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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討男同志 HIV 感染者的自我照顧經驗。HIV 帶原是一種「慢性傳

染病」的生物學狀態，需要透過長期的自我照顧來維持身體健康與安適感，在傳

染病防治上更有風險管理的意義。目前醫護公衛知識典範強調 HIV 感染者的自

我管理模型，以「行為」作為研究變項和介入標的，自我照顧被簡化為個人的效

能與責任問題，感染者的在地經驗在專業知識中被邊緣化，很難真正從感染者

的日常生活脈絡中看到他們自我照顧上付出的努力和面臨的困境。尤其男同志

感染者長期在流行病學和愛滋政策中被建構為特定的管治目標群體—是關鍵的

介入對象、需要被監控的傳染源和被照顧的病者，同時也是主體經驗被邊緣化

的他者。各種針對「這群人」的傳染防治與照顧策略並沒有正視男同志多元的性

文化樣貌，未能從日常生活情境與在地經驗來思考「自我照顧」的複雜困境和多

元可能性。 

本研究以男同志感染者作為探究的立足點(standpoint)，將感染者的自我照顧

經驗視為落實在日常生活中，基植於醫衛系統與社會關係的社會文化經驗。感染

者在確診之後經歷自我認同與社會生活的細微轉變，在此動態過程中突顯出「帶

病身體」成為照顧論述、政策治理與自我技藝的政治場域。而感染者在性實踐中

的風險管理策略、以及長期健康維持與促進中所累積的隱微知識，具體鑲嵌在

細微的社會情境與文化紋理中，成為自我照顧經驗生成的重要脈絡。感染者在

多重社會場域中發展出多樣的策略，「自我照顧」在這種充滿流變的狀態中成為

多元交織的身體技藝。 

在男同志 HIV 感染者的生活脈絡中，重要的自我照顧議題有：(一)性實作

場域中的互動與交涉、以及風險管理；(二)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包括生活作息、

服藥遵從等；(三)多元的健康維持策略與資源利用，包括免疫力指數與病毒量

檢測的數據詮釋、補充與另類療法、保健技術、個案管理中的協商等。本研究

主張，不同的勞動型態、多元的男同志性生活型態、HAART 治療狀態、與個案

管理體系的關係等社會位置差異或文化情境異質性均是探討自我照顧經驗的重

要脈絡。本研究亦考察鑲嵌在現代生活風格中的「新自由主義基因」如何滲入自

我照顧的論述實踐與身體操演，並批判「責任個人化」的建制邏輯，試圖提出「現

代性中的關注自我」成為理解自我照顧實踐的另類視角。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男同志男同志男同志男同志 HIV 感染者感染者感染者感染者、、、、自我照顧自我照顧自我照顧自我照顧、、、、常民知識常民知識常民知識常民知識、、、、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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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elf-care experiences of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PHA) 

who are MSM. HIV carrier as a biological state of chronic infectious disease needs to 

maintain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through long- term care by self and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HIV from making risk management. I think of the care of the self as a 

social-cultural experience practiced in the daily life.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self-care experiences of everyday life embedded in medical-health 

institutions, social relations and cultural context. Currently, the paradigm of the health 

care knowledge highlights the self-management model of PHA which focuses on 

“behaviors” as research variables and intervention objects. In this model, self-care has 

been simplified as the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nd responsibility, and lay experiences 

of PHA have been marginalized i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t is hard to make 

efforts and difficulties of self-care visible from the PHA's daily life. In particular, 

MSM has been constructed as a specific governed target group by epidemiology and 

AIDS policy, in which the PHA who are MSM has even been in a paradoxical 

position—the significant intervention target as the source of infection and the patient 

who needs be monitored and taken care of the sick, but also the others whose subject 

experience has been marginalized. Many prevention and care strategies of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 fail to address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MSM and ignore the 

complexity and multi-possibilities of self-care in everyday life. 

I think of the HIV-positive sero-status diagnosis as a change of social identity which 

is my “standpoint” to explore the self-care practice of PHA who are MSM. The 

informants of the study experienced subtle changes of self-identity and social life. 

During this dynamic process, the body with HIV has become social-political through 

the struggles of discourses, governance of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The PHA's tacit knowledge of risk management and long-term health maintenance 

and promotion are accumulated and embedded in the social situation and cultural 

context. The medical-health institutions, including expert discourses and policy 

governance, are another significant context in which the PHA is treated as the case 

that needs to change behavior and improve self-efficacy and ability, with the unified 

ruling discourse and professional technologies constructed. However, PHA also 

develops variety of coping strategies in the governance institution. The “institution” is 

formed as heterogeneity of governance that “self-care” becomes a multi-intertw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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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f body. 

In addition, I examined how the “neo-liberalism code” embedded in modern lifestyle 

dominates the PHA's discourses and body practice of self-care, and criticized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reasoning in the governance institution. Then I tried to make 

“the care of the self in modernity” as 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 on self-care practice. 

 

 

 
Keywords: gay man living with HIV/AIDS, self-care, lay knowledge, 

neo-liberalism 

 

 

 

 

 

 

 

 

 

 

 

 

 

 

 

What the significant self-care issues in the everyday life are: (a) risk management in 

sexual practice, including interaction and negotiation in the field of sexual practices, 

and the use of risk discourses of PHA; (b)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health, 

including lifestyle, medication adherence, etc.; (c) diversity of health maintenance 

strategie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clu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CD4 and viral load 

testing,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therapies, practice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the 

negotiation in case managemen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abor, multi-culture context of 

MSM, HAART therapy status, and PHA's situation in case management system are 

all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ocial position or cultural context to explore self-care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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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意識意識意識意識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台灣政府自 1997年 4 月開始提供免費的高效能抗病毒治療（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藥物至今，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已成為一種慢性帶原的長期生命狀態，感染者的

存活時間大幅延長，並不像早期的感染者那樣必須面對立即的致命威脅。根據疾

病管制局的官方統計，至 2010年 12 月為止，台灣累計已有 20,801名 HIV 帶原

存活個案（其中包括發病個案）1。HIV 透過血液或體液的交換而傳播，傳染途

徑包括輸血、未經保護的性行為、共用針頭與稀釋液的靜脈注射、以及母子生產

垂直傳染等。在「初級預防」層次上，輸血和母子垂直傳染兩者得以透過醫療與

公衛系統的介入以預防傳染，然而，由於性行為與靜脈注射往往發生在較為隱微

私密的日常生活場域中，在當代民主治理中，國家公權力對於私人生活領域很難

完全嚴密掌控與介入，就算有也多是事後介入2。政府（以及接受政府補助的民

間機構）以各種規範與措施對特定人口群進行強制篩檢3、或是鼓勵民眾（尤其

是所謂「高風險群」）主動篩檢，在「次級預防」層次上盡可能地發現新感染個

案並列管追蹤。在新個案逐年增加、且感染者多數皆能長期存活的情況下，台灣

的 HIV 感染者4總數只會愈來愈多。 

我們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認識「HIV 感染者」。一種常見的方式是透過官

方統計資料，將「經由男性間性行為而感染」的個案數字作為證據，並以此概推，

                                                 
1 資料來源：疾病管制局「愛滋虛擬博物館」http://www.cdc.gov.tw/mp.asp?mp=1。 
2 例如 2004年震驚社會的「農安趴」事件，警方和衛政單位事後合作，強制抽血檢驗 92 名轟趴

參與者是否感染 HIV 與梅毒。政府無法在事前阻止轟趴的舉辦，只能在事後進行疾病的監控。 
  另外，這裡提到的「公權力」指的是傳統的統治權力。若從 Foucault的觀點來看，現代公共衛

生必須透過各種更為細緻的技術，並且鼓勵人民自我健康管理，才能在日常生活的疾病預防上

發揮更為積極有效的作用。 
3 例如役男或孕婦這種明確的社會身份，國家較有空間得以強制檢驗。 
4 對於「HIV 感染者」這個身份如何界定，我大略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首先，是納入政府統

計和列管的，這部份比較沒有問題；其次，是已驗出為陽性、但未被政府和醫療系統列管及追

蹤的，這群人確實存在、但很難確定有多少（而且這個狀態常常是過渡的）；第三，是有已感

染的生物醫學事實、但尚未驗出的，因此自己並不知道感染（這個狀態有時是過渡的，但是人

數可能很多）。如果將「HIV 感染者」視為一種「社會身份」，由於第三群人並未被標定為這個

身份，而且他們在檢驗出陽性前也不見得會受到病痛侵擾，因此本研究涵納前兩群人，第三群

人並不在本研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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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男性間性行為者」標示為一個特定的高風險群體；而後又進一步鼓勵男同志

主動篩檢（或有些人是被動驗出，例如兵役體檢），於是，驗出為陽性的男同志

人數愈來愈多—這形成一整個循環論證的過程。在台灣的愛滋防治政策上，長期

有著「男同志是高風險群」的標示效果，這使得男同志社群瀰漫著風聲鶴唳人人

自危、卻對這樣的風險警示又有某種「疲乏」的弔詭氛圍。在活躍的同志團體與

公衛系統的對話中，焦點主要放在「男同志是否為高風險群」的爭論。然而，此

類的爭論都將已感染 HIV 的男同志置於「他者」的位置，不論同志社群或公衛

系統皆然。 

事實上，由於無法全面調查「男同志」的人口群及其特性，在方法上無法完

全確立母群體與樣本的範圍，以及「性態」（sexuality，包括實作與認同）可能

有著流動不定的樣貌5，我們很難期待會出現更嚴謹的流行病學資料，證明男性

間性行為者是感染風險顯著較高的一個群體。但我們卻不能否認在真實生活中，

「男同志 HIV 感染者」確實正在一個個增加；這無關流行病學上能否證明男同

志是高風險群。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故事，在我們的生活中真實地上

演，並且很可能就是我們身邊的朋友，一個一個，出現在愛滋門診裡，抽血、看

診、拿藥，每一個人都面對著他們現實的患病處境。「身為男同志」彷彿是個宿

命的符碼，身處在對於愛滋的微幽的集體焦慮中，只是病毒已然為某些人的生命

悄悄譜出了更多美麗與哀愁，而其他人沒有罷了。 

就我自身的個人經驗來說，至少到目前為止，我不是一個被檢驗出來的 HIV

感染者。在這個人人自危的年代，我們卻往往避而不談這一切，避談我們與 HIV

之間的關係。在男同志社群中，其實很少人願意正視感染者的處境，儘管感染者

可能很多（並隱身在我們之中）。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

感染者。所以我的研究動機，說穿了並不是多偉大地要去為感染者發聲，而是基

於一種對自身生命處境的關注：我也隨時有可能成為感染者，那一旦我成為感染

者之後，我將會如何生活？我是否還能像現在這樣隨性地抽根菸、喝點酒、吃東

西生冷不忌、偶而上上夜店？還是從此必須過著作息規律、保健養生的日子？我

是不是從此就擺脫不了吃藥的磨難？我還能和喜歡的人一同盡情性愛嗎？在感

染者經驗被視為「他者」經驗的當前氛圍中，從來沒有人告訴我，一旦我成為感

                                                 
5 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皆為男性間性行為者，並且大致而言都具有典型的「男同志」認同，這是

相當台北都會風格的現象。不可否認的是，的確有一群人不見得會有「男同志」認同，甚至他

們的性實作樣態是多變的，例如吳文煜（2003）對於南台灣男性間公共性行為的研究。而我認

為就算廣泛的流行病學調查在技術上可行，這點也足以造成嚴重的偏誤—並非偏離「真實」，

而是每份研究都將呈現出互有落差的結果，難以重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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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之後，我將會如何生活。 

不論在知識生產、防治政策或同志運動上，我們幾乎只能在一些特定被認可

的場域，像是學術討論或政策倡導的場合，以「專業」或是「正義」的語言來高

談闊論愛滋相關議題，例如如何防止愛滋疫情蔓延、如何增進感染者的照護或生

活品質、感染者面臨的歧視問題、感染者應該有的人權...等等。但是感染者的

疾病/生活經驗，被認為是純粹個人層次的、並非公共所需要關心的議題。感染

者隱身為「不可見的他者」，常常只被簡化地視為病毒的傳染源，我們卻看不見

他們（其實「他們」就在「我們」之中）的故事。感染者儘管生活在我們之中，

也許作為一種事實而「存在」，但這樣的「存在」，在生活世界裡常常是隱而未見

的，我們從來不知道我們身邊的這些朋友到底經歷了些什麼、他們如何面對自身

的病痛磨難與生存焦慮、他們如何以自己的身體來默會與關照這一切。對於這些

正在經歷 HIV 帶原生涯的人們，我們始終很難聽到他們真實的帶病生活經驗。 

如果我們正視感染者的帶病處境，或許我們可以有另一種認識感染者的方

式：那就是關注他們的生命與社會處境。從這樣的核心關懷出發，我以男同志

HIV 感染者的帶病生涯與自我照顧為主題，提出我的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HIV 一旦感染，終身帶原；作為一種慢性傳染病，它有別於一般慢性病，也

不同於一般傳染病或性病。HIV 會侵犯並破壞人體免疫系統，引發伺機性感染或

其他免疫低落相關疾病，而有致命的可能；而一般性病在經過治療後，或許仍有

病原的帶原，卻鮮少有致命的情況。雖然 HIV 帶原現已有 HAART 藥物延長病

程，然而在漫長的帶原生涯中，感染者可能經歷各種因免疫機能低落而引發的健

康狀況，需要長期的治療（即服藥）與自我照顧來維持身體健康與安適感。因此

HIV 不只是一般的傳染病，它同時具有慢性病的特性，而慢性病的病情控制、管

理與照顧，主要是在以個人為中心的生活場域中實作，與醫院之間的關係並不見

得非常密切，尤其 HIV 感染者通常只有在剛驗出陽性、或是剛開始服藥時，與

醫院與個管系統的互動會頻繁些，後來只要三到六個月回診一次，因此在感染者

的日常生活中，醫院與個管系統並不密集地發揮作用。 

HIV 帶原同時也具有「傳染病」的特性，除了避免將病毒傳染給他人外，也

要避免自己再度感染其他病毒株、或是得到其他性病，在自我照顧上更多了一層

「風險管理」的意義。由於 HIV 傳染途徑的特性—在此特別指性行為與靜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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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主要在以自身與他人之間的微觀互動場域中被處理，並非遠離生活場域的國

家機器所能完全掌控。總之，HIV 帶原作為一種慢性傳染病，並不像急性傳染病

那樣由國家在短時間內高度密集介入，而是仰賴個案對於身體狀況與生活習慣的

自我管理。 

以下我進一步以兩段文字作為對照，來分別理解醫衛系統與感染者（常民）

對於「自我照顧」的看法，並試圖呈現出問題的焦點所在。 

 

A 

自 87 年國內引進雞尾酒療法後，感染者的存活期已大為延長。綜上，若感

染者無法做好自我健康管理，未規則服藥易產生抗藥性，加以愛滋病毒變異快

速，且相關併發症複雜，愛滋病毒仍將持續蔓延。在愛滋病毒感染者快速增加下，

個案管理服務模式，不僅可提升醫療照護效果，同時藉由強化感染者做好自我健

康管理，達到防疫目標。...... 

本計畫將由醫院內專業人員、具個案輔導經驗之民間團體同仁與醫師聯合參

與，強調多元化專業人力的組合，加上感染者本身負起自我照護的責任，藉由提

供感染者及高危險群愛滋病諮詢服務、衛教訊息、護理、轉介服務等，共同規劃

照護服務內容及治療方式，增強疾病防治資訊連結互通共享，增強感染者及高危

險群改變其行為模式，避免再次傳染他人或被傳染。醫療院所藉由共同照護，能

提昇照護品質及完整治療，亦可減少患者未按時就醫服藥，降低抗藥性，使感染

者病情能獲得控制，形成更有效率及品質的計畫性照護系統。
6
 

 

 

B 

2006 年，在我朋友、乾媽、母親、姊夫以及醫生的鼓勵之下，我接定正向

面對人生，因由這些人都對醫學有不同的見解，我開始試著非西醫以外的療法，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我維持了 20 多年的運動習慣。...... 

就這樣我從 2006 年初到 2008 年底，花了二年的時間，把將體內不好的化學

物質排除，也因為在家待業的關係，我有更多的時間自己烹飪，調整飲食，利用

中藥提升免疫力，我想想健康的飲食、沒有工作、經濟、家人的壓力、以及正常

生活是我 CD4 上升很高的原因。 

    在 2006 年的前 6 個月，我把 HAART 的藥物全都試過了，找到沒有副作用，

                                                 
6 節錄自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8 年度「愛滋病個案管理及性病匿名篩檢計畫」。底線為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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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不會對身體有嚴重傷害的組合(3TC+ABC+瑞塔滋)，後來我每一個月做一次調

整體質，再休息 2 個月，我調整體質的方式，有使用中藥排毒，也有使用運動排

毒，但是光是排毒仍然不夠，我會交換使用中藥溫補的藥方，也會吃大量的蔬果，

最後我戒掉搖頭丸。
7 

 

以上兩段文字，其實都肯定了自我照顧的重要性，但是 A 代表了體制—專

家視角，以「做好自我健康管理」、「負起自我照護的責任」來定位感染者的自我

照顧，並且帶有「更高層次」的政策目標，即「改變其行為模式，避免再次傳染

他人或被傳染」、「減少患者未按時就醫服藥，降低抗藥性，使感染者病情能獲得

控制」，最終「達到防疫目標」。在此，自我照顧只是專業醫衛系統的補充，並且

帶有特定的政策與專業目標，並非感染者為了關照自身處境與福祉而展現的自主

行動。 

然而，以常民生活經驗的角度來理解感染者的疾病與自我照顧經驗，不同於

醫衛系統的專家立場，也不同於「為自己的健康負責」的單一建制化定義（但不

代表它們彼此之間不會發生關聯）。從 B 的例子來看，儘管他不代表全部感染者

的經驗，但是他代表了一種從真實經歷中體驗病痛、並自身具體實作出自我照顧

知識的常民經驗。在此，「自我照顧」是相對於體制與專業人員的介入，個人自

發性地保障自身生存、健康、安適的行動。 

儘管這兩個例子代表了兩種不同的視角，但他們也同時提點出「自我照顧」

的大致範疇，包括服藥與醫療實作、日常保健與健康促進、以及預防傳染的風險

管理...等。或許我們會認為，西方醫衛知識系統主導、組織了這樣的架構，並框

架了我們對於生活世界的認識，但我認為這個架構還是提供了相當實用的討論基

礎，同時也得以突顯體制觀點與生活經驗之間的斷裂。事實上，本研究幾乎所有

的受訪者也都依此框架來理解、組織他們的自我照顧作為（不論實際上的狀況如

何）。更重要的是，幾乎所有與「HIV」有關的經驗，都可以納入這個架構來討

論。因此我認為在這個架構下，仍然足以開創一個空間，涵納感染者多元的疾病—

生活—自我照顧經驗，並且以「常民實作」的視角來開啟新的認識路徑。 

綜上所述，我的研究問題是：感染者如何在「帶病」狀態中協商與重組其生

活？而「自我照顧」如何具體落實在他們的生活中？在本研究中，我試圖從感染

                                                 
7 節錄自 http://bbs.club1779.com/viewthread.php?tid=206395，原文標題為 “Give it time to let your 

body to recovery”，發文日期 2009年 3 月 28 日。從文中判斷，該文作者應是長期旅居國外，

有些語句受英文文法的影響，並有些錯別字，但不至於影響閱讀，故此處皆為原文照引。底線

為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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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活情境中，理解他們自我照顧行動與策略的現實意義與困境，而非從專家

與體制的立場去評斷他們的作為。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風險風險風險風險行為與個人責任行為與個人責任行為與個人責任行為與個人責任 

男同志與 HIV 之間，有著難分難解的歷史。在 Laurie Garrett的《逼近的瘟

疫》一書中，深度報導了 1980年代 HIV 在美國男同志社群中開始流行的歷史（楊

岐鳴等譯，2008）。在對於新興傳染病所知有限的情況下，必須經由更廣泛、嚴

謹的調查研究，才能確定真正的病因為何，並提出有效的防治對策；然而當時正

值雷根總統上台之際，整個國家政策以削減公共支出、提倡個人與家庭責任作為

主導原則，因此當時疾病管制中心的預算並不足以支應這方面的大規模研究。在

無法確定真正病因的情況下，當時人們對於新疾病的認識，僅止於這是某種在男

同志間蔓延的免疫缺陷症，因而被命名為「男同志相關免疫缺乏症」（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對於這種「同性戀疾病」的研究方案，很難獲得白宮高層

的預算支持—當時政府的支持者主要是在家庭及性別政策上偏向保守的選民和

團體。由於這個疾病在政治上的敏感性，白宮高層傾向於不公開談論問題的嚴重

性，這也引起了流行病學家、民主黨人士與同志社群的不滿。 

隨著愈來愈多非男同志病例（婦女、海地人、毒癮者）的出現，「男同志相

關免疫缺乏症」的假說逐漸被挑戰。然而，由於這些疾病受害者並非「典型的美

國人」，問題仍然不受重視，「重點不在於疾病的嚴重程度，而是患病者的社會地

位」（ibid.: 352）。同時，爭論的焦點從「群體」轉移到「生活型態」上，新疾病

雖然不再被認為專屬於男同志，但男同志的生活型態被質疑是導致其容易患病的

主因。Epstein（1996）即指出這樣的知識生產是建立在患病群體有別於一般大眾

的生活型態，因而產生了亞硝酸鹽或藥物濫用致病論，以及「免疫超載」的說法—

男同志活躍的性活動導致體內累積過多微生物，使免疫系統不堪負荷所致。這種

說法著眼於生活型態的「特殊性」，是一種「個人行為致病論」的知識範式，背

後反映的即是「個人責任」的觀點：這些人並沒有為自己的健康負責，所以讓自

己落入患病處境。Kinsman（1997）也指出加拿大政府在關注到男同志社群的 HIV

流行情況後，以「檢討個人行為」和「風險承擔的責任個人化」作為愛滋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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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8 

在「生活型態」被化約為個人行為問題的知識生產途徑、以及「個人責任」

的政策論述中，患病者的真實生活經驗不被看見，在檢討個人行為的過程中被噤

聲了；不只在傳染病的脈絡中如此，在已患病者的慢性病生涯中亦是如此

（Bresalier et al., 2002）。在醫衛論述中，那些已經感染 HIV 的人們，應該接受並

配合「愛滋病指定醫院」與「個案管理」制度的治療、列管、追蹤。由於台灣愛

滋政策提供 HIV 感染者免費（且強制）的定期抽血檢驗與藥物治療—即體制對

於感染者的治療與追蹤，儘管主要是出於疾病防治上的考量，我們還是會認為感

染者是政策的受益者、是醫療資源的持續耗用者，並期待他們應該要好好照顧自

己，應負起責任維持自己的身體健康、規律服藥以避免病情惡化、避免有害的生

活方式與不適當的行為，更重要的是，避免將病毒散播出去。從體制—專家的立

場來看，如果病人不好好規律吃藥，容易使病毒產生抗藥性、增加日後治療上的

困難；如果病人不改變他們的生活型態、不積極實踐健康生活，則 CD4 9數字會

一直不理想、身體免疫機能復原緩慢，身體健康不易維持；如果病人不改變性行

為模式，則會把病毒傳染給他人，或是自己再度感染或共病（施鐘卿等，1996）。 

實證典範研究將 HIV 感染者的健康議題界定為「生理症候」或「心理適應」

問題，常見的身心問題包括疲倦、燥熱、神經痛、噁心反胃或嘔吐、食慾不振、

焦慮、憂鬱和恐懼等，並且探討病者的「因應策略」（Coleman et al., 2006; Tsai et 

al., 2002）。這是一種醫療的「病理化—介入」邏輯，將感染者的病苦操作化為需

要經由特定身體策略而解決的病理問題，也較少關注到病者的生活處境。 

這是就一種「健康科學」的眼光來檢視病人的行為與生活型態，界定出「不

健康」的定義，將「不健康」歸因於個人特質、行為、能力或信念問題，並將維

持自身健康的責任歸於個人，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採行理性的方式—即專家認可的

方式—照顧好自己（Gastaldo, 1997）。這種「為自己的健康負責」的觀點，不只

出現在「慢性病人是否有做好自我照顧」的判準上，也存在於傳染病的預防層面，

不論是已感染者必須改變不安全性行為、還是未感染者必須保護自己避免感染，

都是理性人必須遵從的倫理原則（邱伊翎，2006）。 

 

