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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愛滋

專題文章：

愛滋
～不要再無知

麥錦儀　註冊社工

去年，一位被證實感染了愛滋病病毒的醫生墮樓身
亡。事件當日雖被廣泛報導，但並沒有出現公眾恐

慌，相比1984年，香港發現首宗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所
引起的巨大迴響相差甚遠。是什麼原因使今天公眾對愛
滋病變得如此冷靜？

本期，我們特意訪問了從事愛滋病研究多年，現任香港
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副院長（跨學科發
展）愛滋病社區研究計劃主任劉德輝教授為我們進行剖
析。

根據劉教授所言︰「香港人對愛滋病的訊息，已沒有以
前敏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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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加深　恐懼漸減

八十年代初，愛滋病感染個案首次在

港出現，當時是無藥可救的「世紀絕

症」。社區中更有誤傳可以通過「愛

滋蚊」、「愛滋針」等方式傳染，對

感染者亦充滿誤解和歧視，帶來社會

矛盾。但到90年代，隨著高效能抗病

毒治療的發明，愛滋病感染已演變為

可由藥物控制的長期病。

世界各地很多非政府組織，都將工作

焦點放在教育大眾認知愛滋病、關懷

感染者及反歧視等方面，因此愛滋病

已不再神秘。還記得已故英國皇妃戴

安娜手抱非洲愛滋病小童入懷的經典

照片嗎？是何等觸動人心！媒體的廣

泛報導，已使世人（包括香港人）對

愛滋病多了認識，恐懼也隨之減少。

本港衞生署於1985年成立了「愛滋

病服務組」，多家關注愛滋病的非政

府組織相繼成立，有助加強預防愛滋

病的推廣工作及對病患者的支援。但

到90年代，香港人對感染者仍存有

歧視：衞生署當日興建愛滋病綜合治

療中心（現址九龍灣健康中心）時，

便遭到鄰近麗晶花園居民大力反對。

後經一輪磋商及媒體支持後，最終於

1999年落成。

劉教授認為，通過近年政府及非政府

組織對港人的教育，加上媒體配合，

香港人現在對愛滋病的瞭解已加深，

相比以往，歧視和恐懼減少了，多了

關心和接納。

個案日增　不可輕忽

自從1984年香港發現第一宗愛滋病

病毒感染個案開始，每年的新感染

數字有增無減，於2012年更達 513

宗，創香港歷史新高，當中大概75%

是通過性接觸感染；透過異性性接觸

感染的數字近幾年雖然維持穩定，但

通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感染人數（男

男性接觸）卻不斷上升，由1984年

有68人通過男男性接觸感染愛滋病

病毒（佔新感染個案的25%），到

2012年的254人（佔新感染個案的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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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接觸者為何會成為本港愛滋病

的重災區？他解釋，「該組群的性關

係不穩定，changing partners多，又

不愛用套，是其中的主要原因。」

另外劉教授亦表示，「內地很多愛滋

病病毒感染者都是性工作者顧客（即

嫖客），他們一般不喜歡用套，內地

『小姐』為了生計也會接受不用套。

但中港兩地交流頻繁，若本港顧客在

內地尋歡時不戴套，回港與伴侶一起

時又不戴套，就很危險。」

劉教授又說：「研究發現，本港的感

染者中，起碼有20%在進行性行為時

不用安全套，很容易把病毒傳開。可

惜目前我們缺乏對感染者個人生活需

要上的研究，故未能進一步瞭解他們

的性行為模式及相關因素。」

「此外，我們對這一代青少年的性行

為模式和相關心理因素亦需多作研

究，例如現在的援交少女，會因為嫖

客多付肉金而接受不用安全套。因此

必須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自我充權　加強互助

對已受感染人士，劉教授對香港的

情況有以下看法：「在香港，愛滋

病病毒感染者的社會網絡（Soc i a l 

network）應該予以加強。要知道愛

滋病病毒感染者是一群缺乏自我充權

的社群，病友間欠缺支援；反觀四川

成都，已有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自發成

立屬於他們的地區網絡，處理他們的

特有需要。」他希望本港的感染者可

參考成都的做法。

對未來本港愛滋病服務的發展，劉教

授提出以下建議：

1) 協助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建立屬於

他們的互助社群；

2) 加強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合作，有

利將新感染個案轉介給有相關跟

進服務的機構；

3) 加大非政府機構與大學的研究合

作，以檢視感染者的需要。

（本文章經紅絲帶中心舒寳兒醫生最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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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1984年發現第一宗愛滋病病毒感染病例，愛滋病在香港已接近三十年時間了。

