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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防治~說好的性福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藥癮防治單位-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上課前我聽到愛滋病時， 
我會想到什麼? 

謝謝.mpg


說好的性福? 



昨天一夜情的春嬌與志明? 

關我什麼事… 



沒事嗎? 



真的沒有事嗎?! 



你確定真的沒有事嗎?! 



法國防治愛滋機構AIDES 2010年最新防治愛滋宣傳.mpg


約炮神器 



 



 



 



 





化學性愛 



你想的都是對的嗎?! 

噁心、有罪的 

  ～不分種族、男女、貧富 

可怕的 

  ～外表是看不出任何症狀喔 



如果我是感染者， 

我要不要告訴伴侶？ 



如果我的伴侶是感染者， 

我希不希望她告訴我？ 



愛滋!你知道…?! 

愛滋病毒(HIV)VS愛滋病(AIDS) 

空窗期 VS 潛伏期 

傳染途徑 

陰性 VS 陽性 

 



HIV VS AIDS 

•HIV:愛滋病毒 

感染HIV後會破壞體內的免疫能力，一直到
身體出現伺機性感染後這段期間我們稱為
愛滋病毒感染者(淺伏期) 

•AIDS: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肺囊蟲肺炎、弓形蟲腦症、白色念珠菌、
皰疹…等(發病期) 

愛滋病目前無法治癒但透過雞尾酒療法可有效控
制病毒只要好好治療就可以和正常人一般生活 



HIV 愛滋病毒感染者 AIDS 愛滋病患 未感染 

HIV VS AIDS 



卡波西氏肉瘤 

 



白色念珠菌 

 



愛滋!你不知道…?! 

一年多少人?  

哪個年齡層人數最多?  

男VS女  

 



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爸爸:血友
病患者 媽媽 

女兒 

兒子 



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輸血傳染 

性行為 

 

母子傳染 

血液傳染 



性行為 

                 沒有體液交換 

       做愛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 

love story.mpg


檢視你的風險性 

無危險的:自慰、激情擁抱、愛撫(沒碰觸體液) 

低危險的:相互手淫、淺吻、相互摩擦、有碰到
性器官的愛撫(沒戴套)、戴保險套的性行為 

中危險的:深吻、共用性玩具、有戴套且碰到性
器官的愛撫、射精前口交、體外射精 

高危險的:沒有任何保護措施-保險套(性交、肛
交、陰道交)、口交將精液吞下或射在嘴巴裡、
性行為中造成傷口或出血 

只要有傷口並碰觸到體液就有危險性 
 



母子感染 

愛滋媽媽在懷孕時，可能會因為
以下行為傳染給胎兒  

94年起全面推動愛滋產檢活動及預防性投藥 

懷孕期由胎盤 

生產經產道時 

哺乳時 

  



血液交換 

血液製劑、器官移植 

使用汙染器具紋身、穿耳洞、
入珠 

靜脈藥癮者共用針頭、空針 

醫療人員被針扎 

 

不共用針具、愛滋篩檢實行 



我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感染？ 

什麼檢查是最好的方法? 

何時去抽? 

該去那兒抽? 

如果陽性怎麼辦? 

 



抽 血 



臺北市匿名篩檢點(抽血) 
   醫療院所               預約電話 
 臺大醫院               0978195151 
 聯合醫院昆明防治中心   23703739轉1110或0979306875 
 台北榮民總醫院         28751997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27372181轉3525  
 三軍總醫院             87923311轉34568 
 萬芳醫院               29307930轉1722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25592059 
 希望工作坊             23920010 
 誼光協會               23755413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23921969 
 彩虹酷兒健康文化中心   23920010 
 當我們同在一起         23703738 

 
 



愛滋病指定醫院 

醫療院所名稱 聯絡電話 地  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02)2356-2942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

路7號  

臺北榮民總醫院 
(02)2871-2121 

轉2562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

二段201號  

三軍總醫院  (02)8792-7257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

二段325號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忠孝院區、
陽明院區、仁愛院區、和平

院區、昆明院區) 
(02)2555-3000  

台北市大同區鄭州路
145號  

馬偕紀念醫院 
(02)2543-3535

轉3091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

路二段92號  



怎麼預防愛滋病毒? 