                                                 
8 然而弔詭的是，在早期 HIV 初流行時，民間團體指責國家沒有積極作為來保障男同志的健康；

到了後來國家開始積極介入後，卻又引發同志社群的集體反彈，認為國家度過干預男同志的私

人生活（Kinsman, 1997）。 
9 CD4淋巴球數，與「病毒負荷量」同是臨床上評估 HIV 感染者體內免疫功能的主要指標。原

則上每 3 到 6 個月檢驗一次，而初次服用藥物組合後的 1 個月也必須檢驗一次以確認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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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行為健康行為健康行為健康行為的社會文化脈絡的社會文化脈絡的社會文化脈絡的社會文化脈絡 

在公共衛生上，HIV 感染者的健康意味著一種「生活型態」上的調整。慢性

病生涯中的健康議題，跨越了公共衛生上的三段五級，從預防自己再度感染其他

疾病、定期回診追蹤、到服藥治療或醫療照護，自我照顧不只是疾病控制，同時

也涵蓋了「健康促進」。如果只單從疾病控制或症狀因應的角度來理解感染者的

健康，就忽略了健康促進的面向，因為感染者在還沒出現病症前、或治癒病症之

後，就只是個病毒帶原者，除了可能需要服藥控制病毒量外，身體狀況與一般人

無異。目前的健康促進研究，多著重於關心一般大眾的健康；然而健康促進對於

帶病者來說，有更為特別的意義：是一種避免自己進入發病狀態的作為，是一種

有別於醫療介入的自我技術。 

如果我們檢視當前的健康促進理念，可以發現一個論述轉移的歷史軌跡。在

1986年「渥太華宣言」提出時，健康促進涵蓋了公共政策、社會環境、社區行

動、民眾參與、以及全人的健康照護服務等五個面向，從個人到公共層次，從疾

病預防到創造健康環境，基本上並不將健康促進的責任歸於個人，而是強調集體

性。如果追溯到更早之前，1974年加拿大衛生部長 Lalonde提出的公共衛生架

構，強調除了健康照護以外，環境品質、生活型態以及生物基因，都是決定人類

健康的重要因素（范國棟等，2008）。 

然而，隨著 19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政治風潮興起，縮減公共開支的政策導

向，強化了個人對其健康應該承擔的責任。因此 Lalonde的架構被廣泛應用於健

康促進研究中，卻普遍強調「生活型態」的重要性；研究問題的界定普遍指向個

人的生活型態是否「健康」，生活型態被狹隘地理解為個人的行為與習慣問題

（Robertson, 1998）。這也扭曲了渥太華宣言最初的理念，不再強調健康促進行

動的集體性；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中，轉而關注於個人是否落實健康行為，是否

為自己的健康負起責任。「生活型態」成為被檢討的目標。 

O’Brien（1995）質疑了這種將「生活型態」簡化為個人問題的認識路徑，

認為健康促進論述在檢視個人認知、態度、效能或信念時，忽略了「健康」的政

治性，人們的健康條件其實與個人所處的社會脈絡息息相關。同時，人們在「促

進」自身的健康時，關注的是自身的「安適」或「福祉」（wellbeing），然而「健

康」卻在新自由主義市場中被操作為商品，健康促進成為一種消費過程。在這個

過程中，生活型態逐漸被常規化（normalisation），成為一種具有標準架構、可以

自我檢視/凝視的標的，人們經由自我檢視而採取行動以符合標準。 



 

 9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健康論述的趨勢，即健康行為的常規化與去社會脈

絡化。Lindbladh and Lyttkens（2002）即指出，公共衛生研究常過於強調「行為」

與「健康」之間的簡化關係，將人們的「不健康」歸因於個人特質或生活方式的

選擇，而未考慮到「健康行為」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及工作脈絡的關係。郭淑珍

（2004）進一步批判，過去健康促進的研究取向「大多將健康相關行為看成是許

多疾病的『風險因子』...認為只要有充分的健康知識、正確的態度、自我控制以

及自我效能等，人們就能實踐健康行為」（p.1）。事實上，特定「生活方式」與

個人所處的社會位置與社會結構有關，公共衛生過於關注個人行為問題，不僅忽

略了人們的行為是實踐在日常生活情境中，也過於簡化了生活型態與社會文化脈

絡的複雜性（Cockerham et al., 1997）。而這樣的論述趨勢並不利於我們正視感染

者的疾病經驗與自我照顧的真實面貌，正如 Kleinman所批判的： 

社會對它（疾痛）的反應卻幾乎完全集中在理性的技術控制上，鮮有對

其更深層意義的探索。...疾痛的長期性，並非簡單地由病理過程在一個

孤立的人身上造成的直接結果。它是生活在與其他人有特定關係的相互

制約的環境的產物。（方筱麗譯，2010：213） 

因此，若我們從 Kleinman的觀點出發，將有助於我們認識上的轉向，重新

找回病患行動的社會文化脈絡，理解疾病經驗與健康行為的社會性與多元性。 

 

疾病經驗疾病經驗疾病經驗疾病經驗、、、、常民知識與病患行動常民知識與病患行動常民知識與病患行動常民知識與病患行動 

Bury（1982）將生病事件視為慢性病者生命史中的「斷裂」（disruption）。所

謂斷裂，並不是說病者與過往生命經驗和生活樣態的中斷或決裂，而是在疾病與

生活的協商與重組過程中，重新省視原先所處的生活世界以及視為理所當然的自

我認識。疾病必須放回社會處境中，在病者的日常生活實作中產生意義；病者在

自身實際經歷中，重新形成一套對自身病苦處境的認識與解釋方式。除了身體的

病症或失調，同時必須關注生活條件與社會關係，以重建一套身處帶病狀態中的

生活方式。病者在重新認識自身處境的過程中，能夠在生活中尋求因應或處理病

苦的資源與作法，甚至可說是一個在日常行動中重組生活、「與疾病共處」的過

程。或許也可以這麼說：病者在帶病狀態中，不只開啟了重新認識自身的過程，

也是不斷在日常實作當中，找尋安適與自在之道的過程。 

HIV 感染者不一定會有身體上的症狀或不舒服。在被驗出為陽性時，只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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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個病毒帶原者，如果沒有出現症狀、或是還不用服藥，他只有在定期回診時

才會成為病人主體。因此，病者之成為病者，病痛經驗是一個基本元素（林宜佳，

2007）。「不健康」—即病毒帶原—是在醫學中被定義的結果，而「不舒服」（illness）

是回到個人生活脈絡裡實際發生的疾病經驗元素。Toombs（1993）區分了 illness

和 disease兩個概念，illness是基於個人主觀的不舒服體驗而形成的生病狀態，

disease則是在醫學中被界定的客觀而普遍的疾病狀態10。HIV 感染者直接感受到

的不舒服，包括出現病症、服藥副作用、以及自覺的身體狀況不佳（體力差、容

易累）等等，這些病苦經驗是在日常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事件。與病苦的協商、並

整合進生活中，對於常民來說，才是日常自我照顧的真實內涵。這種「自我照顧」

是在實際的生病/生活體驗中「做出」的默會技藝，直接回應的是各種身體的病

苦。 

Kleinman的「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概念，將「病苦感」從純粹的身

體現象，帶入了社會性的認識。他認為： 

疾痛不是簡單的個人經驗，它是相互作用和溝通的，有深刻的社會性。

對疾痛意義的研究，不能僅僅局限於個人經驗，它更多的是關於社會關

係網絡、社會形勢、社會生活的不同方式的研究。疾痛經驗是共有或分

擔的，是相互影響、洽商、互動的；它是構成完整的共同人生經歷的一

方面。...疾痛深深地根植於社會環境中，所以無法與構成這個社會的結

構和過程相分離。（方筱麗譯，2010：221） 

他指出受苦經驗基本上是社會的，（1）應該從社會文化的整體視野來理解受

苦，而不是將受苦經驗零碎化為一些測量變項；（2）受苦本身既是身體的，也是

社會的，個人受苦與社會實作不應該被二分；（3）受苦既然根植於社會中，本身

即是互為主體的，涵蓋了人與人之間的某種經驗（Kleinman, 1999）。蔡友月（2006）

認為「社會受苦」的概念，同時修正了「環境論」與「建構論」立場，不只是把

「社會」與「受苦」操作為變項與變項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拒絕完全的建構論，

將受苦經驗只視為純粹的社會文化建構的結果。Turner（1992）提醒我們可以對

關於身體的知識抱持懷疑，但仍必須堅持身體本體論的立場，拒絕完全建構論，

正視實際而具體的病苦經驗。 

                                                 
10 在本研究中，illness和 disease同時作用在 HIV 帶原者的身體與生活中，一方面透過醫療系統

與技術（CD4 與病毒量檢測）定義自身的健康狀態，一方面則經由身體症狀和不舒服的感知

而成為一個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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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病苦的身體感本身就具有社會性，不全然是先存的，也不全然是建構

的，而是「生活世界中的真實」。病苦不只是純粹因疾病而生的身體感受，同時

也是由於病者回應疾病的社會過程而具體而生的社會經驗。病苦的身體感不只是

社會結構的「身體化」，更在日常生活行動中的切身體驗（Kleinman et al., 1996）。

我們應該從病者的實際生病經驗出發，細緻地探究社會受苦的過程： 

在生活中，疾痛作為突發事件打破了我們的平衡，我們會警惕地注意這

些異常，而不是把它們歸於正常。並會採取應對的行動。我們會避開一

些事情，改變習慣或鍛鍊方式，吃藥、看醫生。這樣，有意無意間，身

體的經驗就轉化成社會的行為和問題。（方筱麗譯，2010：66） 

因疾病而生的受苦經驗，必須回到病者的實際生活情境中脈絡化的理解，從

個人日常生活境況探討疾病過程、並探討病苦經驗又是如何重塑個人的生活。

Mercado-Martinez and Ramos-Herrera（2002）更進一步指出，人們往往從日常生

活環境的各種不同面向中建構自身的健康「知識」，這些知識的建構與個人所處

的社會與文化脈絡有關。 

在病患的生活世界中，「醫療實作」不只是在醫療系統中的活動；疾痛總是

在特定的生活軌跡中具體體現，與特定的生活環境不可分割。林文源（2009：5）

指出一個探討醫療實作過程的趨勢，是「將病患與身體帶回醫療過程的核心」，

以理解生病事件與醫療行動「對病患的自我、身體與生活世界的影響，甚至究其

重新構成」。病患從實際醫療行動中來認識疾病，同時也關心疾病對日常生活的

影響（Tooms, 1993）。另外，有別於病程變化與病患行為的實證模型，Corbin與

Strauss（1988）也揭示了一個歷程性的探究途徑，從病患的日常實作「軌跡」

（trajectory），來理解醫療過程中的實際病患行動。這個取向重視行動者在疾病

過程中，對於醫療與生活的整體安排與重組，並在每日實作中逐漸形成一套因應

疾病的常民知識。 

從「帶病生活」的觀點來看感染者的自我照顧，所謂「帶病」不見得是身體

實際經歷過病痛磨難，也可能是透過醫療科技的操作而確認了「帶原」這一客觀

生物學狀態。不論是上述兩者中的哪一個，勢必都會經歷一連串「疾病」與「生

活」相互衝突、協商與嵌合的過程。「自我照顧實作」就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具

體「落實」（enact）於生活中，逐漸形成的身體習性、以及基於實作經驗而生的

可重複操作、確信的隱微知識（Mol et al., 2004）。這種「落實」是以身體實作出

的、而且是暫時形成的某種樣態，隨時會變動，但也有其構成的社會文化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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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認為「自我照顧的落實」不只是社會性的表演或建構，更是一種本質的

生產或創造。而透過這些多重的自我照顧行動，「關照自身」的自我倫理學就在

身體實作中被落實了。 

 

自我照顧的自我照顧的自我照顧的自我照顧的自我自我自我自我倫理倫理倫理倫理學學學學 

Foucault探討古希臘人的「養生法」技術，認為養生法是人們「為了恰當地

關心自己的身體，而進行的活動及其用法」（余碧平譯，2005：203）。這種養生

法的目的不在於區分好壞、正常與不正常，也不仰賴一套普遍和絕對的戒律，而

是根據各種生活處境，來保證「有益的強度與恰當的安排」的原則，藉以做出適

當行為的自我技藝。這種實作同時是「健康的」與「道德的」，「健康的」意指能

夠維持身心處於安適狀態；「道德的」意指個人在行為上的自制、以及對自己生

活的適當安排。更進一步地說，養生法「並非單純地在行為上符合道德規範，而

是人們正當『行事』的方式，也就是說人必須根據法則的各規範要素把自己塑造

成行為的道德主體。... 其中存在著道德『行事』的不同方式，存在著行為個體

不僅僅為了成為行為主體，而且為了成為這一行為的道德主體的不同方式」

（ibid：122）。Foucault揭示的是一種主體實作而生的自我倫理學，這種自我倫

理有別於普遍單一的道德與健康準則。因此，養生法反映了多元的自我照顧風

格，並且是一種個人風格化的關心自己的方式。 

蔡友月（2004：101）指出：「病痛的身體所具有的能動性，正是體會到醫療

的限制與不足時，重新賦予病痛身體『意義』的過程，轉化其受苦的身體，進而

對自身存在有新的理解方式」。從這個視角出發，我們可以用另一種路徑來理解

感染者的自我照顧實作：他們為了關心自己，基於對自身生存處境的關照，而做

出各種自我照顧作為。疾病經驗鑲嵌在日常生活中，由個人實際疾病經驗中應運

而生的自我照顧作為，當然也具體落實在日常生活情境中，而並非是專家理解下

的理性行為模式。與疾病共處的生活，不只是在醫療上控制病毒複製，更必須在

多重的社會世界中，與生活的其他面向（工作、作息、飲食、休閒...等）進行協

商與整合。與「不適感」的協商、並整合進生活，對於帶病者來說，才是日常自

我照顧的真實內涵。 

常民基於生活經驗而發展出的隱微知識（tacit knowledge），通常很難完全以

科學的方式來驗證其是否有控制病情、促進健康的效果。事實上，感染者也並非

單純是為了「直接因應疾病」而採取自我照顧行動，甚至可說並不是為了什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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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的而做；更多時候是照顧自身整體的健康與安適感，這反映了對自身生命處

境的掛慮與關切，而 HIV 不過是一種機緣、一種提醒罷了。如果我們將帶病者

的「健康問題」還原為「生命問題」，疾病就不只是「不健康」，而是生命中的困

境與轉機。帶病者在這樣的處境中，重新認識並思考自身的存在，並且發展出個

人自我照顧的日常策略與多樣風格。 

在傳染病的面向上，HIV 感染者的自我照顧則必須同時考量到對自身的保護

（避免自己再度感染或共病），以及對他人的保護（避免傳染給他人）；前者和一

般人沒太大不同，而後者則是專屬於感染者的考量。對自身的保護是一種「自我

與自我關係」的倫理實作，而對他人的保護則是一種「自我與他人關係」的倫理

實作，這兩種關係倫理都呈現了「責任」作為問題的核心。乍看之下，這是「利

己」與「利他」兩組對立的倫理立場，但實際發生在生活中—例如性互動的實作

中，兩者其實是並存的，並且都必須透過身體的實際作為來落實這一體兩面的「責

任」，即「個人化的倫理實作」（ethos）。 

 

本研究本研究本研究本研究的的的的理論理論理論理論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基於以上的理解，我將「自我照顧」視為感染者具體落實在生活中的身體習

性與技藝，跳脫行為主義的視角，重新看見那些實際發生的自我照顧「實作」，

包括治療性的實作、與疾病共處的經驗、以及自我健康促進的實作，這些實作充

滿了因緣際會的變動與各種獨特的風格。不只在慢性病面向，傳染病面向上的自

我照顧實作也是相當情境的、多變的，尤其在各種不同的性互動情境中，常常面

臨各種採行（不）安全性行為的掙扎與策略性協商。 

然而，這些實作同時也受各種論述與社會關係所形塑、承載。與自我照顧實

作密切相關的，就是實作者（即本研究中的男同志 HIV 感染者）的生活型態，

而生活型態廣泛地反映了實作者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並非只是狹隘的個人行為

與成因、或是理性選擇的問題。因此，在談自我照顧之前，必須先釐清我們如何

理解「生活型態」，因為自我照顧實作是鑲嵌在生活型態之中。 

 

以下說明本研究的理論觀點是如何被架構出來的，包括下列三個面向： 

一、「自我照顧」作為一個研究主題，反映了感染者在自身生存上，一種「對自

身的關照」的自我倫理；以及在病毒威脅下的性互動實作中，自我與他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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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 

二、從不同的典範來認識自我照顧作為，跳脫「行為主義」的框架，回到常民生

活脈絡來考察各種自我照顧的身體實作與日常技藝； 

三、確認「男同志 HIV 感染者」作為研究的立足點（standpoint），從他們的生活

經驗出發，探討疾病主體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間錯綜複雜的關聯。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方法論方法論方法論方法論 

本研究關注男同志 HIV 感染者的帶病生涯、自我照顧實作及其社會文化脈

絡。我的基本論點是：感染者的自我照顧不只是個人行為與責任問題，在其所處

的生活情境與社會處境中，感染者以各種不同的行動樣態，實作出「關心自己」

的帶病生活方式。誠如 Hastrup（1992）所言，田野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要紀錄現

實，以及如何去理解、分析、欣賞，乃至見證各種生命體驗。因此，本研究試圖

貼近感染者的日常生活情境，來理解他們的疾病經驗與自我照顧作為。 

研究問題的提出與研究群體的選定，即反映了研究者本身的「偏見」，但這

個偏見其實突顯了研究者在整體知識生產網絡中的處境。Andrew Tolson（1990）

提出「社會學凝視」（sociological gaze）的概念，透過各種不同論述的建構與干

預，描繪出可見的「他者」，或建構出一個（想像的）「社群」。「男同志 HIV 感

染者」作為一個流行病學知識中的人口群、以及政策介入的標的群體，但同時也

作為共有特定的社會經驗、共享特定的生活世界的一群人，而成為了我的「研究

主體」，他們的疾病—生命經驗成為我研究的起點。我以「男同志 HIV 感染者」—

這個醫衛知識所建構的主體，作為探究的立足點(standpoint)，從個人故事出發來

探討他們共同的社會處境，但同時也不抹滅故事的多元性與豐富性（Smith, 

2005）。我採取這樣的探究途徑，是希望能紀錄那些隱晦卻實存的生活世界，讓

常民的不同故事與觀點得以訴說，進而獲得較為豐富與深入的認識。 

我以男同志感染者作為研究的立足點，其實也有「生活型態」上的考量。本

研究呈現了某種廣泛而概略的「台北都會男同志」生活文化的圖像，生活在此文

化當中的人們（並非純然的只是男性間性行為者，而是生活在「男同志文化」社

群的一份子）大多程度不等、形式各異地「慣習化」了某種特定的生活風貌。儘

管我們不能忽略這個社群內部其實存在著細微或明顯的差異，但就一個「生活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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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社群」的角度來看，確實值得以這個文化社群作為一個範圍，來探討這種生活

風格在自我照顧實作上的特性。另外，本研究呈現了相當多樣的性實作樣態與性

互動文化，就研究的意義而言，亦可針對傳染病層面的自我照顧，提出不同的認

識與研究發現。 

同樣是以探究社會生活經驗作為研究旨趣，有別於傳統民族誌研究大多有一

個特定的研究場域，本研究是以個別的個人故事出發，探討某個特定的社會經

驗—即感染者的疾病經驗與自我照顧。我援引 George Marcus（1998）「多地點民

族誌」的方法，來探究那些文化上相關但地理上分離的現象，在沒有特定地理空

間作為田野的情況下，我以多重的生活場域作為貼近感染者日常經驗的田野策

略，這些場域包括醫療系統、常民生活場景、性實作場域等。Clifford（1997:54）

指出，田野研究是一種在「場景」中—而非「地點」中—的活動，只有當其「被

人們實踐著，人們通過和圍繞它們而活動」的時候才存在。當受訪者需要經常協

調他們的社會空間，橫貫多樣化的場景時，研究者的存在模式也應該是流動性

的，和受訪者一起進出、變換他的田野；而這種多地點的田野工作，使研究者可

以分享受訪者在社會界定的時空中，生活面貌的某些片段或場景。關鍵在於，如

何就一特定的主題產生共鳴，藉此構連起片段的田野資料。 

Holstein and Gubrium（1997:123）認為，「客觀的目標並非在於產生詮釋，

而是在於提供一個環境，可以促成相關議題的各種複雜意義的產生，而不被侷限

在早先決定好的議題上」。在此觀點下，受訪者是意義的主動生產者，而不只是

一個資訊或素材的來源。因此，我捕捉感染者經驗的方式，並非像問卷調查那樣

以指標項目來檢視，而是讓他們陳述自己實際上做了（或沒做）些什麼、為何做

（或為何不做）、以及如何做，這些個人實作與整個體制流程、各種論述場域、

以及整體社會關係有著密切關連，即 Smith（2005）所說的「工作知識」（work 

knowledge）。我試圖重組個人故事，以呈現一個集體的脈絡，但同時也不忽略掉

感染者之間的異質性。事實上，研究本身就是一種經驗的「再現」，因此基於特

定問題意識而進行故事重組是有其必要的；關鍵在於緊扣研究問題，嘗試連結各

種原本看似不相干的資料，以梳理出細微複雜的經驗現象及其發生的脈絡。 

因此，我的研究取逕是一種「局部知識」的考察。我們永遠無法宣稱一個完

整而絕對真實的全貌，事實上，我們只能從我們的特定觀點與立場，生產出「真

實」的一個面向，提供一個我們認為最適當的認識，來作為公共的思考與對話基

礎。這種「局部知識」以各種資料片段、並以不同方式來組織構連，呈現對某一

事件的多元反映，並且可能不斷地變化流動。更根本地說，我們是透過各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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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來認識並生產我們所處的生活世界的隱微意義。因此，這種局部知識的

有效性，在於 Joke Hermes（1995:206）提出的：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應該將不

