者具體分享愛滋感染者的生命故事，告知如何與愛滋感染者相處，甚至創造

與愛滋感染者相處的機會。待學生引發對感染者的同理心後，才能從實踐關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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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感染者多元且真實的生命樣貌，加深關係裡的情感流動，並以實際關懷行動

化解心中對愛滋病的汙名烙印。 

 

二、跳脫公衛思維談論愛滋，嘗試在學習者生活中注入愛滋議題 

   關係的經營，是透過平日的生活互動，然而透過研究參與者的分享可以發現，

目前與愛滋病有關的宣導，大多是以衛生教育為主軸。然而，隨著醫療的發達，

愛滋病已經成為了慢性疾病，愛滋感染者不再是以疾病患者的樣態出現在社會上，

因此研究者認為助人者應該協助民眾跳脫以疾病思維看待愛滋感染者的方式；這

樣不僅可以消減社會大眾對愛滋感染者的刻板印象，更可能在不同領域課程中融

入愛滋病議題，讓學生得以習慣生活中有愛滋感染者的存在，進而學習以人人平

等視角與感染者互動，而非一再以關懷弱勢的心態與其相處。 

 

三、運用社會行銷觀點，以創新方案推廣愛滋議題 

    研究者認為，可以融合教育和社會行銷的觀點，發想多元方案推廣愛滋議題。

在社會行銷上，可以藉著對不同受眾的分析，找到愛滋議題與他們的連結，並且

嘗試在推廣議題時創造受眾對愛滋議題的共感性。例如，對特定受眾提供能改變

其生活狀態的愛滋或性健康相關資訊，使其不僅使其關注愛滋議題，甚至能讓他

們在關注議題的同時，因為美好生活的改變而化解心中對愛滋的刻板印象。如同

關懷倫理學強調的，從自身經歷的美好關懷關係，進而擴展至其他關係之中。 

 

參、給公共衛生及政府機關的建議 

一、審慎看待愛滋病相關政令及宣導對民眾的影響 

    鑒於過去的愛滋病防治宣導，多以嚇阻性的政令或教育方式，使民眾在恐懼

中學習自我保護。然而本研究發現，嚇阻性的教育不僅會加深社會大眾對愛滋病

及特定族群的反感及污名，也會影響到異性戀族群的自我性健康觀念，忽視在親

密關係中保護自我的權利。為此，研究者認為，國家政府在制定愛滋病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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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執行愛滋病議題宣導時，應當審慎看待過程中每個環節，盡可能降低民眾的錯

誤聯想，以創造對愛滋及愛滋感染者友善的互動關係。 

 

二、從政策立法做起，消弭社會偏見歧視 

    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以及人權意識抬頭，政府在訂定或修訂愛滋病相關政策

法規，以及引導民眾了解感染者困境時，應從個人歸因逐漸擴及社會文化結構，

使其消弭愛滋病的偏見及歧視，促使更多人願意進入愛滋領域，為正在受愛滋影

響的人建立專業性的正式網絡、提供服務。例如，當社會氛圍認為感染者是因為

個人性關係混亂或追求性愉悅，使自己暴露在高風險情境而感染愛滋病時，國家

的社會政策就會以個人行為控管為主；然而，若是能看到愛滋病的感染原因除了

個人行為之外，同時受到家庭成長背景、社會文化因素影響，那麼國家的社會政

策就會朝向改變社會結構對個人的不利限制，創造出以實際行動代替污名謾罵，

共同為愛滋病防治努力。 

 

肆、給未來研究者的建議 

    考量到研究者個人的研究量能，本次的研究參與者縮限為其服務對象為男同

志愛滋感染者或老年愛滋感染者的愛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員/師、輔導員及志

工。儘管在一定範圍內尋找、訪問研究參與者，能較快找到研究參與者助人經歷

中，彼此相同與相異之處，卻容易忽略愛滋助人者與非男同志愛滋感染者，或非

老年愛滋感染者的關懷關係經驗。為此，建議未來有意進一步探索愛滋助人工作

者與服務對象間關懷倫理的研究者，可以在本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邀請不同

崗位或協助不同類型愛滋感染者的愛滋助人工作者共同參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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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愛滋助人工作者關懷倫理經驗之研究」研究參與者邀請函 

您好，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碩士班的研究生林啟銘，目前正在徐敏

雄教授的指導下，進行「愛滋助人工作者關懷倫理經驗之研究」的學位論文。本

研究的契機，是因為深感於即便在醫療科技的進步下，愛滋病已經成為了慢性疾

病，然而醫療的進步卻無法降低民眾對愛滋病的恐懼，甚至進而影響到助人工作者

服務愛滋感染者的意願。為此本研究希望可以藉由了解，愛滋助人工作者在服務愛

滋感染者時所展現出的關懷倫理意涵，探討愛滋助人者在不同階段和愛滋感染者

互動時所實踐的關懷倫理，以及在關懷關係後愛滋助人者的生命歷程改變，希望

以愛滋助人者的生命故事來啟發其它人服務愛滋感染者的動機。 

    因此，若您符合以下條件，在此誠摯地邀請您擔任本次研究的受訪者，或若

您身邊有符合以下條件者，也懇請您協助邀請或推薦： 

（1）目前正對男同志愛滋感染者或老年愛滋感染者提供直接服務的助人工作者 

（2）目前提供愛滋感染者直接性服務滿一年以上的助人工作者 

    若您同意接受訪談，我們會在您覺得安全舒適的環境中，進行 1-2 次的一對

一的訪談，每次訪談時間約為 2 小時內。為求在訪談的過程中，研究者可以專注

於與您的互動，並且忠實的記錄訪談內容，因此在訪談中需要以錄音的方式作為

紀錄，內容僅作為本次研究的資料分析、編碼等學術用途。另外若您在訪談的過

程中，感到身心不適時，皆有權利隨時中止訪談，並且本次研究會遵守研究倫理

規範，任何關於您的個人資訊，或者可能使您的身分被辨識出的資料，將一律以

保密的方式處理。 

若您有興趣參與本研究，或對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指教，敬請直接與我聯繫。期

待收到您的訊息，謝謝！ 

       電話：0920891237   LINE:frank12345kl   Facebook：林啟銘 

       E-mail: linchiminglovely@gmail.com 

林啟銘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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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愛滋助人工作者關懷倫理經驗之研究」訪談同意書 

    

    本人         __同意接受「愛滋助人工作者關懷倫理經驗之研究」的研究

訪談。 

    在訪談前，我願意提供有助於研究的個人資料，此份資料僅研究者知道，

並且在往後的研究中，根據自己的選擇以完全匿名、部分匿名或真實姓名的方

式呈現； 

    在訪談中，我願意盡可能的提供在愛滋領域服務時的個人經驗與感受，並

同意接受錄音及研究者隨時筆記； 

   在訪談後，我同意研究者將錄音的內容以逐字稿的方式進一步整理、編碼，

供此次研究分析使用。 

   最後，若在研究的過程中，因為研究設計的不完善，引發我情緒上的不愉

快，我有權要求放棄參與此次研究，且無須對研究者及其研究內容負任何責

任。 

     

立書人：            （請簽名） 

研究者：            （請簽名） 

立約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