• 安全性行為- 

   就是指沒有傷口且有體液的交換 

• 體液- 

   精液、陰道液、血液、唾液、黏膜、乳汁 

• 保護措施- 

   單一性伴侶、使用保險套、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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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套如何使用保險套如何使用

1.拆封前，注意是否
標明有效期限。

4.請先將前端之小袋
輕輕扭轉，將空氣排
出。

3.拆封後，用手輕輕
擠出保險套。

2.拆封時，由邊緣拆
封，勿以利器拆封。

7.用後即應丟棄，請
勿再回收利用。

6.射精後，立即取下
保險套，以免精液溢
出流入陰道。

5.套上陰莖，然後慢慢
地捲開保險套、避免指
夾接觸保險套‧

拆

握套

轉捏

蔡阿嘎性愛小學堂-親自示範保險套戴法.mpg


愛用保險套 一次只用一個 

 

換人時請記得換 

另一個保險套 

 

 

30分鐘以上請換套 
 

 

選 

擇 

自 

己 

大 

小 

 

蔡阿嘎性愛小學堂-親自示範保險套戴法.mpg


最適宜的長度是16-19CM (不含儲精囊部份)
寬度是33~52MM，而男性更關心的是厚度，
基於安全理由上，台灣CNS6629規定是要在
0.03MM以上才合格。 

因此台灣市面上的厚度介於0.03~0.09MM，

0.06MM以下即為薄型更有號稱0.03超薄型。  

東方人的龜頭尺寸約27-42MM，長度約10-17CM，因此
在選擇適合個人的保險套時，尺寸亦是重要的考量。 

男性陰莖尺寸大不同? 



市售保險套有百百種，有加大尺寸、超薄型、持久、顆粒型、螺
紋型、貼身型、色彩型、口味型、平滑型、防精型、滋潤型、清
涼型，我要買哪一種?依個人需求不管哪一型都可，但一定要有
國家認證 
 

◎檢內登字號:檢內登字第00000號 
◎衛署醫器製字號:衛署醫器製字第00000號 
◎衛署醫器輸字號:衛署醫器輸字第00000號 
 

有上列的兩種才是國家保證的保險套 

螺紋、顆粒 傻傻分不清楚 



保險套了沒? 

一般型 超薄型 

貼身型 加大型 



保險套了沒? 



Latex 乳膠材質 

Polyurethane 聚氨基甲酸酯 

過敏怎麼辦? 



依厚度分類 

RIA       (蕾雅 )         厚度:0.030MM 

Okamoto   (岡本.003)      厚度:0.030MM 

DUREX     (杜蕾斯輕薄型)  厚度:0.040MM 

SAGAMI    (相模究極纖薄)  厚度:0.040MM 

不二乳膠薄型              厚度:0.055MM 

勁威平滑型(CDC99年買的)   厚度:0.065MM 

乳膠制保險套厚度只要小於0.030就不是國家
認可的，厚度0.020目前都無任何許可證號… 

一般型:大約在0.070~0.090MM 

薄 

型 



厚度圖示 



Carex  (卡瑞斯)             闊度:56MM 

DUREX  (杜蕾斯舒適裝型)     闊度:56MM 

OKAMOTO(岡本大黑馬保險套)   闊度:54MM 

 

非國家認證 
SAGAMI (相模-0.020加大L型)  闊度:60MM 
Just Fit(日本不二)          闊度:60MM 

當你有了大弟弟時，在挑選時保險套時一定要
更細心，我想你不想變成孫悟空吧~~緊箍咒… 

一般闊度:52MM 只要大於52MM 就是加大型 

依闊度分類 



闊度圖示 



Carex (卡瑞斯-99年情人節簡訊活動 ) 

口味:草莓、黑莓、香蕉、橘子、蘋果、葡萄 

RIA (蕾雅 )    

口味:檸檬、巧克力 

不二乳膠 (CDC 99年買的口味保險套)        

口味:草莓、茉莉 

目前市面口味型的保險套較少: 

依口味分類 



保險套的好處 

• 預防愛滋病與梅毒外也 

   可以預防性接觸傳染病 

• 情趣保險套可以帶來異 

   想不到的性福 

• 保險套可以比較持久 

• 沒清潔時比較衛生 

陰莖一旦勃起就要套上因為前戲分泌的
前列腺液也含有病毒 



愛滋感染者…都長怎樣? 

亞輝真情擁抱.wmv


其實他們就和我們一樣!! 

愛滋宣傳短片-告白.mpg


聽完這堂課後，希望你能…? 

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 

正確戴保險套 

如何看待HIV帶原者 

檢視自己的風險性 



感 謝 聆 聽 !! 

如有疑問電詢:23703739#1766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  關心您!! 

匿名篩檢預約專線:0979306875；匿篩場次:02-23703739#1110 

性病諮詢專線:23703738；戒毒成功專線:08007708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