斷的反思視作方法論的一個必要組成部分，研究者應該毫不隱晦地描述變化或脈

絡的中斷，以及他對於那些變化的回應。如果局部的、有限的事實可以被接受，

並且「建構成民族誌藝術...那麼一種嚴肅的局部感，也能成為再現事實的泉源」

（Clifford, 1986:7）。 

我的另一個主要的認識路徑，是「從個人到集體」之間的連結，即 Mills 所

揭示的「社會學的想像」，不只將個人煩惱視為個人的問題，更必須關注到公共

層次與個人經驗之間的關連（張君玫譯，2006）。公共衛生問題，或更確切地說，

疾病與健康的問題，當然是從個人處境到公共層次的議題。Hollyway（1989:17）

認為，「透過面對各種經驗的個別差異性，產生描述這些差異性的概念，然後可

以將這些概念應用到其他現象上」。因此，經由個人經驗而產生有價值的洞見，

而這些洞見也可以轉換到不同脈絡中，當然也能夠為其他處境的人們提供啟發、

資源以及可能的行動方案。 

在「從個人到集體」的認識路徑中，我認為並非純粹在意識型態上「反醫療

化」，而是應該有機地介入「醫衛建制」這個重要的制度性條件。「建制」事實

上是充滿異質性與流變的場域，如果我們能經由探討常民知識而促成「大理論」

的轉化，我認為這才能產生建設性的批判；更重要的，是讓感染者能看見彼此的

處境，認識到自己的困擾並非個人的問題，並且在有限的制度與社會條件中促成

不同的行動可能性。 

 

進入田野進入田野進入田野進入田野 

    2008年下半年，我因著一個機緣而成為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11（以下

簡稱昆明院區）一個男同志愛滋同儕防治計畫的兼職助理。雖然擔任這個計畫助

理並不需要頻繁地在院區裡工作，但我有機會持續和院區裡的工作人員接觸，對

院區的組織及運作有一個概略的認識，並且在這期間和一同參與計畫的個案管理

師小米12密集地談論院區的生態和他的工作狀況。在對昆明院區的面貌有一定的

                                                 
11 昆明院區即以前的性病防治所，是衛生署指定的愛滋病治療醫院之一。現與台北市衛生局疾

病管制處合署辦公，常常有外展篩檢與衛教活動，為一兼具公衛防疫任務與醫療功能的機構。

HIV 感染個案一旦確診後，即在院區裡接受治療並列管追蹤。院區內的工作人員以及其他愛滋

機構的工作者，常私下稱昆明院區為「100號」（因其院址位於昆明街 100號）。 
12 2003年我在某個民間機構擔任志工時認識小米，當時他是該機構的工作人員，我多數時間都

跟著他做同志社群的愛滋教育工作。我們後來成為好朋友，常常一起出去吃飯聊天，關心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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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後，我開始思考接觸感染者的可能性，並與小米論及此事。小米在一番評估

之後，認為可以幫我介紹一些個案讓我訪談，讓我覺得這個研究至少在實際操作

上是可行的，當下心裡感覺踏實不少。 

    當時我在閱讀文獻之後，開始構思「自我照顧」這個研究主題，但仍僅止於

空泛的發想。於是我展開了前導研究，在 2008年十二月到 2009年四月間對 4

位受訪者進行初訪，其中 2 人是透過我的朋友網絡認識的，另外 2 人則是小米介

紹的個案。在初訪中我並沒有明確的訪談大綱，而是廣泛地談論他們的身體狀況

及病痛經驗、就醫經驗、日常生活概況，以及對疾病的看法。我在這個階段逐漸

形成較清楚的問題意識，確認這是感染者切身相關的議題，並且藉由初訪內容發

展出初步的主題與概念架構。 

 

選擇研究策略選擇研究策略選擇研究策略選擇研究策略 

    要回答「男同志 HIV 感染者如何『做』自我照顧」這個問題，必須了解感

染者的日常生活情境、疾病/不舒服經驗以及照顧（或「不照顧」）自己的實作。

我的研究策略是以個別訪談為主、日常生活場景的參與觀察為輔。如此是否得以

回答研究問題呢？我的考量是：（1）田野工作中的訪談和參與觀察都是針對議題

進行關鍵性的調查，而訪談是最基本的系統性資料收集方式，可以在最短時間收

集到最多資料，讓我大致掌握受訪者整體的生活樣貌與自我照顧作為；（2）我和

大多數受訪者並非原本就認識，藉由訪談可以建立一個儀式，初步確立彼此的研

究關係；（3）訪談可以創造一個空間，讓受訪者說出內心的想法與感受，並藉此

整理自身經驗，這是參與觀察做不到的。 

在實際考量上，我不可能全天候跟著受訪者一起生活和行動，這樣受訪者跟

我都會受不了；因此選擇參與觀察的場域有其條件，一方面在於我認為有助於理

解現象、回答研究問題的關鍵場域，另一方面在於我必須被受訪者認可是合理地

出現並參與其中，而不是突兀的介入、干擾他們的生活。 

另外，我也視需要而分析一些重要文本，包括法規、政府文件、研究報告、

                                                                                                                                            
的生活狀況或是訴苦。他自該機構離職後，於 2008年七月到昆明院區擔任個案管理師。當時

我正需要一份兼職工作，於是他介紹我擔任一個方案的助理。所以我們原本就是朋友，並不是

因為方案才認識的；但是因為這個方案的關係，那陣子我們常常聊到跟院區工作有關的事。我

開始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後，他也成為我的諮詢對象，提供我許多寶貴的洞見。 
個管師的服務對象是 HIV 感染個案和疑似感染個案，主要工作內容是提供個案衛教與諮商、

協助個案的醫療、定期追蹤個案的身體與生活狀況。昆明院區的個管師大致可分為公衛個管師

與門診個管師，公衛個管師負責定期追蹤、門診個管師負責門診服務，但在實際運作上，其實

並沒有明顯的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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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或民間團體發行的感染者手冊等，以作為受訪者故事的背景或對照。 

 

找尋受訪者找尋受訪者找尋受訪者找尋受訪者 

在 2010年三月至七月間，我總共訪談了 15 位男同志 HIV 感染者（包括再

次訪談 4 位初訪者）。其中 14 位受訪者都面對面訪談 1 至 2 次，每次約 1 至 2

小時；另 1 位受訪者堅持不見面13，因此我們以電話訪談了 2 次，第一次約半小

時、第二次約 2 小時。所有受訪者都住在台北地區，有 7 人就醫地點在台大醫院、

8 人在昆明院區。年齡介於 22 至 40 歲之間。其中 9 人正在或曾經服用 HAART

藥物（包括 2 人有自行停藥經驗，其中 1 人已恢復吃藥、另 1 人目前仍停藥；另

外，有 3 人有換藥經驗）。帶原年數14在 2 年以下的有 4 人，3 至 5 年的有 4 人，

5 至 8 年的有 6 人，另外 1 人帶原已逾 10 年；帶原年數的不同，讓我可以大致

看到帶原生涯的歷程變化。其他的受訪者背景資料（包括勞動型態、服藥年數與

種類、補充及另類療法經驗、使用派對藥物的經驗等），會在之後的章節中視需

要分別說明之。 

受訪者中 4 人是經由個管師小米的介紹，3 人是透過我的朋友網絡介紹（都

分別由不同朋友介紹），3 人是我原本就認識的朋友（其中 2 人在一開始認識時，

我並不知道他們是感染者15），2 人是透過原有的受訪者再介紹其他願意受訪的朋

友，3 人是藉由同志交友網站張貼的徵求啟事而聯絡上16。我找尋受訪者所根據

的條件，並非為了尋求一個具代表性的樣本，而是為了提供一系列複雜而富差異

的對照關係（Connell, 1995:90）。為了涵納多樣異質的經驗，我在研究初期採取

的策略，是盡可能透過多種管道找尋受訪者，基本上只要有受訪意願，我都會邀

請他進行訪談。到了後期，我就比較仰賴小米和朋友網絡的介紹，鎖定特定背景

或經驗的感染者，包括有換藥經驗者、有停藥經驗或中斷就診者、合併感染肝炎

                                                 
13 他不願意見面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他對於任何形式的「曝光」有著相當大的疑慮（他身邊

完全沒有人知道他感染 HIV），而且他是看到網路訊息後聯絡我的，對我並沒有基本的認識與

信任感；二是他分享了非常多的派對藥物使用經驗，並且從事不戴套性行為，因此話題十分敏

感。儘管我表達了我的友善與誠意、並且一再強調會保護他的隱私，他仍然不願意見面，因此

我尊重他的意願而採用電話訪談。 
14 「感染 HIV」與「驗出陽性」是兩個不同的時間點，有些人間隔較短、有些人則可能很長。

對許多人來說，究竟是何時感染的，可能無法確知或確切推算。這裡的「帶原年數」皆以「驗

出陽性」開始起算。 
15 至於我後來如何得知他們是感染者，因為和後面的章節主題有關，因此放在後面的章節中說

明。 
16 訊息張貼在知名的華人同志交友網站「Club 1069 拓峰網」http://club1069.com，在網站管理者

Ken的協助下，從 2010年 2 月 3 日開始張貼，持續約 1 個月。在此特別感謝台大新聞所的朋

友、同時也是文采出眾的詩人羅毓嘉幫忙居中牽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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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梅毒者、藍領或需要輪班的勞動者...等等，但是其他有意願受訪的人我仍然都

不拒絕。 

小米介紹的 4 名個案，都與小米維持著相當不錯的關係。這意味著我可能很

難接觸到那些與個管師或醫療體系「關係不好」的人。那麼這個限制可以透過小

米以外的其他管道來突破嗎？事實上透過其他管道，我仍然可以找到那些與個管

師或醫療體系維持著「友善但薄弱」關係的人。但我很快地發現，關鍵可能不在

於與個管師或醫療體系的關係好壞，而是有些人覺知到自己的作為，在一般人認

可的道德標準上是不被接受的（例如堅持自行停藥或是堅持不戴套）。儘管我非

常想知道這些人的經驗和想法，然而那些自認沒有按照一般認可的方式好好照顧

自己的人，可能就不會想要接受我的訪談
17
。此外，那些目前正處於發病狀態、

接受專業醫療照護（甚至安寧照護）的個案，以及根本無法接受自己成為感染者

事實的人，也很難接受我的訪談。 

透過小米、朋友網絡和受訪者再介紹，相較於網路，一個明顯的好處是：有

既存的人際信任基礎。因為我的身份就不只是一個未知的研究生，而是「小米的

朋友」、「某某的朋友」，他們對我的個人背景和研究動機會有初步的了解，並且

產生基本的信任。而透過網路就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受訪者和我沒有既存的人際

連帶，對我缺乏信任感，在維繫關係上必須更費力，而且我很難預期能找到什麼

樣的受訪者（尤其在研究後期）。但值得一提的是，看到網路訊息而願意主動聯

絡我的 3 位受訪者，都表示希望能藉由分享他們的故事，幫助其他或未來的感染

者面對自身處境，因此我認為他們的聲音是重要的。 

 

                                                 
17 我曾聽說過一個案例，故意不戴套傳染給男友，而且自行停藥、長期不就醫。他和個管師的

關係非常差（他之所以又和醫療體系搭上線，是因為他男友成為新個案），所以我根本不可能

透過個管師的介紹而認識他。就如正文所說，就算透過其他管道，他可能根本就不會有興趣接

受我的訪談。 
另一個議題是，那我難道就完全沒機會聽到這些「極端」經驗嗎？就我實際的研究過程來看，

如果在找尋受訪者的階段就先鎖定這種條件的受訪者，那麼註定是找不到的—有人會願意承認

他就是這樣的人嗎？我或許可以透過小米「暗中」鎖定有這種情形的個案（小米只會徵詢個案

的意願，但不會跟個案說他是因為具有什麼特定條件，而成為我要找的對象），但是如上所述，

這種「個案」已經被貼標籤了，而且和個管師的關係不會太好。 
那麼我剩下的機會，就是那些已經（或答應）接受我訪談的受訪者。透過朋友介紹而答應我受

訪的人，通常不會預期我們會聊到什麼敏感話題，所以「見面三分情」，如果訪談情境又讓他

們感到自在的話，就會願意分享類似的經驗。而已經受訪的人，對我已有基本的認識與信任，

隨著我們日後關係的發展，或是在某個機緣下聊到相關的話題時，他們或許會吐露一些這樣的

私密經驗。於是我體認到，那些被認為道德上有瑕疵、相當污名的作為，其實需要對我有一定

的信任才會願意說出口。如果我一開始就希望找到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跟我說這些，或許是太

天真了（當然也有例外，像堅持不見面的那位受訪者，就以他覺得安全的方式—電話，和我分

享了許多經驗）。至於我與受訪者的互動，以及他們如何吐露這些經驗，留待後面說明。 



 

 20

訪談過程訪談過程訪談過程訪談過程 

訪談前受訪者都會先收到訪談說明書（見附錄一），目的是：一方面白話明

瞭地說明訪談的進行方式與內容，一方面減少介紹人在解說上的麻煩。藉由訪談

說明書，受訪者一開始就知道我們是研究關係：我是碩士班研究生，他們在看過

說明書之後願意成為我的受訪者。儘管不同的人對於這種關係的認識或想像可能

有些落差，但是受訪者普遍能理解「訪談」是一種合理的研究方法，並且都是在

知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訪談。我並沒有採用「簽署同意書」的形式，我認為就算

讓受訪者簽署同意書，也不代表他們會對我掏心掏肺。他們是基於對我的認識與

信任，而決定要對我吐露多少故事；他們如果在訪談過程中對我的問題感到不安

或抗拒，就會以各種方式不配合（例如四兩撥千斤、隱瞞或欺騙），或直接拒絕

談論特定議題。我認為與其在事前讓他們簽署同意書，以確保他們的生命經驗可

以誠實而毫無保留地「讓渡」給我，更重要的應該是持續建立關係，並且思考如

何將研究結果回饋給他們。18 

訪談地點通常選在受訪者的家裡、工作地點或是醫院。在這些地點進行訪談

的好處是，一方面有助於我了解受訪者的生活場景，一方面也使受訪者在熟悉的

環境中，能侃侃而談許多具體細微的經驗，並藉由「物」的幫助（例如藥盒、回

診單、CD4 與病毒量記錄本、保健食品等）來引導話題。 

訪談不是漫無目的，必須切中主題、深入發掘，才能達到訪談的效果。漫談

也不符合受訪者對於「訪談」的基本想像，因為我們一開始是「正式」坐下來面

對面訪談，不是在某個自然發生的情境中進行所謂「非正式訪談」。因此訪談一

開始我通常就直接破題，先廣泛地談論受訪者的日常生活情景（包括生活作息與

日程、工作內容與細節、假日的安排）、身體狀況（包括症狀、不適感、CD4 與

病毒量）、服藥組合與頻率等，作為基礎的背景19。接下來的談話很自然地圍繞

在下列主題上：服藥規律性（包括促進服藥的技巧、漏吃的情境與處理方式）、

副作用的因應、治療決策過程、就醫與回診經驗、症狀與不適感的處理、自我健

康促進（包括運動、飲食、作息、情緒等作為或「不作為」）與「減害」的策略、

親密關係與性實作...等等，逐步聚焦在與自我照顧有關的主題上。 

                                                 
18 另一個實際的考量是，大多數的男同志在來往時傾向使用小名。老實說，我並不知道所有受

訪者的真名。 
19 實際的作法是，通常我在和受訪者聯絡、安排訪談時間地點時，就會先在電話中或 MSN

（Windows Live Messenger）即時通訊軟體上，概略地了解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包括年齡、帶

原年數、工作性質、CD4 與病毒量、就醫地點、服藥組合等。在正式訪談時，因為對受訪者

已經有基本的認識，就很容易進入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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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偏好以受訪者實際發生的事件和經驗來串連整個訪談過程，例如受訪者在

談到 CD4 很低時，就會很自然地提及當時的症狀（例如起紅疹或喉嚨發炎）；在

談到藥物副作用（例如昏睡、噁心想吐）、或有些受訪者提到容易覺得疲累時，

就會切入到勞動型態、生活日程的安排、自我健康促進等議題；在談到診斷機緣

時，就可能提起當時的伺機感染、共病、參與轟趴、或與男友相遇的經驗。受訪

者在回想其生命史時，在這件事和那件事之間，會有其故事脈絡和意義上的連

結。所以訪談大綱（見附錄二）只是作為參考，實際訪談進行時不會照著題目一

問一答，而是隨著受訪者的敘說，逐步拼湊出其自我照顧的實作圖像。 

 

保密原則保密原則保密原則保密原則 

訪談錄音檔會整理成逐字稿。逐字稿（包括紙本和電子檔）除了受訪者本人

外，並不會讓其他人看到。曾有受訪者反問我：「這份逐字稿我可以給別人看嗎？」

我回答：「你自己決定就好啊」。除非受訪者知情同意，否則除了本研究外，我認

為我沒有任何權利把受訪者的逐字稿用作他途。 

在論文書寫上，由於有些受訪者表示疑慮，因此在某些敏感議題中（例如不

安全性行為、或使用派對藥物的經驗）只陳述現象，不特別指名特定受訪者。又

由於愛滋社群很小，為了避免對號入座或有影射之虞，個人資料盡可能模糊化處

理。在此並不一一介紹受訪者的背景資料，而是在後面章節中，視文章脈絡需要

來呈現個別受訪者的基本背景。所有受訪者名字都是假名，只會在行文當中出

現，而且完全是隨機決定的。 

 

生活場景的參與觀察生活場景的參與觀察生活場景的參與觀察生活場景的參與觀察 

在透過訪談而建立基本的關係後，受訪者和我對彼此有了一定的認識，後續

才有機會收集更多訪談得不到的資料，因此訪談結束後的「閒聊」、以及日後的

日常生活對話更顯得有其意義，這些是錄音機記錄不到的，但卻十分重要。除了

訪談外，其他收集到的資料還包括日常生活對話筆記、受訪者部落格、MSN 即

時通訊軟體對話記錄等。此外，和受訪者一起去醫院回診、到受訪者家裡聊天、

相約吃飯閒逛看電影、一起約去同志夜店，都是幫助我貼近受訪者生活面貌的途

徑。我可以藉此了解醫療流程、受訪者的生活與感情觀、觀察受訪者與朋友的互

動、受訪者自我照顧的日常過程，等等。 

儘管原則上，訪談會得到一些基本應該獲得的資料，但是我面對的每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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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一樣的個體，我和每個受訪者的後續關係和互動方式也都不盡相同。因此，

如果想要有訪談以外的收穫，端視我和受訪者的後續互動關係。 

不可否認地，我和有些受訪者比較投緣，較常有後續的聯絡，因此我比較有

機會參與、捕捉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動，並且我在他們面前也比較有「現身」

的機會。也不可否認地，有些受訪者傾向於訪談結束，我們的研究關係就結束，

因此，對於與我的後續互動並不十分熱衷。我想，或許更根本的原因，是我們的

生活路徑沒有太多交集，因此要維繫關係會比較困難。 

我幾乎是以一個「局外人」（就我是一個非感染者而言）的視角，來觀察受

訪者的生活情景與日常行動。我會特別注意那些顯然是受訪者重複操作而熟悉確

信的動作，例如時間一到就吃藥、把 K 他命磨成粉狀、或是準確地寫下最近一

次的 CD4 與病毒量數字。這些看似相當平淡無奇、但其實別具意義的細微舉動，

即是吸引我這個「局外人」的觀察重點。 

此外，在 2010年 3、4 月間，我與其中一位受訪者成為「室友」，共同生活

了整整兩個月。我們原本就是朋友，他知道我正在做關於愛滋的研究；在偶然的

情況下，他告訴我他是感染者。所以成為室友之前，我知道他是感染者，而他知

道我是研究者，我們在彼此清楚對方身份的情況下成為室友。但我並不是為了做

研究才與他成為室友，而只是剛好需要住的地方。因此，因緣際會地多了一個參

與觀察的場域，我得以就近觀察他的生活實況和自我照顧的細微技藝，而他也是

在知情之下允許我這麼做。這兩個月當中，我們的互動非常密切，我認為我的收

穫不只是「獲得資料」，更在於我得以貼近一個感染者的生活場景，並且得以試

著就一個感染者的處境與視角來理解其考量與行動，讓我在理解現象上得到許多

相當可貴的洞見。 

我也在 2010年 5 月至 9 月間，到男同志三溫暖和俗稱的「轟趴20」分別進

行三次的參與觀察。這兩個場域我先前從來沒參與過、相當陌生，因此要去之前，

心裡非常掙扎不安。因為剛好有朋友帶著，我想機會難得，加上原本對裡面的生

態就非常好奇（但也僅止於好奇，一直不敢有所行動），於是就藉田野工作之名

來合理化自己的行動，說服自己「把腳弄濕」。 

三溫暖或轟趴並非所有受訪者都有的生活型態。這部份的田野工作，只是為

了更貼近部份受訪者的生活場景。另一方面，三溫暖、轟趴、夜店等污名場景，

被認為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傳染疾病的溫床；然而，這些場景是常見的、

                                                 
20 「轟趴」在本研究中，專指使用派對藥物的男同志聚會。許多轟趴會發生集體性行為；常用

的說法是「ES趴」，E 指 Ecstasy，搖頭丸/快樂丸/狂喜；S 指 sex。轟趴中常見的派對藥物不只

搖頭丸，還有 K 他命、威而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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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歷史與社會意含的、充滿情慾流動的男同志聚集地，也是相較一般人而言比較

特殊的場域。因此我認為這部份的田野工作是有意義的。 

一開始，三溫暖與轟趴場合完全是因緣際會決定的：剛好有朋友（也剛好都

是感染者）要去，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後來兩次去三溫暖，和第一次去的都是同

一家，因為就台北的男同志三溫暖來說，這家價位是相對較低的，我比較負擔得

起。至於轟趴，一開始是一個感染者朋友說他認識「趴主」（辦趴的人），朋友說

可以帶我一起去看看；他說我可以什麼都不做，在那邊只聽音樂、聊天、泡澡也

行。我後來發現那個「趴」的型態，是介於「純聊趴」（參與者以聊天社交為主）

和「S 趴」（參與者以發生性行為為主）之間；這似乎是多數轟趴的型態，完全

的「純聊趴」或完全的「S 趴」其實不多。因此參與者在其中的選擇性較多，可

以選擇要不要發生性行為、或是只聽音樂聊天就好。另外兩次參與轟趴，則都是

網路上找到的，型態也差不多如此。 

我並非是以全然客觀的觀察者身份現身。事實上，我是個參與者，我剪了一

個主流的短髮、穿上合身內褲，加上一段時間練出來的稍微結實的身材，以這樣

的姿態進入場域，參與其中並切身體驗，並觀察其中的文化與互動模式。 

於是，我有了一個體悟：實際去過田野現場，才能與受訪者開啟更進一步的

對話。例如，當受訪者知道我對派對藥物的世界有一定的認識，他們就不會覺得

與我談論這些是難以啟齒的事；或是當我在和他們分享我去三溫暖的經驗時，他

們也比較樂於和我分享他們去三溫暖的細節。（然而，我發現在與感染者聊天時，

「不安全性行為」仍是相當敏感的話題，甚至比使用派對藥物這種「違法」行為

還敏感。我想，或許因為我是個「非感染者」，在「感染者/非感染者」的分野中，

我們是不同世界的人，但在「派對藥物」中，我們是同個世界的人。） 

透過涉足這些場域而觀察到的事物，豐富了我的洞見，比起單純訪談而言，

使我對現象的理解更為深厚；而再回觀受訪者的故事，平面的訪談資料變得立體

了。這些田野觀察的收穫，可以呼應、充實訪談資料，並深化對現象的認識（例

如，原本我只「知道」三溫暖的暗房「很危險」，但我終於實際「體會到」為什

麼危險）。在訪談中，往往很難談論太多生活中的細節，唯有身歷其境，才能體

會箇中奧妙。 

 

研究過程的反省研究過程的反省研究過程的反省研究過程的反省 

並不是所有受訪者都能完全理解我的研究意圖與想法。大多數的人對我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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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僅止於「我在做研究」，對我的研究意圖與構想或許存有疑惑，仍然「存而不