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愛滋病治療可說是一日千里，由最初期採用各種藥物預防或治

療併發症，至90年代的高效能抗病毒治療，都是醫學上的重大突破；再加上近年政

府、學校及非政府組織在愛滋病教育方面作出不少努力，香港人對愛滋病的認識已

有所改變。今期「滋心話集」訪問了一些不同年齡及背景人士，將部分有啓發性的

內容與大家分享。

8歲　男，小三

很多非洲的小朋友患有愛滋病，主要是他們的媽
媽傳染小朋友。他們很可憐、他們很瘦弱，沒有
食物、沒有水、沒有藥物。因為藥物很昂貴，所
以他們沒有足夠金錢購買。故此，香港有很多的
機構願意幫助他們及協助籌款。我都有將部份
「利是」捐助他們。

16歲　女，中五

提到愛滋病會想起歧視。不要歧視感染人士，
因為沒有人希望受感染及沒有人希望被歧視。
我曾深思這個問題，感染人士覺得社會大眾歧
視他們，但是公眾人士可能源於對愛滋病的恐
懼。怕與感染人士接觸，因為怕感染；怕與感
染人士接近，因為怕不知如何面對他們；怕與
感染人士親近，因為怕看到他們病發；怕這種
種都因為是無知！

今時今日香港人對 

愛滋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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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　女，從事美容行業

愛滋病係一個好勁的病，感染了會死人，好難救，
感染愛滋病最主要都係因為發生過性行為，愛滋病
不像其他病那麼容易感染到，我的愛滋病知識只是
從電視廣告那裡知道，如果知道有朋友感染，我會
覺得他/她好慘，好可憐，好陰功，同埋覺得他/她
真係咁唔好彩感染到，我好同情他/她。

25歲　女，研究助理

愛滋病病患者幾受委屈，因D人一提起他們，會帶上有色眼鏡，
認為他們一定或從事性交易或濫交而感染愛滋病，視他們為罪
人，但忽略了愛滋病其實可經母體或輸血而感染。可能由於社會
對他們設定了stigma，我感覺不到香港對他們有足夠的支援，我
甚至不清楚本港愛滋病的情況，報紙很少報導感染數字，有關資
訊不足夠，大眾對他們的情況、需要不清楚，社會便難以關心他
們、明白如何與他們溝通及照顧；癌症病人與他們一樣也是長期
病患者，但所得的支援卻是差天共地。

另一方面，我覺得愛滋病病患者好慘！因很多人仍誤解它為絕
症，將病患者「certified dead」。事實卻不然，但由於大眾對
他們的標籤，視他們為無得救，人生已「玩完」，結果導致他們
被社會所孤立、遺棄。

30歲　女，中學教師

我曾參加過一個座談會，當中有一位愛滋病患者與與會者對
話。當中不少與會者盡顯獵奇心態，紛紛提出問題，反應異
常熱烈。這種情況，我相信是基於社會對愛滋病的誤解和漠
視，但亦足以令部份患者擔心受歧視，不會輕易公開和與人
分享病情。為關顧愛滋病患者，社會靠著科技的發展，期望
研發藥物治癒愛滋病，但社會觀感卻未有跟隨改進，誠望社
會對待愛滋病患者的態度能如醫療科技般與日俱進。

72歲　男，食肆店主

愛滋病應該一早已存在，不過以前科學唔昌明，D人就算因愛
滋病病發而死，死得不明不白，直至二十幾年前，科學發達，
才發現愛滋病。

現今社會開放，性行為好隨便，政府應由小學開始，加強青少
年的性教育，大力宣傳愛滋病呢個「世紀絕症」的嚴重性及害
處，所謂「食色性也」，性是人類的基本需要，要向青少年教
授安全性行為及愛滋病的感染途徑。

至於老人家，性教育對他們而言是無作用，因他們自覺時日無
多，就算不小心感染到愛滋，也會有「等佢病發，我都已『瓜
柴』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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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心社義務總幹事