論」。但也有人以直接或委婉的方式表達出「不懂這有什麼好研究的」，或是以開

玩笑的語氣說「我沒有好好照顧自己」之類的話。然而這些被認為微不足道的個

人經驗，正是我想要探討的常民隱微知識。因此在訪談中，我盡可能地釋出開放

與誠懇的態度，「扮演」一個低姿態、所知有限、亟需受到幫助的學習者，表現

出高度的興趣聽他們的故事，讓他們覺得自己的生活經驗是值得說的、有人願意

聽的。我期待受訪者能以開放性的敘說，侃侃而談他們的經驗，我在訪談過程中

盡可能不表態，不評論，但會適時揭露自己的一些經驗，讓對話得以繼續甚至更

深入。尤其，當他們短暫地沉默、似乎「有口難言」而在思索適當語句、或是試

圖反駁我的當下理解時，我認為這格外有意義。我不會打斷他們的思考，而是空

出一段時間，讓他們的敘說可以持續下去。這有助於我釐清受訪者的故事脈絡。 

然而，這並不意味我就能扮演好一個客觀、冷靜、寬大包容的研究者，能毫

無保留地接納受訪者，而受訪者與我的關係是穩定的，好像一切都在我的掌握

中。不論在訪談中、還是在日後的互動中，受訪者和我的關係是變動不定的（研

究關性和朋友關係似乎很難切割清楚），我們對彼此的認識和感覺也會有些轉

變。我會對某些人的「說教」
21
感到不以為然，也會對某些人的自憐自艾感到不

耐煩。尤其在日後的互動中，我有時也會表現出不認同或被冒犯的感覺22，或是

單純地（因為我當下的處境和情緒而）不想理人。同樣地，隨著日後的相處，有

些受訪者對我也不會像初識時那樣「客氣」
23
。 

在與受訪者的後續日常互動中，當聊到與論文主題有關的話題時，「要不要

追問？」成了我一個常常猶豫的問題。因為我們是以朋友的方式在相處，一般朋

友的聊天不會那麼「圍繞在某個主題上」，如果追問下去就顯得非常刻意。因此

我當下選擇不刻意追問，但日後如果有機會的話，會在其他對話中試圖釐清他的

                                                 
21 我常常被說我的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而且有些年紀較大、或帶原較久的受訪者，容易

覺得我是涉世未深的小弟弟。甚至有人曾對我開玩笑說：「你應該要出去多多被污染一下！」 
22 曾有受訪者拜託我幫他向老闆請假，說他身體不舒服需要休息。我幫他請了一次、兩次，到

了第三次，我卻反而被他老闆罵（老闆把氣出在我頭上）。後來他辭掉工作，有一陣子工作不

太穩定，甚至向我借錢，我因為無法負擔而拒絕他。我曾經懷疑他身體並沒有那麼不好，因為

他還去健身房、一直上網認識朋友、甚至跑去參加轟趴。我當時感到一種被欺騙的感覺。 

至於我如何評估他的故事的可信度呢？我認為這是他的社會處境使然，他的工作不穩定、健康

狀況又有問題，在這樣的處境下，人都會發展出一套「自保」之道。他或許認為我會是一個潛

在的資源提供者，因此他必須在我面前進行「印象管理」，以搏取同情、或至少避免受到批評。

因此，重點不在於他說的話可不可信，而是在於我有沒有試著理解他的處境，試著理解他為什

麼這麼做。 
23 例如，我曾和一位受訪者說了我去轟趴「參與觀察」的經驗，卻被他唸了一頓：「你瘋了嗎？

你不知道我就是這樣中（感染）的，你沒有必要冒那個險吧！」然後他問我起床後會不會頭暈，

又提醒我多喝果汁和牛奶促進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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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例如有受訪者提到他去三溫暖發生不安全性行為，他是以閒話家常的方式

在分享最近發生的事，因此我當下並沒有追問「那你不怕被傳染其他的嗎？」但

是，日後有兩段其他的對話似乎可以猜測他的意向：「最近好像很多人口交就中

了梅毒...但我還是照吹」、「你真的覺得一次就會中嗎？」。 

同時，我的「身份」是在互動中不斷協商出來的。有受訪者在訪談前好奇我

的研究動機：為什麼要研究這麼污名的議題？有趣的是，沒有一位受訪者主動問

我是不是感染者；更多人好奇的是：你是男同志嗎？似乎只要宣告我是男同志（而

不見得是感染者），就取得了從事這類研究的某種正當性。我的男同志身份以及

生活習性，讓我與受訪者共享了某些生活風格與價值觀，並得以深入一些一般人

難以觸及的生活場景。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那麼我的田野經驗就不只侷限於這

幾個月，而是從以前延伸到現在，漫步在許多片段的生活場景與經歷中。 

幸運的是，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願意侃侃而談，這可能與我表露了我的男同

志身份有關，受訪者覺得「我們」共享了一部分的生活世界。我的身份在一開始

時，只是單向的「告知」：我是一個研究者，並且是個男同志。而在一段持續互

動與協商的動態過程中，我的身份逐漸有了變化。在互動過程中，我適度地表露

自己想法與經驗，讓他們在過程中持續認識我、並藉此確認這些話題可以繼續下

去、而我「聽得懂」他們在說什麼。或許他們因此而願意向我吐露更多的故事。 

如此一來，或許我與受訪者們並沒有想像中那麼不同。然而，畢竟我不是（至

少到目前為止不是）個感染者，我沒有被當成一個感染者對待，也沒有切身體會

過感染者的病苦，不知道感染者在吃藥、就醫、或是社會生活（尤其是性生活）

中會有些什麼考慮與困難。有一次一個朋友和我說：「我最近 CD4 掉了兩百。」

我問他：「那現在是多少？」他說：「七百多。」我沒有多加思考地就直覺地回他：

「很高啊！」乍看這個數字—七百—很高，然而我當下並沒有意會到，對一個感

染者來說，真正擔心的其實是「掉了兩百」。掉了兩百，會成為之後的趨勢嗎？

我的 CD4 會不會就這樣一路掉下去？ 

甚至，當有受訪者和我說他最近的不安全性行為時，我內心也感到十分複

雜：我到底是當作茶餘飯後話題聽聽就好，還是我要憂心呢？那萬一他遇到的性

對象是我呢？身份界線總是如影隨形，無所不在。正如 Liebow 身為一個白人男

性，在研究美國內城區貧窮黑人男性的生活經驗時，以「鐵絲網」傳神地比喻這

種身份界線：我們看得到彼此，但其實是隔著鐵絲網的縫洞而看到彼此，而且我

們都忘了我們是隔著鐵絲網看著彼此（黃克先譯，2009：189）。 

「跨越界線」是田野工作者共同的焦慮。在研究過程中，我一直在質疑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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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到底付出多少努力去貼近他們的生活？」這其實是我面對我自己的質疑，而

不論受訪者到底是否接納我。雖然如此，我認為「跨越界線」仍是有意義的。這

種「跨越」不只是理解感染者的處境，更是試圖貼近、體會他們的感受與心態。

我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中，逐漸感受到我被貼上一個標籤：「準感染者」。當朋友

知道我去過三溫暖之後，一直提醒我：你這樣遲早會得（HIV）！但一些受訪者

會覺得我這樣更貼近他們的生活，甚至有受訪者邀我和其他感染者朋友一起出去

吃飯，他說：「本來是不會找其他人啦。不過反正你跟 H（感染者）一樣愛玩！」

甚至我也曾經歷到在面對可能交往的對象時，要不要告知對方我在做這方面的研

究的內心掙扎，我無法預期對方會怎麼看我。處在一個「準感染者」狀態，我好

像比較能體會感染者的心情。 

我和受訪者都是男同志，彼此都是可能發生情欲的對象。在男同志文化中，

情欲流動是相當開放與豐富的，因此我與受訪者如果有可能發生任何形式的情欲

交流，完全是相當平常而見怪不見的事。研究關係不是真空的，而是在實際生活

中互動出來的。隨著我與受訪者後續的日常互動，我們可能仍是單純的研究者與

被研究者關係，也可能成為朋友，或是發生情欲的互動。情欲也許是促進關係的

一種可能，當兩個人的生活圈沒有交集的時候，可以是一種將兩人關係拉近的趨

力。然而，我不認為這會對我的研究產生任何負面影響：因為「性」在我的研究

中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主題，我在這個過程中，更能夠理解一個感染者在情欲、性

實作、或親密關係中的處境與心態。我也不認為這必然會有倫理上的問題，因為

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會以取得某部份的資料為前提，而與受訪者發生性行為。 

我處在公衛政策的學術系統中，與昆明院區維持薄弱的關係，並曾參與民間

愛滋團體的工作。但說起來，我在公衛—醫療系統中的位置是邊緣的，因為我不

是任何專業人員或政策執行者。然而，我認為這對我反而是加分，因為我並不是

以「專家」的身份出現在受訪者面前，我們之間沒有不必要的隔閡，受訪者在和

我說話時不需要顧慮些什麼，不需要說一些預期我認為「正確」的事（例如有乖

乖吃藥、性行為有戴套等）。然而，受訪者中年紀最小的一位，有時會問我一些

問題，例如他最近 CD4 降低，會不會怎樣？最近喉嚨有點痛，是不是免疫系統

有什麼問題？我發現當我使用 CD4—病毒量論述來解釋他的狀況時，可以讓受

訪者感到安心與可信，尤其是對一個初得知感染不久的人來說。然而，這讓我警

覺到我有可能成為一個「專家」，從此我就可能再也聽不到受訪者真實的聲音。

因此，我通常會先問他：那你怎麼想？你覺得怎麼做比較好？在這個過程中，我

試圖維持一個朋友的方式，和受訪者一起討論出一個解釋或作法，並讓他覺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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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人陪他一起面對的。我認為研究者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做一個純粹的觀察

者，尤其是在面對一個個真實的生命處境時。 

甚至，我也面臨了這樣的窘境：面對一個個受訪者的生活困境與病苦經驗，

我卻無能為力。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雖然我的狀況沒有比他們糟，但也只比他

們好一點點而已。或許某位受訪者說的對，我比較「幸運」吧。 

總之，我處在一個微妙的位置，是一種介於局內與局外之間的模糊地帶；也

許這是個尷尬的狀態，但我也因此取得一個特別的視角，而能生產出有別於專

家、感染者和一般男同志的不同理解。至於這是好還是不好呢？我想，很難有個

定論，只能說這是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在我的位置不斷變動、身份不斷協商

的過程中，在我的認識路徑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我在此時此刻取得了一個階段性

的理解。這個階段性的理解，或許可以開啟往後和醫衛系統、感染者、以及男同

志社群的對話，並持續不斷再生產新的理解。 

因此我想，現階段的我只能經由書寫，才能產生務實的回饋。我希望能寫出

一篇讓感染者有共鳴、非感染者也能理解的論文。我認為在研究過程中對受訪者

最具體的回饋，就是讓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有機會回顧、組織起他們的生命史，

將自己過往走過的路做一個階段性的整理；有受訪者在看到自己的訪談逐字稿之

後，和我說：「看自己的逐字稿真好玩！」。 

在論文成型的過程中，我也試著有一些實踐。我參與「性別與健康工作坊

24」、「愛滋與社會研討會25」、以及同志諮詢熱線的「愛滋愛滋亮晶晶」講座26，

並允諾將研究發現的簡要版張貼在拓峰網上。我也私下得到一些感染者、關心愛

滋議題的男同志、醫院和民間愛滋團體的工作者、以及幾位醫學系、護理系和公

衛系學生的回饋，這些回饋都有助於我在研究過程中的思考。我期待本研究能有

一個最重要的價值，就是將感染者的個人處境放到公共層次的議程上，並試圖開

啟醫衛社群和男同志社群內的對話，不再將感染者的經驗當作「眼不見為淨」的

他者經驗。 

更重要的，我希望本研究能夠經由受訪者的經驗與觀點，提供那些剛驗出陽

性不久的「初感染者」一個關照自身處境的起點，在看到受訪者的過往生命經驗

之後，能夠找到一個帶病生活當中的「自在之道」。 

 

 
                                                 
24 2010年 4 月 30 日，長庚大學。 
25 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主辦，2010年 7 月 31 日，台大社會系館。 
26 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主辦，2010年 11 月 28 日，台北晶晶書庫。 



 

 28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章章章章   感染者的醫療實作感染者的醫療實作感染者的醫療實作感染者的醫療實作 

 

「醫療實作」在本研究中，泛指與醫療活動有關的病患27行動。儘管高效能

療法發明並引入台灣（並由國家全額支付藥物與檢驗費用），然而目前 HIV 仍無

法治癒，只能依靠藥物治療來抑制病毒複製；隨著帶原者存活時間愈長，HIV 帶

原成為一種長期慢性化的疾病狀態。因此，帶原生涯中與治療有關的實作，是

HIV 感染者自我照顧經驗的一個重點面向。 

HIV 帶原者的醫療活動包括抽血檢驗與服藥。醫療系統關注的是病患的病

況，是從服藥順從性與 CD4 和病毒量數字來理解疾病過程與病患行為；而與治

療活動有關的病患實作，是從病患的社會處境來理解他們的「工作」（work），包

括在實際生活情境中如何執行服藥、如何看待 CD4 與病毒量數字、以及治療決

策過程中的病患行動。我從感染者日常生活中的實作軌跡，來探討這些治療性自

我照顧的「工作知識」（work knowledge），這些工作知識不只從每日的生活實作

而得，還必須考慮到醫療系統對病患行為的期待。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診斷機緣與治療決策診斷機緣與治療決策診斷機緣與治療決策診斷機緣與治療決策 

驗出 HIV 陽性，是帶原者生涯的開端。在探討病患的治療性實作之前，有

必要先就他們如何「成為帶原者」的過程，做一個背景的說明。 

診斷機緣診斷機緣診斷機緣診斷機緣 

感染者的帶原生涯，從驗出陽性那一刻開啟。每個人驗出 HIV 陽性的情境

各不相同。他們各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得知自己成為感染者呢？ 

他們剛好在西門町做匿篩，我是覺得反正就去看看。因為那時候醫療院

所他們會到同志比較聚集的地方去做匿名篩檢嘛，我就想說反正就給他

驗一下血啊。就也是一時興起。（小韋，20081218） 

小韋的經驗是一種典型。「男性間性行為者」向來是國家愛滋篩檢政策中的

一個標的對象，也是一個在流行病學中被界定的「群體」。邱伊翎（2006）探討

                                                 
27 在往後的章節中，我會視不同的語境，交替使用「感染者」、「帶原者」、「病者/帶病者」、「病

患」等詞。「感染者」是一般性的簡稱（HIV 感染者）、或是指涉一個傳染病主體。「帶原者」

或「病者/帶病者」則是就一個慢性病生涯中的身份而言。「病患」則專指在醫療系統內的身份

（這與一般常見的用法不同，一般稱「病患」者是指處於發病狀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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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愛滋篩檢制度的形成，從高風險群的界定、治理網絡的形成、到篩檢技藝的

實際操作，在這樣的風險治理中，肩負公衛任務的昆明院區，成為佈署治理網絡

的一個行動者。同時，男性間性行為者成為篩檢主體，而篩檢成為一種身體化的

自我技藝。篩檢主體必須主動參與，這樣的治理才有其有效性。 

那麼男性間性行為者這一「群體」如何被找到呢？男同志聚集的西門町紅樓

南廣場商圈，如同其他男同志酒吧、三溫暖、二二八公園等地點，成為公衛系統

能夠接觸到這群人的實體空間。但執行篩檢的機關，不可能強制所有參與在這個

空間中的人進行篩檢。參與篩檢的人必須具有一個「篩檢意識」，除了基於自身

經驗—有過不安全性行為，而判斷自己是否需要篩檢外，亦必須接受自己是一個

「高風險群」中的成員。小韋看似在一個因緣際會的偶然下「一時興起」去篩檢，

實則由於紅樓商圈被納入治理空間，而他也參與了其中。小韋在這樣的機緣下進

入篩檢機制，開啟了他的帶原者生涯。 

像小韋這樣「偶然」篩檢出陽性的人並不多。本研究中的所有受訪者，都是

經由不安全性行為而感染 HIV，因此在認知上，大家或許都知道自己「應該」去

篩檢，也或許都意識到自己是高風險群的一員（因而或許也會有意識地定期去篩

檢）。「定期篩檢」是公衛系統的期待，是一個「為自己負責」的男同志應該有的

作為。然而我發現，真正能夠「負責任」地主動定期做篩檢（並由此被驗出陽性

者），在本研究的受訪者中，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真實情況是：所有受訪者都是經由生活當中的某個具體事件，才驗出了 HIV

陽性。一個常見的開端是，由於那陣子有過不安全性行為，而起了去檢驗 HIV

的念頭；但通常會搭配其他事件，例如身體出現異狀，才真的去做檢查。 

小林在 2007年之前，會因為自己發生過不安全性行為而去檢驗 HIV。他在

2007年底檢驗結果為陰性，然而 2008年 9 月開始感冒，持續三個月遲遲無法痊

癒，還有嚴重的鼻竇炎，看醫生吃藥也沒用。阿特也有類似的經驗，他在驗出陽

性前的三個月，發生不尋常的結腸潰瘍，而且很容易反覆出現蕁麻疹和類感冒症

狀，流行性感冒也幾乎無法倖免，同時還有龜頭潰爛的狀況（後來證實是合併感

染梅毒）。阿特和小林都是因此才決定去檢查 HIV。值得注意的是，有兩個條件

促成他們採取了「篩檢」行動。首先，他們必須先意識到自己有可能感染 HIV，

也就是說，「我」是一個男同志，「我」有發生過不安全性行為，因此構成「我」

考慮去檢查 HIV 的動機。再者，一個具體的事件成為觸媒，就是他們出現了不

尋常的身體病症，讓他們懷疑自己有可能是因為免疫功能出問題，所以感冒一直

沒痊癒，而決定去檢查 HIV。他們經由具體的身體病症而出現一個「疾病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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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導向一個尋求解釋的行動—即檢驗 HIV。 

阿威的故事則呈現一個稍微不同的路徑。他在大三升大四那一年暑假得知自

己感染 HIV。他是如何得知的呢？ 

威：我媽比我先知道的。 

我：啊？ 

威：因為我媽是瞞著我，帶我去做檢查的。 

我：為什麼？ 

威：因為那時候是淋巴結腫，我從小就有，可是有一陣子我腫得特別

大。我大三那一年就特別嚴重，那時候我有養貓。其實那時候好像就是

因為貓的弓漿蟲
28
，一種寄生蟲，的感染。剛開始是去長庚看，那時候

是往血液腫瘤科去看、去診斷，然後也做了切片檢查，然後醫生就說我

是弓漿蟲的感染，然後就跟我媽講說叫我不要養貓了，把貓送給別人。

然後就照做啦。可是後來就還是都沒有好轉，然後我媽就去問...不知

道她去問朋友還是問什麼，就間接透過朋友，然後知道中壢一家醫院...

我忘記那家叫什麼了。然後反正就是那個醫生蠻細心的，他就覺得年紀

那麼輕，怎麼可能被感染這個，因為會感染弓漿蟲一定都是抵抗力比較

低的人。然後他就問我媽說我是不是 gay，我媽就說是，他就說：那妳

要不要讓你兒子先檢查看看是不是 H。我媽那時候沒有什麼心理準備，

有點被嚇到，可是還是跟醫生一起瞞著我，帶我去做抽血。然後就那一

天，我記得我還在台中醫院，她就打電話來說她已經到台中了，她要帶

我馬上過去做檢查。我說有沒有那麼急啊，她說她看我這個都沒有好，

她不放心。然後就這樣子。所以檢查出來之後，她比我先知道。後來就

去長庚，然後我們要進診間之前，她有先跟醫生聊了一下，我就覺得有

鬼。所以就是我還在診斷的時候，就趁我媽還在跟醫生在聊的時候，然

後就拿我自己的病歷進來，就看到了。（阿威，20090414，底線為我所

強調） 

在這段戲劇化的過程中，具體的身體病症—同時也是不尋常的、少見於一般

人的、而且一直沒有好轉—促成一個尋求解釋的行動。然而不同的是，阿威並非

基於一種「高風險群意識」而自己主動去檢驗 HIV（他是被瞞著去檢查、事後才

得知的），而是由他的媽媽（知道兒子是同志）、以及敏感到病患可能是個男同志

的「細心」醫師，這兩個關鍵他人的行動，使他的感染事實在醫療過程中被確認

了。但相同的是，不論是主動去檢查、還是被動驗出，「男同志」都是一個明顯

的判斷項目，都在診斷實作中被使用。 
                                                 
28 弓形蟲（Toxoplasma gondii）是一種細胞內寄宿的原蟲，貓科動物是主要宿主，免疫功能不全

的人可能會引發相關症狀，包括淋巴結腫大、倦怠、發燒、黃疸、甚至腦膿瘍。資料來源：衛

生署疾病管制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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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威的弓漿蟲感染，是免疫功能低落時的伺機性感染。另外有一種情形，是

因為「共病」而連帶驗出 HIV 陽性。阿兵因為感染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而導致陰莖出現「菜花」症狀。在臨床上，菜花、梅毒和 HIV 都

是常見的合併傳染疾病。不論伺機感染或共病，他當時同樣是因為身體出現明顯

的病症—「菜花」，去醫院尋求醫療的過程中，跟著一併驗出 HIV 陽性。 

阿祥在 2002年夏天驗出陽性，而他男友還是繼續和他交往，「他就說他沒有

關係啊，他不會怕啊」。阿祥叫男友去驗 HIV，但男友一直不願意，「也許他也會

怕啦，就算驗出來，你說要追究誰傳給誰嗎？那個我們都避而不談，因為沒有意

義啊」。除了怕面臨關係的考驗外，男友的就醫習性也是他不願意去驗的原因。「他

年紀比我大很多，又是那種很怕醫生的，他以前也是只要感冒，吃了一次藥，好

了，後面的藥都不吃了。他就是那種個性啊，不喜歡醫院」（阿祥，20100311）。 

他男友在 2008年出現發燒和淋巴結腫大等症狀， 

一直沒好啊。那我就覺得徵兆不對，可能要發病了。然後就跟他講，他

又死皮賴臉（笑），又不想到 X 醫師這邊來看。那他就有一些朋友帶他去

一些診所啦、地區醫院去看，可是一直沒看好。我就跟他講這樣不行，

我前一天這樣跟他講，隔一天那個診所的醫生又跟他講：「我可以幫你控

制發燒，可是你這個狀況還是要到醫院去」。我們一前一後這樣講，他才

妥協說好吧。所以我就安排 X 醫師這邊，掛完號、然後去看一下，然後

就直接住院，而且住進去是隔離，因為醫生覺得那個狀況不對。後來驗

出來是肺結核。然後就隔離一個月，順便幫他驗愛滋，然後就確定他有

感染。（阿祥，20100311）29 

這種到了「發病狀態」（即 CD4 低於 200）才去就醫的情形，在醫療上統稱

為「延遲診斷」（羅一鈞等，2008）。阿祥的男友、小林和阿特都是這種定義之下

的「延遲診斷」個案。為了避免延遲診斷的狀況發生，公共衛生上的解決方案是

「早期診斷、早期治療」。如何早期診斷呢？就仰賴個人主動地定期篩檢—關心

自己健康的「負責任」作為。然而我們可以看到，阿祥男友、小林和阿特都是經

由身體病症的發生，才意識到疾病威脅，而後才尋求醫療處置；阿祥男友還有另

外的顧慮，導致他不願早期診斷：不願面對可能的（已感染）事實、相應而來的

親密關係的考驗、以及對於醫療體系感到抗拒的「個性」。直到阿祥和診所的醫

                                                 
29 很可惜的是，阿祥的男友不願意接受我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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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同時提出警告，男友才真正「意識」到疾病的嚴重性，才「甘願」就診。因此，

生命史中的經驗習性（抗拒醫療）、對於疾病事實落定的潛在焦慮、親密關係的

變數，共同交纏，讓他即使知道阿祥是感染者、而他自己也可能是感染者，還是

遲遲不願面對「現實」。 

除了身體病症外，當時的社會處境也可能是一種診斷機緣。前面提到阿特因

為結腸潰瘍、蕁麻疹、類感冒症狀、龜頭潰爛等問題，加上那陣子有過不安全性

行為，而去做檢驗。但還有一個關鍵的原因： 

因為我認識了現在這個 BF
30
，那時候在思考要不要跟他交往的問題。那

時候因為身體一直不好，然後想說 OK，如果確定要跟這個 BF 交往的話，

應該身體狀況的部份也要很明白地讓對方知道...要給自己健康一個交

待。（阿特，20100417） 

這裡涉及了一個社會關係中的考量。除了不尋常的身體症狀引發疑慮，同時

也因為期望和心儀的對象發展交往關係，因此要給自己也給對方「一個交待」，

即一種責任的考量。這是在一個具體的社會情境中，不得不面對的「選擇」，而

檢驗 HIV，成了一個具體的作為，反映的是一種關心自己、同時也關心他人的態

度。因此他「選擇」在交往之前，在醫療上正式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態。 

阿特的情況，是在開始一段親密關係之前的考量。阿中則是在關係當中，因

為當時男友驗出陽性，而自己也在 2001年底時跟著驗出陽性。 

那時候因為我的男友生病，一個月的時間都查不出來原因，甚至到走路

會喘、夜間盜汗、什麼什麼的。因為跑了幾家醫院都檢查不出來，肺啊、

心臟啊，斷層、超音波，都沒問題啊。後來才鼓起勇氣問醫生有沒有驗

這一項(愛滋)。因為我們一開始原本以為做血液篩檢就有驗愛滋，可是

後來才了解說，喔原來不是，愛滋是要另外特別驗的，那必須跟醫生提

說，他們才會幫我們做這個檢查。因為醫生通常來說不會幫病人想到那

一塊，除非是所有的檢查都做完了，然後還找不出來原因才會。或是（愛

滋病）指定醫院的醫生可能就比較有經驗，那一般不是指定醫院的醫生

可能就不知道。所以我們才會主動問醫生，然後醫生才叫我們來台大做

檢查，那他就確認是啊，確認是就住院啊。那他既然確認是了，醫生也

會叫我要抽個血做檢查。我第一次檢查，測不出來，就無法判定，然後

                                                 
30 BF，男朋友（boyfriend）的簡稱，男同志文化中普遍用來指稱伴侶的字眼。有時也直接簡稱

為 “B” （例如「我 B」就是「我男友」的意思）。 



 

 33

醫生就叫我直接做病毒量的檢測，所以我前後大概花了一個多月才確認

我有感染。 （阿中，20100302，底線為我所強調） 

同樣是有具體的病症出現，同樣是百思不得其解的狀況，同樣是一個尋求解

釋與處理的過程。不同的是，阿中是因為一個關鍵他人（男友）而參與了這個過

程。並且不同的是，阿威的感染事實是在媽媽與「細心的醫生」共同主導下而被

動確認，而阿中與男友則是在當時一般醫院不具備這樣的「敏感度」，只以醫療

技術導向—所有的檢查都做了，還找不出原因—形成一種「不尋常」的情境。因

此阿中與男友基於一種「意識」—身為男同志的感染 HIV 可能性—而主動到愛

滋病指定醫院去尋求確認與處置。 

阿盛的經驗則不盡相同。他因為懷疑當時的男友可能有 HIV，覺得自己可能

被傳染，而自己去做了檢查。檢查出來，同時感染 HIV 與梅毒。他當時並沒有

出現身體病症，但是在與男友的互動過程中，起了疑心，並意會到自己可能感染。

雖然與阿中的路徑相反，但同樣都是一個尋求確認的過程。 

除了經由親密關係的社會互動過程而得知，還可能因為其他外在的社會處境

而被驗出陽性。阿祥是因為當時換工作，「那時候從桃園回來台北（工作），那進

入職場工作都要做身體檢查，然後就發現我也感染了」（阿祥，20080421）。阿民

也是在相同的情況下被驗出。東東則是 2001年，在入伍時被驗出： 

新訓的時候，進到部隊新訓會再複檢一次，然後被驗出來，就被驗退。

就通知到我的家人，所以我全家都知道了（語氣加重），做得非常差。   

（東東，20100823） 

工作體檢、入伍體檢，這些「規定」，都是風險治理的社會佈署的一環。在

阿祥、阿民和東東的經驗中，他們是被動地接受自己成為感染者的事實。 

事實上，很少有人是因為定期檢查而驗出陽性。有些受訪者是因為複合的事

件而採取行動，像阿特同時是因為身體出現不尋常的異狀、發生過不安全性行

為、以及為了發展一段親密關係，而希望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態。有些人可能因為

單一的疑慮而去檢查，例如阿盛懷疑男友可能是感染者。總之，儘管各在不同的

機緣下得知自己成為感染者，但多數受訪者都是經由生命中的關鍵事件，而開啟

一個尋求解釋與處理的過程。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就醫地點就醫地點就醫地點就醫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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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的「就醫地點」，專指處理愛滋治療的醫療院所，感染者回診、抽血、

領藥之處。台北地區的愛滋病指定醫院共有 9 處，相較於其他縣市可能只有一家

指定醫院，台北地區可說是相當方便。 

本研究的受訪者，目前的就醫地點主要有兩個：台大醫院和台北市立聯合醫

院昆明院區。那麼，受訪者為什麼會在這裡就醫呢？完全是「選擇」的結果嗎？

有哪些考量呢？還是有某種機制讓他們「選擇」在此就醫？以下整理出幾個要

件，作為理解受訪者醫療利用情形的背景。這些要件彼此之間不必然無關或互

斥，而是受訪者在其過往經驗與生活路徑中做綜合的考量。 

 

（一）品牌 

阿民、阿特和阿祥的考量很類似，他們都在台大醫院就醫。阿祥提到「覺得

台灣目前醫療最好的就在台大，而且那個醫生是第一把的」（阿祥，20100311）。

阿民也表示，覺得台大的醫療水準是最好的，而且如果以後有遇到什麼相關病

症，都可以在台大醫院院內處理，不必再轉院。另外，阿威和小韋認為昆明院區

是專門醫院，「是我覺得目前這樣看診下來，是經驗裡面算最好的，因為畢竟這

邊是專門給感染者看的，我覺得有差。」（阿威，20090414）「以前本來就是性病

防治所，所以本來就對這方面比較專長。」（小韋，20081218）。如果身體出現相

關病症，小韋表示，昆明院區可以轉診到和平院區，而且昆明院區的醫師有「一

些門路」，可以安排和平院區的友善醫師來診療。 

因此，受訪者在最初選擇就醫地點時，對於台大醫院和昆明院區醫療水準的

判斷，並沒有清楚的指標評估，而主要是就一種「品牌」的感受來決定。至於選

擇看哪一位醫師，是在進入帶原生涯後才會考量的，受訪者可能經由網路或病友

團體的打聽、交換訊息，而考慮掛特定醫師的診（但也必須同時考量該醫師的門

診時段）。例如阿保就是在來到台北工作後，打聽到台大醫院某位醫師素有好評，

而選擇去看那位醫師的診。 

如果在一開始得知感染前後，身體就已經出現病症了，感染者也可能傾向尋

求某位名醫的治療，例如阿特。 

有些受訪者，例如小韋，在驗出陽性時就是看某位醫師的診，「那個醫生還

蠻認真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小韋，20081218）。他並沒有特

意去打聽哪個醫師比較好。一開始對那位醫師的主觀感受與評價，決定了小韋固

定看那位醫師的習慣。 

隨著受訪者的帶原年數愈久，而且身體狀況穩定的話，每次回診都只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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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4 與病毒量報告，拿的藥也都固定，因此，基於醫療水準或品牌而選擇醫院、

甚或選擇醫師，就變得不是那麼首要的考量。阿奇在開始服藥前曾經因為伺機感

染而住院，接受台大醫院某位名醫師的治療。出院並開始服藥後，身體狀況漸趨

穩定，藥物組合也沒換過。對於現在的他來說，去台大或去昆明，並沒有太大的

差別。 

 

（二）以往的就醫習慣 

阿民表示他從以前就習慣到台大醫院看病，因此後來感染 HIV 也就選擇在

台大醫院看診。東東則說「以前就會長痘痘啊，或什麼有的沒的毛病，都會習慣

去台大看，因為我以前高中的時候就習慣跑去台大看醫生」（東東，20100823）。

至於昆明院區是性病專門醫院，受訪者中沒有人因為之前的性病而「習慣」去昆

明院區就診。 

 

（三）就醫環境感到安全 

    因為台大醫院的感染科「藏在」一般內科裡面，所有掛內科的病人都在同一

區塊，這讓阿布覺得不會被標示而感到安心。昆明院區則因為必須通過一樓的中

醫院區，而且二樓的掛號、候診區是類似樓中樓式的半開放空間31，讓阿布感到

有曝光的疑慮（阿布，20100318）。 

 

（四）方便 

台大跟榮總對我來講沒有比較近啊，昆明坐捷運就會到了，比較近。榮

總就比較遠，就到天母那邊去了。（小韋，20081218） 

就在這邊工作啊，那我想說每次都要回去桃園很麻煩，因為我後來就在

台北工作，我想說每次這樣又要請一天假，很麻煩。也怕同事猜啦。

（阿威，20090414） 

對小韋和阿威來說，昆明院區除了「品牌」外，還有一個明確的考量：

地緣可近性。工作、就學、常住地點等生活路徑，是選擇就醫地點的重要指

標。但台大醫院與昆明院區都在交通便利之處，那麼除了品牌和方便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考量呢？ 

                                                 
31 昆明院區已於 2010年 6 月將看診區移到三樓，相較於二樓來說是較為隱密的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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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台大其實也可以，也是有捷運到沒有錯，可是台大那種...不知道

欸，感覺上醫院太大，就覺得不像昆明這麼簡單，就上二樓、然後掛

號、候診，你會感覺就是集中嘛。（小韋，20081218） 

台大醫院因為是醫學中心，院區龐大、流程複雜，對於初次就醫、不熟悉院

內情況的人來說，會覺得不是那麼「方便」32。昆明院區相對單純，掛號、抽血、

看診、拿藥，所有醫療流程都集中在同一處處理。流程上的方便性，也成為小韋

選擇昆明而非台大的主要原因。 

此外，時間上的方便性也是主要考量。昆明院區在週二晚上有夜診，是許多

上班族選擇回診的時間。像阿威這樣常常晚上七點以後才下班的人來說，他可以

先在網路上掛號，然後週二下班後去看夜診，而且也免去需要請假而「怕同事猜」

的麻煩。小韋雖然累積了很多假可以請，但他還是選擇週二掛夜診，避免公司請

假流程上的麻煩。許多公司請假時會要求單據證明，而昆明院區的收據和藥單還

是會出現「敏感」字樣（阿威，20090414），造成感染者請假上的困擾。33 

東東之前有工作時，選擇固定看週二某位醫師的夜診。後來那位醫師因為太

忙，週二夜診換成別的醫師。但他由於白天工作的關係，還是選擇了週二夜診時

段，而不是選擇醫師。 

另外，台大醫院有些醫師會開放「早診」，就是上班時間前的時段，「先到先

看」，方便一些感染者在上班前可以去就診。 

 

（五）診斷機緣 

許多受訪者後來就醫的地點，與其「診斷機緣」有關。例如阿中因為男友到

台大醫院就診，隨後在台大醫院驗出陽性，日後也就固定到台大醫院回診。阿祥

的男友因為一開始需要治療肺結核，而由阿祥帶到台大醫院驗出 HIV，並接受一

位（在 HIV 合併肺結核問題上的）權威醫師的治療。阿兵則是因為同時需要治

療 HIV 與菜花，所以選擇在昆明院區一併治療。 

東東的情況較特殊，他在入伍時驗出陽性後被驗退，後來為了躲避家人的壓

力，遠離家裡到台南念書，因此「中斷就診」6 年。回到台北後，有一次他陪一

                                                 
32 我有一次陪一位受訪者去台大醫院回診、並同時處理他的發燒腹瀉問題，折騰我一整個早上。

台大醫院院區大、病人多，光是排隊、候診時間不說，流程也十分複雜，而且掛號、候診、抽

血、拿藥都在不同地方，對於我一個不熟悉的人來說，一個早上下來感覺相當狼狽。 
33 收據上會出現「病名」。另外，藥單上的藥名或許很少人會認出是 HAART 藥物，而可以用藥

單請假，但阿威表示「秀那個金額一定就是兩三萬這樣子，其實也蠻可疑的欸」（阿威，

2009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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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感染者朋友到昆明院區回診，於是他後來也選擇到昆明院區「回診」。 

小韋在某次「一時興起」時，接受了昆明院區在西門紅樓的外展匿名篩檢，

「他就講說，如果你有問題的話就打到昆明院區去詢問」。昆明院區是同時兼具

防疫任務的醫療單位，外展篩檢也是重點業務之一。篩檢之後，確診、辦理醫療

卡、就診、追蹤，通通都在院區內處理。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小韋「理所當然」

地就在昆明院區就診了。34 

 

治療方案的決策過程治療方案的決策過程治療方案的決策過程治療方案的決策過程 

HIV 的治療方案，即 HAART 藥物組合。治療方案的決策即：要不要開始吃

藥？如果要吃藥，那麼藥物組合是什麼？治療方案的決定，有其醫學上的原則。

但在此我要進一步探討：就一個病患的立場，在服藥上會有哪些考量？在治療決

策過程中，病患如何行動？ 

 

（一）要不要開始吃藥？ 

其實在那時候要開始吃藥，我很猶豫，因為一吃藥就代表我正式成為病

人。（阿祥，20080421） 

感染者在面臨「要不要開始吃藥」的關鍵時刻，內心其實是相當掙扎的。因

為一旦開始吃藥，往後的日子就必須每天吃藥、幾乎不可能停藥。並且如阿祥所

言，一吃藥就代表了正式成為病人。因此，「開始吃藥」是帶原生涯中的重大事

件，也是感染者生命史中自我認同的一次重要轉變。 

我們先來看看在醫療臨床上，如何評估感染者需不需要開始吃藥。在衛生署

疾病管制局 2010年最新出版的《愛滋病檢驗及治療指引》中，建議病患在以下

情況為開始使用 HAART 藥物治療的時機：（1）CD4 淋巴球數低於 200 cells/µl，

不論有沒有出現病症，應立即接受藥物治療—這是一個明確的指標；（2）CD4

淋巴球數高於 200 cells/µl，但低於 350 cells/µl，「建議」病患開始接受藥物治療；

（3）出現任何愛滋相關病症者，這點需要經由醫師的評估35。 

必須說明的是，這是 2010年 10 月出版的最新指引，而本研究中的所有受訪

                                                 
34 如果讀者有興趣了解感染者「成為個案」的過程，請見附錄三。 
35 幾個被定義為愛滋病相關的臨床病症如下：細菌性肺炎；口咽喉、食道、陰道黏膜念珠菌感

染；隱球菌腦膜炎；隱孢子蟲感染；巨細胞病毒疾病；單純疱疹病毒感染；等孢子蟲症；禽型

分枝桿菌感染；微孢子蟲症；青黴菌感染；肺囊蟲肺炎；弓蟲腦炎；結核病；沙門氏桿菌感染；

帶狀皰疹病毒感染。資料來源：衛生署疾病管制局《愛滋病檢驗及治療指引》200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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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驗出陽性的時間，都是在舊版的治療指引時期。新版與舊版最大的不同，在於

CD4 淋巴球數介於 200至 350之間，是否為用藥時機。新版建議 CD4 低於 350

時，雖然高於 200，仍建議病患開始接受藥物治療。而舊版則保留了一個模糊空

間：「和病患討論治療的好處與壞處後，提供治療建議」。至於在臨床上，CD4

介於 200至 350之間，通常不會開始藥物治療，除非病患的病毒量高於十萬36，

或是已經出現病症。 

在這樣的治療原則下，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病患的議價空間。首先，（1）CD4

低於 200，（2）CD4 介於 200至 350之間、而病毒量高於十萬，或是（3）身體

出現「相關病症」、經醫師評估後認為需要開始藥物治療，基本上病患沒有選擇

的餘地。再者，CD4 介於 200至 350之間、而病毒量低於十萬，或是 CD4 介於

350至 500間，但病毒量高於十萬者，醫師「可以建議」開始吃藥，而病患可以

「選擇」不開始吃藥。實際情況則是：只要 CD4 高於 200，而且身體沒有出現

明顯困擾自己的病症，通常病患都會試著「討價還價」。就病患的立場，開始服

藥的時間點愈晚愈好。 

以下我們先來看一個病患「沒有選擇、必須吃藥」的情況： 

威：因為我一開始發現的時候，CD4 已經掉到 230、240 了。然後醫生建

議就是要趕快治療。所以就開始吃藥。 

我：所以那時候也沒有想說要晚一點吃？ 

威：沒有啊。一方面也是有點 shock，一方面因為是我媽先發現的。所

以也沒有多想什麼，就醫生怎麼說就怎麼做。因為畢竟也不知道要

怎麼辦。有藥就吃啊。（阿威，20100306；底線為我所強調） 

就一個醫療上的原則來看，阿威因為出現弓形蟲感染、淋巴結腫大症狀，儘

管 CD4 高於 200，仍必須立即接受藥物治療，似無疑義。然而，我們試著就一

個感染者的角度，來看他面臨的情境。阿威是在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得知

自己感染，因此，他事先幾乎沒有充分的時間和機會得到相關資訊、並自己做判

斷。並且，他幾乎處在被動的情況，由醫師和媽媽主導整個確診及治療決策過程。

他也不熟悉整個醫療流程，幾乎只能完全聽從醫師的建議，沒辦法「多想什麼」。

可以說，在他的醫療身體（急性病症）與社會身體（被動地進入醫療流程）的雙

                                                 
36 在臨床上，病毒量低於十萬，都還算是可接受的範圍。如果 CD4 低於 350而高於 200，而病

毒量高於十萬，醫師通常會建議開始吃藥；也可能會再觀察一陣子，看病毒量會不會自動下降

（因為可能是急性感染期的暫時反應）。但在 2010年新版治療指引中，CD4 只要低於 350，不

論病毒量多少，都應該建議病患開始服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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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處境中，只能完全由醫療系統主導他的治療方案。在看不見醫療流程的全貌、

而且處在對未來茫然、不確定的狀態中，「也不知道怎麼辦，有藥就吃啊」。 

小林也有類似的經歷： 

我剛測出來的時候，CD4 只有 36，病毒量是十萬，所以我剛測出來就一

定要用藥了，沒有思考的機會。...一開始跟他（個管師小米）還不熟。

一開始就是傻傻的，因為我本來是匿篩嘛，elisa 驗出來，所以要做西

方墨點
37
，可是那個醫生說你還是要再做一次 elisa，然後我就說，喔。

可能剛好對話就被他（小米）聽到，他就來問我，然後就直接幫我做西

方墨點。那時候就是很緊張啊，腦袋一片空白，就看下一步要怎麼做。

小米那時候有問我，要不要等到過年後才開始吃藥？然後我就想說是有

那個顧忌，就是很傳統，大過年的不要吃藥。後來想想還是算了吧，因

為我根本就沒有辦法考慮要不要吃藥啊，因為 CD4 就是那麼低，很慘的

低啊。（小林，20100417；底線為我所強調） 

幾乎很宿命地，小林得無條件接受必須吃藥的事實。和阿威的境遇很相似，

當時他已出現明確的身體病症，而且 CD4 只剩下 36，「很慘的低啊」，根本沒有

任何餘地考慮要不要吃藥。當時的他「很緊張啊，腦袋一片空白」，任何人在這

種情況下，幾乎只能完全按照醫療系統的安排。值得注意的是，個管師幫他減緩

了他的焦慮，讓他可以不必再經過一次初篩，直接進入複檢確診程序；同時個管

師也考量到傳統習俗，告訴他可以有一個「有限度的選擇」，就是開始吃藥的時

間點，而他也「選擇」了立刻開始吃藥。（個管師是小林在醫療系統內重要的社

會資本，後面會再介紹個管師如何在小林日後的換藥過程中也發揮作用。但現在

這時候小林和個管師「還不熟」。） 

小韋和阿特的經驗也類似，他們在醫療系統的界定中，完全符合必須服藥治

療的情況38。但小韋的經驗有些峰迴路轉，他在剛驗出陽性時，CD4 只比 200高

一點，病毒量十九萬多，照理應該立刻開始服藥。但他當時剛好因為別的身體狀

況而開刀，醫師為了屏除這個因素，建議他再觀察看看，等三個月後再驗一次

CD4 與病毒量。下一次再驗時，CD4 回到接近三百，病毒量降到八萬。小韋認

為這或許是個趨勢，日後 CD4 會愈來愈上升，病毒量會自動下降，而開刀那時

只是個暫時的狀況。然而，再下一次驗時，CD4 又掉回快低於兩百，病毒量升

                                                 
37 Elisa是初步篩檢試劑，Western Blot（西方墨點）是確診試劑。個案必須經由 WB 複檢，才能

確認診斷為陽性。 
38 阿特剛驗出時，CD4 只剩下 64，病毒量高達 99 萬 6 千。這是我目前看過最高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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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十四萬。於是「醫生就說這樣不行，就要開始吃藥」（小韋，20100331）。儘

管小韋在過程中有個變數—開刀，讓他看似有轉寰的餘地，但基本上還是完全由

醫療系統主導他是否應該吃藥的決策；而構成他「必須吃藥」這個事實的機制，

是 CD4 與病毒量數字，加上醫師的宣判。然而，因為 CD4 仍高於 200，讓他還

是「選擇」了再觀察一陣子，而不是馬上吃藥。 

另一個不同的例子是阿中。阿中驗出陽性時，CD4 約 420，病毒量約一萬六

千多，所以單就治療標準來看，他還不用開始吃藥。然而，我們必須同時關注他

當時的社會情境，才能真正理解決策過程是如何形成的。 

因為前車之例，他（男友）已經住院住很久了，所以透過這樣子已經有

一些了解。也開始了解，噢原來不用馬上吃藥，知道吃藥的標準是什

麼。大概知道這樣子而已，很粗淺的。那時候醫生有問我，你要不要吃

藥，我那時候就跟醫生說，我想要等下一次驗血再看，因為那時候已經

知道可以這樣子延後，就想說好吧，就不要那麼早吃藥，試試看。那時

候根本也不知道自己會怎麼樣，只是想再給自己幾個月的時間，看看身

體的狀況怎樣。那醫生也就說好。事後就每四個月回診一次。（阿中，

20100302；底線為我所強調） 

在這段決策過程中，可以看到阿中的選擇空間較多。一個客觀的條件是 CD4

與病毒量數字；但同時因為他的經歷—因為男友住院時，他已經對 HIV 的治療

標準有了一些了解，因此當醫師問他要不要吃藥時，他決定再給自己一些時間。

同時可以注意的是，在那個當下，他也不知道之後的變化會是如何，只能「試試

看」39。處在對未來不確知的狀態中，「試試看」其實是許多感染者共有的心態，

是一種對未來命運的賭注。因為一旦開始吃藥就不能停了，更重要的是：一旦開

始吃藥之後，賭注的「籌碼」就變少了。 

阿奇在 1998年底驗出陽性（1999年初確診），直到 2007年開始吃藥以前，

CD4 都有 350以上，病毒量大概都維持在幾千。 

那時候就覺得，我不是很想天天都要吃藥，那我就覺得說我真的有要吃

藥嗎？然後我就看各種指數啊，加上一些綜合評估，就發現說，欸，好

像可以再看看。結果真的也一直都還沒有問題。（阿奇，20100330） 

當時的他甚至還向兩個醫師確認，「有兩個醫生的講法比較接近我的想法」，

                                                 
39 阿中驗出陽性至今已 9 年，還沒開始服藥。 



 