人類發現第一宗愛滋病病毒感染

距今已有超過三十年，期間在

治療上已獲得極大的進展，愛滋病已

經不是甚麼世紀絕症，而是一個可以

用藥物有效控制的長期病，而愛滋病

病毒感染者的壽命與生活質素可以跟

一般人相約。表面上，現時社會大眾

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接納略有為改

善；但細心觀察時，不難察覺社會對

愛滋病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標籤，

還是停留在幾十年前，這態度最終會

成為有效預防愛滋病病毒傳播、治療

愛滋病病毒感染及關愛感染者的絆腳

石。

我曾經在一個愛滋病教育及分享活動

時，聽到有一位學生家長向參與分享

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提問，問題關於

分享者是否知悉從誰人感染病毒，及

是否認識對方；那些問題很難不令人

聯想到那位家長標籤愛滋病病毒感染

者是濫交的。在另一個類似場合，曾

有人問到兩人吸食同一枝煙會否傳播

愛滋病病毒；他表明並不是歧視或標

籤感染者，純因為對愛滋病沒有認識

而產生不理性的恐懼。

另外，某次我在一個通識科堂上跟一

些成年學生講解性病與愛滋病，並分

享自己作為一個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

經歷和經驗。當天的安排是在未公開

自己是感染者身份前，先向他們講解

有關性病與愛滋病的知識，並讓學生

知道小休後會有一位感染者跟他們分

享。小休期間，學生們開始討論及猜

測該感染者是男或女，有些說他一定

是同性戀者、有一些說他一定是吸毒

及骨瘦如柴的、有些女學生則說自己

一定不會感染愛滋病病毒，性病與愛

滋病跟她們永遠都拉不上關係，不知

為何要被安排上那一課。小休過後，

當我告知那些學生我便是跟他們分享

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時，他們無不目

瞪口呆，驚訝面前的愛滋病病毒感染

者與他們想像的竟然有很大分別。

令人髮指的一次經驗，是看見一位院

舍陪診員手戴燒烤用膠手套，推著輪

椅上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到診所覆

診，當診所的護士看見那情景時，便

靜悄悄地向那陪診員解釋，一般社交

接觸是不會傳播愛滋病病毒的，當時

那陪診員不但沒有脫去手套，更反駁

指手套是用作保持衞生。

從以上幾個例子，我們可以觀察到

社會眼中的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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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社會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還是有很多標籤的。社會上有很多人仍然認為愛滋病是

「絕症」、「無藥可救」、「容易傳染」及「與我無關」，有不少人亦標籤感染

者必定是「同性戀者」、「性工作者」、「吸毒」、「濫交」、「不自愛」、

「低教育水平」、「病容滿面」、「抵死」及「害人子弟」等。正因為社會對愛

滋病病毒感染者有這些標籤，感染者自己也因而產生自我標籤，有不少人擔心自

己受到感染而不敢接受檢查，即使已確診受感染亦不接受治療，不想將自己受感

染的事實告訴家人，在有需要時不願意尋求支援。

以下是一些我親耳從一些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聽到的說話，希望社會能從中更了解

感染者的內心世界，積極認識愛滋病，放下標籤，正面的接納及關心愛滋病病毒

感染者，讓感染者可以過著快樂和有尊嚴的生活：

『到我死我都
一定唔會話給
家人知。』 『爆咗出去，

啲人仲唔雞飛
狗走咩！』『把自己的悲傷

凌駕於他人身上
是不道德的。』

『感染愛滋病病毒
是不光彩的事，怎
可告知別人。』

『我情願被車車死
都唔要讓人知道我
死於愛滋病。』

『講咗出去，份工
就一定無啦！』

『生癌就好啦！
將來可以話自己
癌症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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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
及愛滋病統計數字

每 季 最 新 公 佈 數 字 一 覽 表
截 至 二 零 一 二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本季 
(二零一二年十月至十二月)

累積個案

愛滋病 
病毒感染

愛滋病
愛滋病 

病毒感染
愛滋病

1.性別

男 93 19 4599 1140

女 27 6 1184 213

2.種族

華裔 74 18 3840 1044

非華裔 40 7 1882 309

不詳 6 0 61 0

3.傳染途徑

異性性接觸 26 11 2365 788

同性性接觸 49 9 1711 321

雙性性接觸 4 2 236 56

注射毒品人士 3 1 317 55

輸入血液／血製品 0 0 82 24

母嬰傳播 1 0 27 8

不詳 37 2 1045 101

4.總計 120 25 5783 1353

附註：以上統計數字由香港衞生署愛滋病網上辦公室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六日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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