 41

於是更堅定了他還可以不必吃藥的信念。他並沒有馬上接受一個醫師的說法，而

是找了兩個「想法比較接近」的醫師來為他自己的判斷背書。看起來阿奇與其他

馬上接受醫療系統安排的受訪者不一樣，看起來他好像在決策過程中比較有主動

性。然而我們必須關注到阿奇所處的時間背景：1999年。 

治療標準其實變來變去的，那時候講 350，後來又變成 200。其實在台灣

啊，那個發病給藥判定的標準，還有驗血的次數，一開始是 3 個月或 4

個月驗一次，到後來又變成 6 個月，其實除了（國際）趨勢以外，也跟

醫療資源足不足夠有關。（阿奇，20100330） 

從阿奇口述的這段歷史中，可以看到愛滋治療標準的界定有其政治性。治療

標準涉及藥物預算，因為在台灣 HAART 藥物是由國家全額支付40；定期抽血檢

驗的費用亦是，因此檢驗的頻率也涉及預算分配問題。在當時，治療標準其實是

有的，只是在臨床診斷上仍然沒有一個定論，「CD4 介於 200至 350之間」這個

模糊地帶一直都是爭論的焦點。阿奇在這樣的模糊地帶中，找到一個能動的空

間，在醫學上對於「CD4 介於 200至 350之間」是否需要吃藥尚未有定論時，

他尋求兩個醫師的解釋，讓他在往後的 8 年中得以暫時免去每天吃藥的麻煩。41 

                                                 
40 愛滋治療與檢驗費用原來是由健保支付。2005年，立法院修改當時的「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防治條例」（2007年以後改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七條

關於治療與檢驗費用之規定，改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付。原因是立委認為健保財務已「雪上

加霜」，而且感染 HIV 是個人行為不當所致，不符合健保「風險分攤」的互助精神，而且愛滋

病已列為法定傳染病，本就應由政府編列預算支付相關費用（立法院公報，94 卷 6 期）。2006
年以後，感染者就不使用健保的重大傷病卡就醫（但一般醫療仍使用健保卡），而是改由疾管

局另外發給「全國醫療服務卡」。許多感染者戲稱為「VIP」。 
41 我們同時必須注意醫衛體制如何理解感染者接受藥物治療的「效益」。HAART 藥物如此昂貴

（2009年國家愛滋治療相關費用已達 18.4億元；每 1 名感染者的醫療費用約為 15 萬元），國

家為什麼願意以預算支付治療與檢驗的龐大費用？一般最常用的論述是「人權」，但我認為這

種說法太過簡化，沒有考慮到政治脈絡。首先，1990年制定防治條例時，當時的感染者人數

尚不多（百人以下），而愛滋病被列為法定傳染病，必須強制治療，國家認為可以、也必須全

額負擔治療費用（立法院公報，77 卷 60 期）。第二，治療本身就具有防疫功能，感染者如果

想得到治療，就必須接受國家的列管追蹤，經由個案管理與行為改變，把感染者納入整體防疫

治理中。第三，讓感染者接受治療，可以避免感染者未經治療而病情惡化，日後需要支付更多

醫療費用，這點在疾管局委託方啟泰（2002）所做的研究結論可以證明：「雞尾酒療法昂貴但

成本效性可接受」。最後，接受治療的感染者，健康可維持和一般人無異，仍然可以在勞動是

場中貢獻人力；但未經治療而使身體狀況不佳，無法貢獻勞力，會造成社會成本的損失。 
  然而，在 2010年 6 月 16 日中央社報導「防治愛滋 疾管局快付不出錢」中，政府拋出了治療

預算不足的問題，引發民間團體質疑是否日後會改採「部份負擔」而不再由政府全額支付。學

者柯乃熒並投書蘋果日報（20100624），直指治療預算不足的癥結在於國外原廠藥價昂貴，政

府應該思考如何與藥商談判降低藥價，並協助國內藥廠研發學名藥，以根本抑制藥物費用。 
  以上討論的主要是資源政治的議題，但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治療標準」（何時

開始吃藥？）的界定過程：治療標準在醫學知識和臨床診斷過程中，是如何被「做出來」的？

除了「國際趨勢」這麼簡化的解釋外，我建議日後的本土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台灣愛滋治療標

準界定的知識政治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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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同時必須關注到 1999年當時的感染者處境： 

當時台灣的藥很少，其實更早一代他們連藥都沒有。接下來我們那時候

已經有一些藥了，所以通常大家的想法就是，啊你驗出來你不趕快吃藥？

（阿奇，20100330）42 

這是當時台灣 HIV 感染者的集體處境與心態，原本是連藥都沒有，許多感

染者直接地面臨死亡的威脅。既然現在有藥了，不管吃藥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當然有藥就吃啊！那為什麼阿奇還是選擇了不吃藥呢？ 

我就會覺得，我好像失去了一個討價還價的機會，就是跟死神或是跟上

帝討價還價的籌碼，我的籌碼好像又少了一點。（阿奇，20100330） 

一旦開始吃藥，就少了一個討價還價的「籌碼」。或許就醫學的眼光，早期

治療的效果是比較好的，在客觀上可以避免伺機性感染或腫瘤的發生，降低發病

死亡的機會，不論那個「早期」是 CD4 200還是 350。然而，就一個實際處於疾

病威脅與焦慮的病患來說，能與死神或上帝討價還價的資本已經不多了。在瀕臨

發病的那天到來之前，籌碼最好不要馬上用掉；最好是在往後的日子裡，在自身

的資本愈來愈少（CD4 愈來愈低）之後，不得已才用。 

阿奇在 2007年，因為感染沙門氏桿菌和阿米巴原蟲，引發痢疾和肝膿瘍而

住院。出院之後，他終究還是面臨了「要不要開始吃藥」的時刻： 

醫生就說，本來呢你的 CD4 在 300 以上是可以不用吃藥。可是你的狀況

很特別，因為你現在有沙門氏桿菌，那個很容易復發，所以你必須把你

的免疫力很立即地提高，而且把病毒壓下去。有兩個方法，第一個就是

你繼續吃這個抗生素，就我在醫院的時候是吃高劑量抗生素
43
。...醫生

就說，與其你繼續吃抗生素，那你不如直接開始吃 HIV 的藥。我就說，

喔，我出院以後你讓我想想。可是事實上，雖然那時候我其實心裡大概

有一個聲音：應該是這一次跑不掉了，就要吃藥了；但是我還是花了 3

個月思考。後來就還是吃藥了，吃藥以後，很快 CD4 就衝到一千多，病

毒量就完全測不到。（阿奇，20100330；底線為我所強調） 

                                                 
42 阿奇還提到：「你可以看他第一次用藥的類型，就可以判斷他是哪一代的（感染者）」。 
43 「那個抗生素你吃了以後，味道是會改變的，整個味覺會消失，很可怕，就會覺得身體已經

死掉了。你就會很努力想要找到味道。而且我會覺得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個汗味，那時候就突然

變得味覺整個被扭曲掉，每個人來我都會覺得，噢，不舒服。就是會聞到一些本來聞不到的味

道。」（阿奇，2010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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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奇出現了愛滋相關的伺機性感染症，儘管 CD4 仍高於 300，在臨床診斷

中還是被認為必須立即處理，處理的目的是讓 CD4 提昇、病毒量下降，以避免

伺機性感染再度引發病症。醫師給了他兩個選擇：繼續吃抗生素，以及開始吃

HIV 的藥。因為受不了服用抗生素造成的味覺與嗅覺改變，他還是「選擇」了開

始吃藥—或說只能接受這個事實，因為「跑不掉了」。但他還是掙扎了 3 個月之

後才真的開始吃藥。 

阿奇掙扎了 3 個月，阿祥則掙扎了半年。他剛驗出陽性時，CD4 八百多，

病毒量只有兩百多。驗出陽性後的 5 年當中，因為工作負擔相當重，「因為身體

上還是沒有辦法承受很多工作壓力，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又比一般的工作繁重」，

他認為因此影響了他的身體狀況。5 年來，CD4 逐漸掉到三百以下，病毒量逐漸

升高到兩萬， 

就在瀕臨要吃藥跟不吃藥這中間。醫生會擔心啊，就說這樣不行，這樣

下去你身體會垮，所以他就一直叫我要趕快先吃，至少讓那個狀況不會

拖到最後，治療會比較麻煩一點。所以他就叫我提早吃。我說再等三個

月(笑)。跟他延了兩次，大概延了半年差不多。那時候是不太願意去面

對自己是真正是病人的那個角色，對心裡來講。你真正心裡要去接受自

己是病人的時候，那是需要時間的。（阿祥，20080421；底線為我所強

調） 

即使還處在模糊地帶，醫師還是建議他儘快開始吃藥，使用的論述是「以後

治療會比較麻煩」，因為 CD4 一旦掉到 200以下，發病的風險就大增。然而阿祥

還是沒有立刻接受吃藥，因為一旦開始吃藥，自己就真的、真的成為病人了。所

以他掙扎了半年，直到— 

祥：因為我發現自己身體狀況已經有在崩解了，那時候就是三酸甘油脂

比較高，所以心臟有一些狀況，不是很舒服。也會擔心會有心肌梗

塞的情況。 

我：這跟那個有關係嗎？ 

祥：不是絕對的關係，可是你身體有狀況，比如說心臟出了問題，那一

定會影響你的免疫啊這些。所以那時候想說好吧，那就開始吃。那

醫生說，你開始吃藥，應該有二十年的平均壽命，所以應該我還可

以再工作二十年(笑)。所以我就妥協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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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祥對於自己的身體，是以一種「整體」的方式來看待和關照。他直觀感受

到身體發出警訊，儘管這個警訊跟免疫系統並不直接有關，但還是直接地讓他感

受需要吃藥讓身體好轉的迫切性。加上醫師說服他的論述：吃藥之後還可以活二

十年，讓他終於接受了，開啟服藥生涯。「以後治療比較麻煩」這個醫療上的考

量，並沒有完全說服阿祥，而「再活二十年」才是一個病人真正關心的事。 

與其說阿祥掙扎了半年，不如說在他還沒開始吃藥之前的那 5 年，就一直在

掙扎了。直到面臨吃藥的前一刻，他都一直想要再「撐撐看」，想要「試試看」

能撐多久（前面已經提到，「試試看」是許多感染者共有的心態）。 

我那時候很掙扎，我去跟我醫生討論，能不能再緩，就是維持自己的身

體狀況，再撐撐看。從還沒吃藥，就想要試試看自己能夠撐多久。那也

還不錯啦，就撐了五年，算已經夠晚，可以了。（阿祥，20080421；底

線為我所強調） 

（如何「試」、如何「撐」呢？具體的作法就是「養生」。一些帶原年數較久、

且一段時間尚未服藥者，如阿祥、阿奇、阿中都嘗試了各種養生方法以維持身體

狀況。下一章會再介紹他們如何「養生」。） 

東東的經驗更為特別。他在 2001年剛驗出陽性時，CD4 已經兩百多了，病

毒量二十多萬，醫師說他應該開始吃藥。 

其實我那時候藥都拿了，可是我沒辦法下定決心要馬上吃。可能聽到一

些副作用很可怕之類的，都會嚇到。加上藥很多，好像有三、四種，那

我不是一個很會吃藥的人，我吃藥都是一顆一顆慢慢吃，我看到那麼多

藥都嚇到了。我拿了藥回去在猶豫要不要吃，可是後來沒有吃。而且我

那時候作息也是常常日夜顛倒，比較不固定，那我就覺得我還沒有準備

好，那我就先不要，要不然我還沒準備好我就吃了，如果真的有漏藥或

怎樣的話，那不是更糟糕。（東東，20100823；底線為我所強調） 

於是，東東因為一些預期（而不知道實際上會不會發生）的擔憂，擔心副作

用、擔心自己會漏藥，加上當時的藥物顆數大都偏多，儘管在醫療流程上似乎已

經確定他應該吃藥的事實（診斷結果需要吃藥、也拿了藥），然而在他覺得自己

還沒準備好之前，他還是選擇了先不要吃藥。 

他後來聽到一種說法，「可能是因為一開始感染的時候，病毒會比較活躍，

可是不代表需要馬上吃藥」，急性感染期病毒暫時性的大量複製，導致病毒量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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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升高，之後可能會自動下降。這個論述後來驗證在東東身上：病毒量真的自己

降下來了，降到十幾萬、幾萬，「那個差距還蠻大的，就讓我覺得它可能還會再

降吧」。下降的幅度，讓東東覺得那會是個趨勢，「那時候我就放心很多」。但是

在選擇不吃藥的當下，他無法預期後來能不能驗證這個說法，只能在事後合理化

他當時的選擇。 

後來他去台南唸書，回台北後也沒有再去回診，因此中斷就診長達 6 年。我

問他為什麼在台南時沒有去就診，他說因為他在台南不熟悉當地的醫療環境，當

時他也沒有其他感染者朋友，不知道哪裡有醫療資源。加上他當時覺得身體狀況

還不錯，沒有什麼急性病症，CD4 之前都維持在兩百以上，病毒量一直下降，

因此他覺得並沒有就醫的迫切需要。這與阿威、阿特和小林的經驗不同，當出現

急性病症而需要醫療處置時，「要不要吃藥」的決策就傾向由醫療系統主導。 

因此在這 6 年間，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 CD4 與病毒量。後來在一次機緣下，

他陪一位感染者朋友（那是他認識的第一個感染者朋友）到昆明院區回診， 

那我自己也想說好久沒有檢查了，就想說也看一下身體狀況如何。然後

出來就是 CD4 偏低嘛，大概快兩百。那我朋友也有在吃藥，我就問他一

些用藥的狀況，還有應該什麼時候吃，他有跟我講，我就大概知道了。

所以報告出來，醫生說這個狀況應該要吃藥，那我自己其實心裡有底、

有準備了。所以我就開始吃。（東東，20100823；底線為我所強調） 

他已經「掙扎」過一次了，這次他「心裡有底」，要開始吃藥了。然而一個

重要的關鍵是：他認識了一個感染者朋友，而這個朋友分享了一些自身經驗和建

議。這是一個具體的社會支持，讓東東終於「準備好」開始吃藥。 

 

（二）決定藥物組合 

在決定開始吃藥後，接下來面對的問題就是：吃什麼藥？由於 HAART 的藥

物組合較為複雜44，具有相當專業性，因此在藥物組合的決策上，醫師的主導性

較強，病患只能在「有限的選擇」中做選擇。通常決定藥物組合的過程是：在一

段諮詢與建議的時間中，醫師會向病患解說特定藥物的服藥頻率（一天一次或兩

次）及常見的副作用，並詢問病患傾向的服藥頻率以及希望避免的副作用，而後

                                                 
44 初次使用的藥物組合原則為：兩種核苷酸反轉錄酶抑制劑（NRTIs）的組合（多採用複方），

搭配一種蛋白酶抑制劑（PIs）或一種非核苷酸反轉錄酶抑制劑（NNRTIs）。台灣目前引進的

HAART 藥物及常見副作用，請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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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提出兩組或三組方案（也可能只先提出一組，如果病患提出疑慮再說），

讓病患考慮後，最後由醫師決定一種組合。 

就醫療的立場，關心的是藥物的治療效果，即病毒量能否迅速下降，CD4

能否提昇。然而，治療效果並無法預期。在台灣，在決定藥物組合之前並不會先

做病毒抗藥性檢測45，病患只能在吃了藥 1 個月之後追蹤 CD4 與病毒量，才能確

定治療效果如何。此外，病患也無法預期特定藥物的「常見副作用」是否會發生

在自己身上。在無法經由科技先一步確認適合的藥物，也無法確認副作用是否會

發生的情況下，病患只能「試試看」，試了才知道治療效果如何，因此病患在決

定藥物組合時，幾乎只能仰賴醫師提出的選擇方案46。 

除了醫療上的目的—治療效果外，病患更關心的，是吃藥會對其身體和生活

造成什麼影響。服藥頻率與副作用，顯然與身體狀況與生活日程有很大的關係。 

1. 目前常見的 HAART 處方，服藥頻率有「一天一次」和「一天兩次」兩種。

多數病患會優先選擇一天一次的處方，「我這個人嫌麻煩，那就選一天一次的」

（小林，20100417）。除非在考慮到某些藥物的常見副作用之後，認為無法忍受，

才會接受一天兩次的處方。小林在決定第二組藥物時即是如此，但他又多了一個

條件的限制：第一次治療失敗之後，能用的藥物變少了，選擇更有限，他只能在

一天一次、但是「有石油味」的藥物，以及一天兩次的組合當中選擇一組。於是

他選擇了一天兩次的組合。 

較早就開始服藥的感染者，在複方的研發生產、藥物顆數逐漸變少之後，目

前多為一天兩次的組合，但是藥物顆數變少了、頻率從一天三次減少為一天兩

次，例如阿威。東東的處方完全由醫師決定，服藥頻率是一天兩次，但和他剛驗

出時拿的藥比起來，已經算少了，因而產生一種相對的感覺，較能接受一天兩次

的處方。 

2. 在副作用也無法預期的情況下，只能就「常見副作用」來判斷。此時病患

                                                 
45 病毒抗藥性檢測的規定是：病患在接受藥物治療 6 個月後，病毒量仍無法降至測不到（低於

50 copies/mL；在 2010年新版治療指引中定為低於 1000 copies/mL），經醫師評估後方可送檢。

實際作法是，通常病患在經過兩次的第一線藥物治療失敗，醫師才會考慮進行抗藥性檢測，檢

測結果確定後，才能向疾管局申請第二線抗病毒藥物（20100506筆記）。小林的例子可以說明

這點：他第一次藥物的治療效果不佳，醫師說要做抗藥性檢測，但據小林表示，抗藥性檢測的

結果並沒有出來。後來小林換了一組藥，仍然是第一線藥物，顯然醫師並沒有幫他送檢，而是

直接決定了新的一組藥（當然醫師還是會再評估病患的意願，包括希望的服藥頻率以及希望避

免的副作用）。 
46 由於這樣的模糊狀態，醫師可以操作的空間非常多，甚至不時有傳聞某些醫師只開特定藥廠

的藥（20100715筆記）。但是醫師和病患都無法預期這組藥到底適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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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出「我不要什麼副作用」，「不要什麼」即是一種有限的選擇。而病患也只能

在「這種副作用」和「那種副作用」之間做選擇。長期副作用更是無法預期。 

小林在決定第一組藥物時，當時工作相當忙碌，「需要非常專心，所以我絕

對不能接受 dizzy 的」（小林，20100417）47。於是他選擇了克維滋和衛滋，沒

想到他體內的病毒對這組藥有抗藥性，後來只能換藥。 

3. 既有的身體狀況也是需要考慮的，例如阿祥原本就有三酸甘油脂偏高的情

形，有些藥會讓膽固醇或血脂明顯升高，就必須避免。小韋因為有帶原 B 肝病

毒，某些藥物可能會讓肝指數異常，或是某些 B 肝病毒病株對特定 HAART 藥物

產生抗藥性，就必須避免。然而，小韋現在服用的藥，仍然會有肝指數升高的風

險，必須定期追蹤肝指數的變化。但至少這組藥物的治療效果不錯，明顯地讓病

毒量下降 90%，因此在已知的治療效果與未知的副作用風險之間，小韋仍然肯定

了這組藥物的價值。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服藥規律性的實作服藥規律性的實作服藥規律性的實作服藥規律性的實作 

「服藥」是為了直接因應疾病威脅而必須每日執行的病患實作，看似不起眼

的微小動作，卻是許多 HIV 感染者每日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既有文獻儘管肯定

服藥對於疾病控制的重要性，但往往以「服藥順從」(compliance)論述來簡化多

元複雜的服藥實作樣態。 

由於不規律的服藥容易導致抗藥性、增加治療上的困難，國家的愛滋病治理

向來強調「順從不佳」的嚴重性，專家知識將「順從不佳」視為個人行為、自我

效能或生活型態問題，促進個案的服藥順從性在愛滋病個案管理中是重要的工作

目標，透過個人行為與生活的介入以「增進」服藥順從性。在政策上也以「成本

效益」來評價「個人的順從不佳」如何造成公共資源上的負擔。 

若回到常民生活中重新看待服藥經驗，事實上，感染者在服藥上的問題與行

動是其「疾病經驗」的一部分，很難單純以「服藥順從」視之。服藥的意義不只

在於疾病控制，服藥也不只是個人順從性的問題，更是作為落實在生活中的一種

社會經驗。各種被界定為「順從」或「順從不佳」的服藥身體，是在不斷地具體

操作中「做」出來的；感染者之所以有不同的服藥實作樣態，有其複雜的情境因

                                                 
47 通常醫師和個管師會和病患說，如果開始吃藥的當天或那陣子，有發生任何副作用，要馬上

打電話回醫院反映。有些個管師也會在病患服藥的幾天後，打電話給病患了解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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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與外部條件。 

在本節中，我試圖跳脫「服藥順從」的認識框架，以常民視角來理解日常服

藥的具體實作，並進一步探討服藥如何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執行。 

 

表 1 服藥者基本資料 

暱名 帶原

年數 

服藥年數 頻率 藥物組合 固定上下

班時間？ 

阿祥 7 2 一天一次 克維滋＋瑞塔滋 是 

阿威 6 6（換過藥） 一天二次 卡貝滋＋希寧 是 

小韋 2 半年 一天二次 卡貝滋＋衛滋 是 

阿盛 5 目前停藥   否 

阿奇 12 3 一天一次 克維滋＋瑞塔滋 否 

小林 2 2（換過藥） 一天二次 卡貝滋＋快利佳 

（原：克維滋＋衛滋） 

否 

阿特 1 1 一天一次 克維滋＋希寧 是 

東東 9 3 一天二次 卡貝滋＋衛滋 否 

阿保 7 目前：2 

（曾停藥） 

一天一次 克維滋＋瑞塔滋 否 

 

 

服藥規律與生活日程服藥規律與生活日程服藥規律與生活日程服藥規律與生活日程 

    檢視感染者服藥順從性的主要指標是「規律性」，包括「連續不間斷」及「準

時」地服藥。這與處方的服藥頻率有關。「一天一次」的藥物組合，病患大多選

在晚上睡前時服用；受訪者中有 4 人的藥物組合是一天（即睡前）一次。而「一

天二次」的組合則是在一天中的間隔 12 小時各服用一次，常見的安排是，通常

在晚上睡前時（例如晚上 12 點）吃一次，而在白天相應的時間（中午 12 點）吃

一次。但也有受訪者（小韋）是以早晚的 9 點半作為服藥時間，在一上班時就服

下今天第一組藥。因此，他選擇這組時間是以上班時間作為基準，而有別於多數

人以就寢時間為基準。 

有些人會選擇睡前服藥，其中一個重要考量是藥物副作用—頭暈。由於許多

感染者一天中必須服用至少一次易導致頭暈的藥，尤其希寧(Stocrit)對許多人來

說會造成嚴重的暈眩，需要在服藥後約 1 小時內入睡；阿威的例子即是如此。 

但小韋呈現了這並非必然。由於他在服藥後引發的暈眩比較輕微，並不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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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上班狀況；而他一天兩次的藥物組合完全相同，也就是說藥物造成的暈眩，

在白天和晚上都必須承受，因此他覺得並不一定要在選在睡前吃藥。 

    然而，對多數感染者來說，不論他們服藥造成的暈眩是否嚴重，睡前服藥還

是最方便的安排。例如東東、阿祥和阿保在頭暈狀況日益緩解之後，仍然維持睡

前服藥的習慣。至於阿奇、小林和阿特，服藥對他們來說並未造成暈眩問題，但

他們還是選擇睡前服藥；他們表示晚上那一次（相較於白天）比較不會忘記，因

為晚上人通常就已經在家裡，而且已經習慣睡前就要吃藥。「睡前就要吃藥」這

種規律的習慣動作，可以保證感染者至少不會漏吃晚上的那次藥。許多感染者都

是依靠這種身體習性—即「睡前」和「吃藥」的連結—來執行服藥；雖然有些受

訪者（如東東和小林）會設定明確的吃藥時間（早晚 12 點半），但在時間的選定

上仍然必須以受訪者的「方便」為考量，而睡前就是一個最方便的時刻48。 

 

場景一：白天 

    與睡前相隔 12 小時的白天時刻，就缺乏這樣的方便性。許多感染者白天處

於工作場合，不若在家裡可以行動自如地吃藥；而且在白天也較缺乏如「睡前—

吃藥」這樣有力的慣性連結。過往的研究已指出，中、下午時段的服藥規律最容

易受到干擾(Erlen & Mellors, 1999; Proctor et al., 1999)。在這樣較不方便且充斥外

部干擾的情境下，感染者需要更多的日常安排與技藝，才得以順利服下白天那次

藥49。 

以阿威的例子來說，他上班的時間是 10 點，「我現在想到（吃藥）的時間，

都是吃完早餐，可是我吃完早餐通常都是 11 點左右。然後我想起來要吃（藥）

差不多是 12 點。」他在白天的生活日程中納入一個類似「睡前—吃藥」的連結，

即「吃完早餐—吃藥」。他並且以具體的技藝來落實服藥：「大部份都是跟著飲料

一起喝。就是早餐的飲料，豆漿、奶茶、咖啡。」在喝早餐飲料的同時，就「順

便」把藥也一起吃下去了
50
。 

但值得注意的是，「吃完早餐—吃藥」的這種連結仍然可能是脆弱的： 

早上因為有工作在，就很可能就是開個會、或是寫個東西，就常常會

                                                 
48 但服藥時間不完全是個人選擇。一個正要開始服藥的人，醫師和個管師的建議有重要的影響。 
49 小韋選擇早上 9 點半服藥，儘管和一般人有異，但早上一上班沒多久就吃藥，其實可以避免

在進入忙碌狀態後忘記吃藥、或面臨無法吃藥的窘境。 
50 在許多感染者的經驗中，吃藥搭配飲料是很常見的作法，以減輕味覺上的不適、以及每天吃

藥而日漸累積的倦怠與抗拒感。例如東東吃藥時也會搭配茶、豆漿、牛奶、優酪乳等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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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記吃早上那一顆。所以這個（卡貝滋）我曾經就是足足剩了整整兩

罐。（阿威，20100306） 

若從阿威的勞動型態來檢視，他的每日工作流程比較缺乏例行性，常常依業

務狀況需要開會、找資料、寫文案，於是有時就不知不覺錯過了吃藥時間。他的

狀況說明了「忘記吃藥」其實是很情境性的，很難完全歸責於個人的努力不足。

然而，相較於阿盛從事工廠機械作業員這類需要輪班、缺乏個人彈性時間、低自

主性的工作，阿威的勞動型態還是相對容易養成服藥慣性，而且較有自主空間，

方便安排空檔並落實服藥。 

這牽涉到勞動現場的空間安排與管理方式。阿威和小韋都是相當典型的都會

白領勞動者51，他們有自己的辦公座位、通常可以安排手上工作的先後順序，儘

管有時工作忙碌而可能暫時抽不了身，他們還是有相當的自主性可以挪出短暫的

時間來吃藥。阿盛的勞動型態比較沒有這種彈性：機器運轉中不允許隨時離開工

作崗位，若要暫離則必須向主管報備，而且不時有監工在旁巡視；輪班制也很容

易打亂服藥規律（20100312筆記）52。在這樣的工作場景中，不利於形成較強的

服藥慣性。在此要強調的是，重點並不在於阿盛有沒有付出心思和努力去找機會

服藥，而是在於日常服藥慣性的脆弱，不利於阿盛養成規律服藥的身體習性，比

較難抓住規律服藥的身體節奏。 

    至於小林和東東，由於他們目前沒有固定的工作53，因此白天比較有服藥的

彈性時間及空間。小林目前的習慣是，下午或晚上如果有要出門，就在出門前先

吃藥；因為現在沒有工作，有時會睡到下午，所以會調鬧鐘，中午 12 點半起床

吃藥，吃完如果想睡再繼續睡。東東則是習慣在中午（或下午）睡醒後吃藥，吃

完藥才出門，但是如果早上有事，就會把藥帶一份在身上。他們都依自己的生活

型態發展出白天的服藥慣性。他們平常比較有機會在家裡完成服藥，相較於白天

上班的人來說多了些方便性。然而，這不代表他們就因此能完全規律地服藥。他

們不像阿威和小韋那樣，上班日的生活日程具有某種程度的例行性和強制性；他

們很容易在中午的時候因為睡過頭、或是早上有事出門時忘記帶藥出門、來不及

                                                 
51 小韋從事金融業，阿威從事設計業。 
52 阿盛的情形與 Adam等(2003)在研究中所呈現的相似。事實上 Adam等人的研究相當程度引發

我對於阿盛勞動現場狀況的關注。 
  另外，我曾於 2005年在餐廳打工時認識一個感染者朋友。他有一次在休息空檔時在我面前吃

藥，並且說他在上班當中很容易忘記吃藥。像餐飲業這種步調緊湊、勞力密集、且需要團隊合

作的工作來說，或許也較不利於準時服藥。當然，在餐廳工作也常常需要輪班，今天上早班、

明天上晚班，有時還要上打烊班（大約半夜三到四點間下班），這也很不利於服藥慣性的形成。 
53 小林因為要完成碩士論文而辭掉工作，東東目前待業中，阿奇則是以接案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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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吃藥、或是根本就忘了吃藥這件事，就漏吃了中午那次的藥。他們的服藥規

律性於是也就打了折扣。 

 

場景二：假日 

    就一般上班族而言，除了平日白天外，其他容易忘記吃藥的時刻還包括假日。 

威：假日都是睡到差不多中午，然後就去帶狗散步啊、吃早餐，然後

就出去啊，就是看要去哪裡，跟朋友吃飯、還是看書、看電影、

逛街，大概就這些吧。 

我：就會忘掉？ 

威：嗯，玩到忘記(笑)。很多藉口可以忘啦。（阿威，20100306） 

    假日的生活日程通常比較多變，不若上班日具有規律性，因此缺乏較強的服

藥慣性連結。而且假日的生活步調和精神狀態都比較放鬆，其實比較不容易掌握

準時服藥的身體感。假日甚至連晚上的服藥規律都可能被打斷。 

我：可是像你如果從 Funky
54
回來，大概幾點？ 

威：三點差不多吧。回來就會馬上吃啊。但是有時候如果很醉的話，

就忘記吃了(笑)。（阿威，20090306） 

    由於阿威的其中一種藥—希寧，吃了之後容易產生暈眩感，實在不適合在去

夜店之前、或在夜店裡服用。況且，在夜店擁擠的環境中，人與人之間互動熱絡，

缺乏服藥的方便性；而且隨時會播放當時流行的曲目，人在那樣的環境中，很容

易失去服藥的時間感。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延後到回家後，按照平常的慣性—在

睡前服藥。但這樣的慣性會因為某些變數—例如喝太醉—而被打破。 

    小林的經驗提供一個不一樣的思考方向。他的很多同志朋友都知道他感染

HIV；事實上，他有很多朋友也是感染者。他幾乎每個禮拜都去同志夜店，基本

上會先吃完晚上的那次藥才出發，但有時晚上吃藥時間之前已經在外面了，就算

有把藥帶在身上，去夜店之後就容易錯過吃藥時間，或是喝太醉忘記了。然而，

和他一起去玩的朋友們，要嘛就知情、要嘛就也是感染者，「比較不熟的就跟他

說是心臟的藥」。在這種具有高度社會支持的情境下，小林可以跟著桌上的酒一

                                                 
54 Funky，台北的男同志夜店。阿威每個月至少會去一次 Funky，較頻繁時每個禮拜都去。Funky

假日夜晚的人潮最高峰通常出現在 11 點到 2 點半之間，2 點半以後人潮會逐漸散去。所以阿

威回到家大概是 3 點，和他平日晚上睡覺時間（約 1 點到 2 點半間）不會差距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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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把藥吞下去， 

配酒喔(笑)，反正肚子都一堆酒了，你為了吃這口藥，喝了一杯水，然

後你還是在喝酒啊，何苦勒？所以就直接配酒。那不重要的藥就不吃了，

像感冒藥。可是因為 H 藥是很重要的藥，所以還是要吃，就配酒還是要

吃。（小林，20100417） 

朋友也會提醒他記得吃藥55，甚至有時小林覺得懶得去拿包包裡的藥，會叫

朋友幫他去把藥拿過來。然後小林會找一個角落把藥吃下去。 

    另外，有些受訪者在參加轟趴、或使用派對藥物時，會特別注意服用 HAART

藥物的時機是否適合。因為有些派對藥物可能會與特定的 HAART 藥物產生交互

作用，導致藥物代謝異常，血中濃度過高而發生危險，例如非核苷酸反轉錄酶抑

制劑（希寧、衛滋）和蛋白脢抑制劑（快利佳、諾億亞），要避免同時使用搖頭

丸、K 他命和威而剛，因此必須錯開兩種藥物的服用時間。目前聽到的說法，大

概錯開 1 小時至 4 小時都有。 

在使用派對藥物的情況下，容易失去時間感，也常常很難預期何時會結束，

因此多數人會選在去趴之前先服藥。有些人會選在之後才吃，因為某些藥物（例

如希寧）的副作用不適合在吃了之後做其他事，但也因此容易錯過服藥時間。一

天兩次的處方，也很容易漏掉其中一次。比較少人使用鬧鈴，因為在轟趴場合中

並不方便。 

 

場景三：不在家 

    不論有沒有固定的工作，對所有受訪者來說，另一個容易忘記吃藥的場景就

是：不在家（平常的住處）。這裡的「不在家」指的是超過一天以上不在自己平

常的住處。阿威談到他何時比較容易忘記吃藥： 

比如說回 XX（原生的家），或者是跟朋友去哪裡玩，住外面。去別人

家的機會很少，除非是在交往的時候，那時候有 B（男友）的話，有

時候可能藥準備的就剛好沒了，就沒辦法吃，會有那種情況。大部分

還好。（阿威，20090414） 

    如果因為出去玩、回老家、去找朋友或其他事，而有一個晚上或甚至幾天沒

回家，就必須確保具備兩個條件，才能在外順利服藥：有把藥一起帶出門（不管

                                                 
55 我遇過一個感染者的作法是，他的朋友會指手上的手錶，作為提醒的非語言符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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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特別準備的，還是例行準備以備不時之需的），以及在外面有機會可以吃藥。

在這種情況下，容易出現各種變數來干擾服藥規律性；就算想起來要吃藥，也可

能因為手邊沒藥而錯過了該次服藥。一段時間的「不在家」，既缺乏在家服藥的

方便與可及性，也缺乏日常慣性—身體失去「感覺該吃藥了」的即時感，因此非

常容易發生漏吃藥的狀況。 

    前面提到小林的朋友圈中大多知道他是感染者，或朋友也是感染者。阿特即

是小林的朋友，而小林和我就是相約在阿特家進行訪談。小林「不在家」的時候，

就常常是在阿特家。他去阿特家時常常無法預期自己什麼時候會回家，「就想說

哎呀今天會很早就回家，然後可能就會在這邊被他們盧一下(笑)，然後可能就很

晚才回到家」。出門在外有時可以事先預期（例如旅行），但也常有無法確定的變

數，這個變數可能是某個事件，也可能是一種氛圍讓他不想趕快回家。但是他逐

漸協調出一個作法，可以兼顧服藥和社會生活。 

我和小林一進門後，我還沒看清楚客廳裡有幾個人，小林就和他們嬉

鬧了起來。一位朋友請我先坐在沙發上，並且進去拿飲料出來給我（後

來知道他就是阿特）。客廳裡還有另外兩個人，看來他們正在看電視，

其中一個（阿特的 B）和小林進去一個房間裡，不時傳來大聲聊天的

聲音；另一個人則繼續看他的布袋戲。阿特拿了一堆飲料出來後放在

桌上，叫我自己挑我想喝的，然後他也進去房間裡。過不久小林拿了

一堆保健食品出來，說要送給我，我笑著說怎麼那麼客氣，然後先放

在一邊，跟他一起進房間（阿特的 B 則走出來）。一進房後我就看到阿

特把一包一包的藥，分裝在看起來像是裝維他命的罐子裡，我問他那

是什麼，他說是他的 H 的藥，他拿回來的藥都這樣分裝，他說這樣比

較方便。 

......我當下非常訝異，原來阿特的室友（包括他 B）都是感染者。

後來我要離開的時候，客廳又多了兩個人在看電視，看起來應該也是

gay，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感染者。（20100312筆記） 

   小林的經驗又再次說明了社會支持的重要性。他在阿特家時因為有朋友的提

醒，基本上不用擔心忘記吃藥。他之前常常忘記把藥帶出門，他和阿特吃的藥又

不同，所以他現在「變得比較聰明一點」，直接把一些藥放在阿特家，自己也會

隨身攜帶備用藥。如此一來，「不在家」的漏吃變數—不方便以及較弱的服藥慣

性—得以減少，或是有補救方案。另外，阿威也提到當他和朋友一起出去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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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比較要好的朋友會提醒他要記得吃藥。56 

    小韋的例子則比較特別。他與現在的男友交往至今已逾一年，但小韋仍未告

知男友自己有 HIV 帶原。他們倆平常分隔兩地（小韋在北部，男友在中部），假

日才會相聚，通常是小韋週末去台中找男友，因此在週末時兩人有整日相處的機

會，有可能男友會看到小韋服藥的那一刻。那麼在男友不知情的情況下，小韋如

何服藥呢？ 

就說是 B 肝那種慢性病的藥。我就說就是固定一定要 12 小時吃一次。

有時候他還會提醒我吃藥(笑)。（小韋，20100331） 

就算小韋不像小林那樣身邊朋友大多知情而形成較強而穩固的支持，但他仍

然找到一個「偷渡」的日常策略來落實服藥。從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到所謂的「社

會支持」具體落實在小林、阿威和小韋的生活情境中，而形成一個有助於規律服

藥的支持網絡。 

 

場景四：在家 

    在家？！是的，在家也可能會漏吃，尤其是一天一次的處方。因為一天只要

吃一次藥，通常都是在家睡前時吃，如果出門在外過夜，反而比較有警覺，會先

把藥準備好帶在身上。然而，例如阿特，反而是有時回到家太累，就直接睡著，

忘記吃藥了。有一次阿奇晚上因為去練瑜伽，回到家之後太累，結果也忘了吃藥 

(20100429筆記)。就他們經驗而言，晚上反而也有漏服藥的變數。 

 

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要不要補吃補吃補吃補吃呢呢呢呢？？？？ 

    日常生活中充斥著各種變數在干擾服藥規律性，從以上的經驗可以看到，漏

吃藥其實是現實上的常態。漏吃的原因包括忘記、或是藥不在身邊。如果藥沒帶

在身邊、而且無法儘快回家的話，那次的藥大概就錯過了。「忘記」則是一個曖

昧的狀況：有時「忘記」只是在那個應該吃藥的時刻忘了，但是過一陣子之後（可

能 1 小時，也可能 5 小時）就可能會想起來。這段尷尬的狀態該怎麼處理呢？ 

看狀況，比如說只是忘了兩、三個小時，可能會吃。那如果忘了五、

                                                 
56 阿祥的男友則是有整整一年需要同時吃肺結核和 HIV 的藥，阿祥怕他男友沒有乖乖吃藥（前

面提過，他男友以前就不喜歡醫院、感冒時藥吃一吃就不吃了），於是請他的幾個「姊妹淘」

（男同志朋友）一起幫忙盯他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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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小時，就有點誇張，就乾脆不吃。（阿威，20100306） 

    就實際情況來看，每個感染者對於「太久」的界定標準不太一樣，而且頗為

模糊。這也必須視情境而定，如果阿威只是單純在趕文案，主要是處理自己手上

的業務，就會比較容易想起來而趕快補吃；如果他是在開會、見客戶、或是外出

督導，這些並非自己可以完全掌控時間安排的事，可能錯過的時間就會比較久一

點，而乾脆跳過不吃了。 

就阿威的經驗來看，「沒有超過太久」才會補吃，「超過太久」就會直接跳過

這次。就生物醫學上的考量來看，不論超過多久時間都應該立即補吃，以避免病

毒產生抗藥性。如果時間超過太久而補吃的話，就必須調整下次吃藥時間，並且

之後有一段時期的吃藥時間都必須依次調整；否則補吃後沒有調整下次時間的

話，會有劑量過重的問題。但更重要的是，如果進入感染者的生活情境來看，這

種「嚴謹」的作法會干擾生活日程、打亂原有的身體習性，對任何人來說都是最

不「便利」的選擇。因此，漏吃藥的補救方式必須基植於當事人的生活脈絡中，

當事人會折衝妥協出一個作法，能對目前生活型態干擾最少、又能減輕漏吃藥造

成的抗藥性風險。 

東東現在沒有固定工作，最近因為睡眠品質不好，常常中午睡過頭。但是他

錯過吃藥時間後，可以慢慢微調，例如原本 12 點半，如果睡到 2 點，就 2 點起

床後吃藥，睡到 3 點就 3 點再吃。晚上那次就會跟著調整，但是不會完全隔 12

個小時，而是稍微縮短一點時間，例如白天 3 點吃，晚上就 2 點吃。他的生活日

程比較彈性，對他來說，隨時補吃、再調整下次時間，並不會打亂他的服藥習性。

但是他提到有時出去玩，完全忘了要吃藥，也完全沒有想起要補吃，那次藥就直

接跳過了，直接吃下一次的藥。 

    如果是一天一次的藥，通常也傾向不補吃，避免打亂睡前吃藥的習性。阿特

和阿威因為吃希寧，如果睡前忘記吃的話，為了避免白天補吃發生暈眩而影響到

工作，就乾脆不補吃，直接跳到下次睡前再吃。如果是一天兩次的藥，而且又不

方便在補吃後調整往後的吃藥時間，有的人會選擇在下一次吃藥時間一次吃兩顆

（如果處方是白天一顆 A，晚上一顆 A 一顆 B 的話，補吃時就是吃兩顆 A 一顆

B；但是一天一次的處方不能今天忘了吃、明天一次吃兩份，以免劑量過重而藥

物中毒）。 

 

「「「「物物物物」」」」的技藝的技藝的技藝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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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補救外，感染者自己也有積極避免漏吃藥的「撇步」。前面提到漏吃藥

的兩個情形：忘記吃、或是藥不在身邊，避免前者的方式是設定鬧鈴，避免後者

的則是可攜式藥盒。這兩個促進服藥規律的隱微策略在感染者文化中相當常見。

其中，藥盒並非完全專屬於 HIV 感染者的作法；很多需要長期服藥的慢性病人

也都會使用藥盒。而鬧鈴是 HIV 感染者相對於其他慢性病人的特殊作法。 

 

（一）藥盒與藥袋 

藥盒可以確保藥的可及性，避免臨時有事突然不在家時，想吃藥卻沒藥可吃

的窘境。這些藥盒大多分成四至八個不等的小格，服藥者得以一格一格地確認每

次的用藥，避免某一次的漏服。 

用藥盒這樣也比較清楚啦，啊我今天有沒有吃，哪一天有沒有吃，有

沒有漏掉。（看藥盒）就會像這樣啊，配一個禮拜，就是每天這樣子，

所以你就會知道哪一天的漏掉沒吃。...這個是善存，然後這個是

Kivexa(克為滋)，這個是 Reyataz(瑞塔滋)，這個是吃三酸甘油脂的。

每天就是固定這樣子。（阿祥，20100311） 

    像阿威使用的白色四格藥盒，其中三格裝的是白天需要吃的卡貝滋，另外一

個則是備用的希寧（因為在外吃希寧的機會不高）。小林的藥盒裝備用藥以備不

時之需，裡面也會順便裝維他命 B 群。另外，阿奇的藥盒則是色彩繽紛的七格

藥盒，以方便他區隔每一天的藥，並且確認「是不是真的有把藥吃掉了」（20100703

田野筆記）。因為長期服藥下來，養成了定時吃藥的身體習性，往往很自然地就

把藥吃了，可是卻造成了模糊的身體感：我剛剛到底有沒有吃藥啊？就像我們每

天都很習慣重複做某件事，有時後會突然疑惑：我今天到底有沒有做了這件事

啊？如果像關瓦斯這種事還可以事後確認，可是藥吃掉了就是吃掉了，如果把藥

全部裝在一起，很難確認到底是不是真的吃了。因此，藥盒有助於區分並確認每

次服用的份量，一天吃一次藥的人尤其如此。 

    藥盒的備用藥可以應付臨時不回家時之需。如果是預期的不在家，服藥者就

會考慮用小藥袋，例如東東如果有事要出門，就會帶一次份量的藥，或是帶當天

兩份的藥。小林如果有時去夜店懶得帶包包（當然也就不會想帶藥盒），就會用

小夾鍊袋裝一份藥，時間到了就吃藥，小夾鍊袋就可以直接丟掉。 

    藥盒/藥袋同時也是一種社會互動中的符碼。東東以「藥袋」這個物、和「吃

藥」這個動作，作為一種現身的策略。這個策略的實作過程是：當東東有一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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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面前服藥的機緣（例如出去玩），並且他初步判斷這個他人是友善的、他可

以相信的，那麼他會試著在這個人面前執行服藥。還有一個關鍵，就是如果這個

人有問他，東東就會考慮告訴他這是 HIV 的藥（也就是說，如果那個人沒問，

東東也不會自己主動告訴他）。這個現身過程之於服藥規律性的意義在於：他可

以促成一個知情且友善的人際網絡，讓他日後在外的服藥更為順利。更重要的

是，這有一種感染者對自身的充權效果，經由試著在他人面前服藥的「練習」過

程，感染者日後在外時可以更自在地落實服藥。這是經由感染者自己的行動而促

成的社會支持，同時也增強了自己的服藥信念。即使日後他並沒有考慮要告訴某

個人，但是他還是可以試著在某個人面前吃藥，而不再會感到彆扭，因為他已經

「練習」過了。他可以找一套說詞，例如 B 肝的藥或心臟的藥（像小韋和小林

那樣），因為「藥盒」這個隱微符碼，對局外人來說不具意義，可以有任何說詞

來掩飾。因此，服藥者可以發展出更為順利服藥的技巧與策略。 

 

 

圖 1  感染者使用的色彩繽紛藥盒，以區分每次的份量。照片來源：阿奇。 

 

（二）鬧鈴 

鬧鈴的使用，是感染者相對於其他慢性病人而言較為特殊的日常技藝。因為

雞尾酒藥物是藉由濃度去抑制病毒複製，因此「定時」是很重要的服藥原則。幾

乎所有的受訪者都使用鬧鈴來提醒自己吃藥。就我的觀察，設鬧鈴是一種服藥者

身處於帶病處境中發展出的技藝，一個初服藥者或許透過社會網絡（例如網路或

感染者團體）而習得「設鬧鈴」的感染者生活文化，也或許是基於自己的生活經

驗而做出的默會之知。 

那一天兩次（換藥）之後，我是到了這次才有設鬧鐘的習慣(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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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比以前準時很多，那因為一天兩次，服從率就可以高一點
57
。因為常

常還是有時候會跑出去玩，然後就會忘記，但是就是情況會比以前準

時很多。（小林，20100417） 

    但是鬧鈴的效果，必須從勞動現場的情境來考量。以阿威的經驗來說，他的

工作可能隨時會有事需要離開座位去處理，這麼一來「even 就是有定鬧鐘，其

實我覺得鬧鐘根本沒用，因為有時候手機也不會帶在身上（阿威，20090414）。58
」

像小韋的工作主要以行政庶務為主，基本上都會在自己的位置上處理手上的業

務，所以鬧鈴的幫助對他們來說會比較明顯。 

 

身體技藝身體技藝身體技藝身體技藝：：：：風格化的自我紀律風格化的自我紀律風格化的自我紀律風格化的自我紀律 

前面的討論，其實更核心的一點是：規律服藥的身體技藝。這個身體技藝的

促成，包括了外部的條件與作為（生活日程、工作現場、物的使用），以及身體

感的養成過程（形成服藥的慣性連結）。儘管有的受訪者有設定一組明確的服藥

時刻、有些則只是大略的時間，但都突顯了身體技藝之於服藥規律的重要性，只

是有些人傾向仰賴明確的時程、有些人則較仰賴身體的習慣。 

一種典型就是像小韋這種「準確型」，精準地界定明確時刻來執行服藥。他

每天固定在早晚 9 點半吃藥，甚至還因此改變他以往上健身房的習慣： 

因為我現在卡在 9 點半要吃藥，所以我現在上健身房的習慣有改變。

有時候我是假日去啦，那如果說你用一般上班時間，萬一你吃完飯再

去，可能都超過 9 點半，那這會是一個問題
59
。（小韋，20100331） 

與小韋這種「準確型」相對地，就是阿威這種「感覺型」。對於阿威來說，

身體感的養成才是維持服藥規律的關鍵。 

                                                 
57 值得注意的是，其實一天一次的處方對服藥者而言只是比較方便而已，並非理所當然就能讓

服藥者比較規律地服藥。但是也有另一種可能性：如果小林是從一天二次改為一天一次，或許

更能促使他規律服藥。所以重點或許是在於「換藥」的現實經歷，使他開啟一個更加規律服藥

的契機。 
  另外一個相似的情況，是阿祥的男友在吃了一年的肺結核藥（有十幾顆）之後，也產生一種相

對的感覺，覺得後來單純吃 HIV 的藥輕鬆多了。 
58 我之前打工的餐廳，上班期間嚴禁把手機帶在身上。就算是用手錶來設定鬧鈴，也有可能一

時忙碌就錯過了服藥時間，這在假日客人蜂擁而至時特別明顯。 
59 原本小韋習慣上健身房的時間是週間某個下班後的晚上，但為了避免影響到晚上九點半的服

藥，而改成時間比較彈性的假日上健身房。通常是他週末到台中找男友時，下午和男友一起上

健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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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吃藥還是會習慣，就是你知道你該吃藥了，然後你哪一餐沒有吃，

其實你自己大概都會知道。比如說你每天都要吃飯嘛，意思差不多。

Even 你不餓，可是你就會知道說，噢我早餐沒有吃，或是午餐沒有吃，

就該吃一下。類似這樣的感覺。（阿威，20090414） 

    阿威的服藥相當仰賴「習慣」，經由生活日程的慣性連結以形成身體感，當

他意會到要吃藥的時間點，通常都是早上吃完早餐、喝飲料時（大約 11 到 12 點），

順便把藥吃下去，並沒有特別注意明確的時刻。漏吃時也不會感到非常緊張，如

果後來有想到、而且時間不會隔太久就補吃，如果真的忘了也就算了。相對地，

小韋則相當在意這點：「漏吃太可怕了吧。會有抗藥性」（小韋，20100331）。他

開始吃藥到目前為止，從來沒有漏吃過，也沒有延誤過。 

    我認為造成其中差異的，不必然是一種本質上的「個性」，而更是一種患病

歷程的動態變化。剛開始服藥時，大家都抱持著「戰戰兢兢」的態度： 

我一開始吃的時候，他一開始只會給你兩週的藥，可是我最後一天藥盒

不見了，所以就有一天沒吃，就很緊張，然後（回診時）我就問醫生說

那我現在吃可以嗎，他說可以，就趕快把他補回來。（小林，20100417） 

當時的小林是個初服藥者，而直到訪談時，小韋服藥也不過半年，算是「資

淺」的服藥者。他使用了「抗藥性」論述，完全以醫學的原則與期待來指引他的

服藥規律。「資淺」者傾向於高度遵從醫療系統的安排與告誡，盡可能避免任何

不符合期待的情況發生。他也完全無法預期一旦漏藥，CD4 與病毒量數字會不

會變得不理想。 

隨著服藥生涯漸長，延後吃藥或漏藥的時刻愈來愈多。剛開始時，一旦發現

忘了吃就趕快補吃，到後來某次完全漏吃，「有一就有二」，日後漏吃時也就不再

那麼大驚小怪。阿威服藥至今已 6 年，算是較為「資深」的服藥者，因此他具有

一種慢性病人的特質：有一套對自己身體狀況的解釋，有一套照顧自己的風格，

但是並不違反醫學上的原則。他在多次的服藥不規律之後，驗出來的 CD4 和病

毒量數字都還是很理想，讓他在相信藥物治療效果之餘，另外形成一種認識自己

身體的方式：漏藥其實不需要太緊張，因為就他個人而言，並不影響藥物治療效

果（這一點將在下一節中進一步討論）。 

因此，我們不能忽視這個動態過程。在此要特別強調，我將阿威和小韋操作

為兩種典型，但事實上多數人是介於中間，一方面有一個參考的服藥時刻，但是

一方面也依賴自己的身體感，彼此相輔相成。一開始服藥時，可能比較仰賴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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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服藥時間愈來愈久，服藥慣性與身體感建立之後，不見得那麼需要完全照著

時間表操課。因此，服藥成為一種每日重複操作而熟悉、確信的動作。有一天我

去阿奇家聊天， 

我們看著網頁上的照片，他一邊跟我說他最近去日本發生了些什麼事。

我們就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聊著聊著，突然，他轉過頭去，看了看牆上

的時鐘，跟我說：啊吃藥時間到了，隨即起身，轉身去倒水，打開桌上

的藥盒，拿出藥，把藥吞下。前後不到 1 分鐘。（20101008筆記）60 

    在日常生活場景中，看似平淡無奇的一個動作，其實道盡了「時刻」與「身

體感」協調出來的服藥習性。阿奇在一個時間點上，突然意會到什麼，然後確認

時鐘上的時刻，然後做出一個動作。他也沒有完全「遵照」時鐘，但長久服藥以

來形成的身體感，讓他得以被提醒一件每天都要做的事情，就像阿威說的，該吃

飯的時候就覺得該吃飯了。然而，吃藥不像吃飯，因為吃飯會經由「感到飽」而

確認吃過飯，但吃藥無法經由任何身體感而確認吃過藥。吃過了、或還沒吃，有

時會搞不清楚，因此才需要借助藥盒來確認。 

    這種身體習性的養成，同時也是「處方要求」與「生活日程」相互協商嵌合

的結果。一方面，服藥者考量自己的生活日程，以安排適合的服藥時間；另一方

面，服藥者也調整既有的生活日程以確立服藥時間，盡可能達到處方要求。在這

麼一來一往的動態過程中，服藥規律性就被落實了，服藥者也發展出適合個人生

活風格的服藥藝術。 

    因此，服藥者是在異質的生活型態中，發展出個人風格化的「自我紀律」，

這種「自我紀律」並非專屬於「準確型」的小韋，「感覺型」的阿威也有屬於自

己風格的自我紀律。自我紀律是在漫長的服藥生涯中實作出來的，隨著不同的生

涯狀態而有不同樣貌。就服藥規律性而言，關鍵在於這種個人風格化的「自我紀

律」如何在服藥者的日常生活中形成，而非檢討個人行為或生活習慣是否不利於

服藥順從性。 

 

內心的潛在抗拒內心的潛在抗拒內心的潛在抗拒內心的潛在抗拒 

以上關於服藥不規律的討論，看似建立在服藥者是「不小心」的假設上。那

麼，有沒有人是「故意」的呢？在此我要指出，「不小心」和「故意」是一種唯

                                                 
60 這種身體感其實每個人都有。我常常在搭火車回桃園的路程中睡著，但是幾乎每次一過了鶯

歌站不久就會自動醒來。當然這種身體感也會有失靈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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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論的二分法，假設一個理性人可以經由自由意志的選擇，做出有利於自己的

行為—規律服藥。一點點的「不小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太多的「不小心」，

就必須檢討自己，沒有盡到努力來排除一切外部的干擾。 

在真實生活中，「不小心」和「故意」的界線是模糊的。有的人可能「不小

心」忘記吃藥時間，然後「有點故意」地不補吃；或是出去外面玩，「不小心」

錯過吃藥時間，或許想說就算了，也沒有「盡力」去補救。另外還有一種情況：

服藥者根本就沒辦法判斷自己到底是「不小心」，還是「故意」不吃。 

這種有意無意的微妙心理狀態，或許有一個根源： 

有想到就一定會吃啊，誰敢冒這個險啊。可是雖然已經習慣了，但是也

許下意識會逃避，因為你看到你自己吃藥的時候，你就提醒你自己不是

正常人，你畢竟還是有一個病。你在吃藥的那個瞬間，還是會有一種...

噢！我又要吃藥了，這種感覺。所以也許是在逃避那個感覺吧。（阿奇，

20100330） 

吃藥的焦慮，不只發生在面臨是否開始服藥的抉擇時，還發生在日後的每日

服藥場景中。就像前面提到阿祥在面臨開始吃藥時的掙扎：「一吃藥就代表我正

式成為病人」，這種掙扎與抗拒一路蔓延到日後，每次吃藥時都還是會提醒一次

自己是病人，即便已經習慣吃藥了。這種「下意識的逃避」，其實反映了服藥者

內心的潛在抗拒，不只抗拒吃藥這件事，也抗拒自己是病人這個事實。61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本節中，我探討服藥者的服藥規律性實作，呈現了延遲服藥與漏藥的生活

情境，以及服藥者在實際上如何落實（或不落實）服藥。既有的服藥順從論述， 

以專家的眼光出發，關心的是服藥順從性與抗藥性問題，然而卻遮蔽了感染者的

服藥實作樣態。在現實生活中，感染者要落實服藥，其實面對的是各種生活情境

與自身的感覺。而服藥也不只是「順從」，同時也涉及了醫療過程中的病患行動

（Bresalier et al., 2002）。以下我就要進一步探討，圍繞在與服藥相關的醫療過程

中，病患如何行動，以形成一個常民的服藥實作軌跡。 

 

 
                                                 
61 Adam等（2003）指出，在生活失序而自我感覺低落時，例如失業、失戀，感染者感覺一切可

有可無，因此有意無意地漏藥。因此這種心理狀態也與當時的生活狀態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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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服藥實作與病患行動服藥實作與病患行動服藥實作與病患行動服藥實作與病患行動62 

服藥實作服藥實作服藥實作服藥實作的一般的一般的一般的一般軌跡軌跡軌跡軌跡 

Adam等（2003: 269）指出，服藥者會產生一個意義上的連結：「吃藥才能

活，不吃藥就會死。除非你有意識地做了一個決定：我不吃藥。否則你就得告訴

自己必須吃藥」。在本研究中，絕大多數的服藥者都有這個意義上的連結，不論

他們帶原年數長或短、服藥時間長或短。這個意義連結的最原初的形成，是基於

一個醫學上的道理：吃藥才能抑制病毒複製，病患規律服藥才能發揮治療效果。

在這個道理中，漏藥應該盡可能避免，而愛吃不吃、甚至自行停藥則完全不能被

接受。一個理性的服藥者，應該負起維護自身健康與生命的責任，乖乖吃藥。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化的「負責」圖式： 

不吃藥就會死 � 服藥順從 � 負責任的病患 

這是一個理想的行為模式，預設一個理性的行為人，能夠「選擇」一個對於

自己最有利的作法，這個「選擇」不只有科學上的客觀效果，同時具有倫理上的

意義，即病患應該「為自己負責」。這個理性圖式基於一種醫學知識與專業人員

的期待而來，姑且可以稱之為「專家理性」。 

然而，就一個常民的「實作軌跡」來考察，則可以發現這個圖式充滿太多生

活中的變數，上一節探討服藥規律性的日常實作時，已經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以下我將從「不吃藥就會死」的意義連結出發，檢視這個意義連結究竟在日常實

作軌跡中發生什麼作用，以呈現一個病患在地的實作圖式。 

首先，「不吃藥就會死」並非只是個醫學上的道理，更是實際作用在病患身

上、病患切身發生的真實感知，這種感知是局外人無法直接領會的。例如前面提

到小林在一開始漏藥時很緊張，在隔天領藥之後馬上補吃。不只是初服藥者，這

個切身焦慮其實在整個服藥生涯中都存在，所以已服藥 3 年的阿奇才會說：「有

想到就一定會吃啊，誰敢冒這個險啊」。 

只是，初服藥者完全無法預期漏藥的「實際」後果，醫學上只告訴他：只要

漏藥，就有發生抗藥性的風險，就可能導致治療失敗，日後的治療困難可能會增

加死亡機率。服藥順從性愈低，「病毒量測不到」的機會就愈低，而「病毒量測

                                                 
62 在此我引用吳嘉苓等（2002）分析病患行動樣態的「順從、偷渡、發聲、出走」架構，我著

重於探討病患在一套醫學知識底下，如何產生不同的行動可能、甚至介入治療決策過程，以及

行動者的隱微知識與社會或文化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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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是定義治療效果的關鍵指標。所以「現在的」小韋（初服藥者）才會說：

「漏吃太可怕了吧。會有抗藥性」。「以前的」東東和小林也經歷過同樣的心情： 

剛開始的時候就會比較認真去閱讀，像服藥順從性啊，就是資料上面都

說要 95%。我會擔心我到底有沒有在 95%以內欸。（小林，20100417） 

一開始（漏藥）很緊張，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就知道了，就趕快補啊，

反正自己再把它調回來就好。（東東，20100823） 

初服藥者大多是「順從」者。這段順從期或長或短，此時期的服藥者只能以

醫學上的統計數據來理解自己一旦漏藥的後果。「服藥順從性達%」是服藥者常

用來自我檢視的論述。 

 

表 2 「服藥順從性比率」與「病毒量測不到的人數百分比」之關係 

資料來源：台灣露德協會《藥物治療手冊》，2007 年 10 月版 

服藥順從性比率  病毒達測不到的人數百分比  

95%以上  81%  

90-95%  64%  

80-90%  50%  

70-80%  25%  

70%以下  6%  

 

 

「「「「偷渡偷渡偷渡偷渡」」」」與與與與「「「「發聲發聲發聲發聲」」」」的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可能 

然而，服藥者也無法預期：這個機率作用在自己身體的實況究竟是如何。一

次、兩次、甚至多次的漏藥，也可能並不會導致治療失敗。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

樣，數據只是統計的結果。隨著服藥生涯漸長，生活中不斷出現干擾服藥規律的

變數，延遲吃藥甚至漏藥是難以避免的情況。一旦發生了漏藥，接下來就只能在

回診時，以 CD4 和病毒量數字來驗證自己的命運。 

CD4 都有一直往上，我現在差不多 560。病毒量從吃藥開始就測不到。我

覺得我真的還蠻 lucky 的。醫生問說有沒有按時吃藥，我就說：喔，有

啊(笑)。（阿威，20100306） 

像阿威這樣「服藥順從性不佳」的病患，但是 CD4 與病毒量數字—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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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醫療上的驗證指標—就「實際」結果論，他的治療效果仍然是好的。他知道自

己常常漏藥，所以他以「lucky」作為自己檢驗結果的註解。他一開始並無法預

期自己的檢驗結果是「lucky」的，只能在 CD4 與病毒量數字出爐之後，合理化

自己的漏藥是「可被接受的」。 

科學上的不確定性，讓服藥者得以有一個「偷渡」的空間，經由自己的身體

實作而得到關於自身的知識。阿威基本上是經由自身的實際經驗，而後確認了自

己仍然是屬於「病毒量測不到」的那一群幸運者，這是一個多年服藥者（或說慢

性病者）在長期帶病生涯中默會到的知識。 

然而這種「偷渡」並不違及醫療原則，不挑戰醫療系統。因為阿威仍然是以

「CD4 和病毒量」這個醫學上的指標來論斷他的結果，他也相當肯定藥物的治

療效果。事實上，多數的病患都是「偷渡者」，很少有病患會完全拒絕服藥，頂

多是「有意無意」地漏藥。 

就聽說很多人很常會自己停藥，一停都是停一兩個月這樣。所以我就覺

得，我忘也頂多忘一次、兩次這樣，就覺得還好。我有點不懂他們停藥

的點在哪。（阿威，20100306） 

前面在定義「服藥規律性」時提到，「連續不間斷」是必要條件。在此阿威

區分了偶爾的間斷和長期的間斷，偶爾的間斷並不違背連續性。雖然阿威是「長

期以來」時常的「偶爾間斷」，但他仍然維持了服藥的連續性，並沒有一整段長

時間中斷服藥。但是前提是：他的治療效果仍是好的。 

治療效果不佳時，一切就必須重新評估。在「換藥」的治療決策上，治療效

果是最重要的依據63。小林因為第一組藥物的治療效果不佳，服藥 9 個月後病毒

量仍然有 6 萬，而且 CD4 一直沒有提昇（36、41、46），醫師說要做抗藥性檢測，

後來也沒有結果。他剛驗出陽性時和個管師還不熟，後來漸漸建立關係之後，個

管師也注意到他的檢驗數據並不理想，於是他們一起討論了他的治療方案，認為

應該換藥。後來回診時，醫師就決定幫他換藥，提供了兩組藥，一組是一天一次

處方，可是「要放冰箱，而且打嗝會有石油味」；另一組是一天兩次處方。怕麻

煩的他，原本還是想選一天一次的那組，但是個管師並不建議，因為那組藥會讓

                                                 
63 在醫療上，換藥通常基於兩點考慮：一是治療效果不如預期，病毒量沒有在下次檢測時下降

90%，或是在一段時間後達測不到（低於 50 copies/mL），這是醫師會考慮換藥的最主要原因；

二是副作用過於嚴重，而且是基於治療上的考量，例如嚴重的過敏性皮疹、免疫重建發炎症候

群（可能引發伺機性感染）、或是肝指數飆高等。常見的適應性副作用，例如腹瀉、暈眩、噁

心，都不會考慮換藥，因為一旦輕易換藥，就會有抗藥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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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藥者的味覺被扭曲。最後小林選了一天兩次的那組，吃藥 1 個月後，病毒量降

到 50 以下，CD4 上升了 100。 

在這裡，個管師是小林在醫療系統中的重要社會資本，在小林的換藥決策過

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開始小林和個管師不熟，在初期的治療決策中完全遵從醫

師的安排；到了後來，個管師協助小林在醫療過程中「發聲」（換藥），並在第二

次決定藥物組合時給予建議。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醫療系統並非鐵板一塊，實際

上存在著異質性，而病患在其中有能動的空間。64 

但是這個「發聲」，仍然不違及醫療原則，因為他仍然是以「治療效果」作

為行動的指標，以 CD4 和病毒量數字作為評估的工具65。在這個既有的醫療架構

中，雖然換藥的決策基本上還是由醫師主導，但是病患在過程中，會試圖為自己

爭取最佳的治療方案；先不論「換成第二組藥」到底適不適合，但至少「換掉第

一組藥」是勢在必行。 

因此，隨著帶病生涯漸長，病患能在充滿流變的醫療過程中逐漸累積資本，

並看見醫療系統中的裂縫，而有偷渡或發聲的行動可能。然而，這些行動基本上

不違及醫療原則，也沒有、或只是部份地挑戰醫療系統。 

 

「「「「出走出走出走出走」：」：」：」：不負責任的病患不負責任的病患不負責任的病患不負責任的病患？？？？ 

    自行停藥，是完全挑戰醫療系統的作法，一方面違背了治療原則，一方面也

挑戰了醫師的權威。醫師真正關心的是病情，通常並不會太在意病患的生活型態

（事實上，病患如果生活作息「不正常」而 CD4 無法提昇，醫師也管不了），但

病患自行停藥則是完全踩到醫療系統的底線。 

    我剛認識阿保時，正值他自行停藥 3 個月後，回診時發現 CD4 失控地下降，

病毒量飆升。他那時因為對 4 年多來的每日服藥感到相當厭煩，在一次機緣下，

決定「試試看」用中醫來控制，因此他在沒有和醫師討論的情況下，自己停藥了。

回診的結果讓他非常沮喪，CD4 與病毒量證明了一切。他甚至被醫師責怪，說

他不關心自己的健康（20090316筆記）。由於病毒量飆升地太快，擔心病毒已經

產生抗藥性，因此醫師決定幫他換一組藥，阿保也乖乖地重新吃藥，個管師也密

集地追蹤他的服藥狀況。 

                                                 
64 有一次我遇到成大護理系柯乃熒老師，她說她最近有一個病人因為要吃威而剛，所以想換掉

希寧，柯於是幫他向醫師提出換藥。換藥決策有一個在地軌跡，不盡然等同於醫療上的原則（治

療失敗才換藥），這個在地軌跡顯示醫療系統內的異質性，同時也與個管師的風格有關。 
65 小林在換藥之後，也開始檢討自己在第一組藥時「服藥順從性不佳」，開始使用鬧鈴，並把一

些藥放在阿特家；而在換成一天兩次的處方後，他認為反而有助於規律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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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戲劇性的過程，呈現了一個病患的暫時「出走」，付出了背離醫療架構

的代價：他必須承受檢驗數字不理想的焦慮，必須承擔停藥後產生抗藥性、導致

治療較為困難的風險，而且被標示為一個不負責任的病人。 

然而，我們可以這麼簡化地說阿保就是個不關心自己、不負責任的病人嗎？

在整個醫療原則中，他是被如此認識的，但如果跳脫這個邏輯，重新回到阿保的

處境與心態來看，事實上在整個停藥過程中，阿保是以一種關心自己的方式在「試

試看」。長年服藥的厭倦感，以及每次吃藥就被提醒自己是病人，讓他開始思索

其他不同的可能性，為自己的生命找尋其他出路。在無法預期中醫治療效果的不

確定性中，他只能試試看，只能試著以自己選擇的方式向命運下賭注。這是一個

省思自身處境的過程，也是一個關心自己的過程。 

必須注意的是，他仍然是以「CD4 與病毒量數字」作為論斷成功與否的指

標。因此他雖然挑戰了醫療系統的底線，但是他並沒有徹底地「出走」，沒有放

棄以檢驗數字作為結果論。雖然最後檢驗數字並不理想，但至少他在這段短暫的

出走過程中，為自己的生命盡了他自己的努力。66 

 

不確定性中的治療決策與病患實作不確定性中的治療決策與病患實作不確定性中的治療決策與病患實作不確定性中的治療決策與病患實作 

由於無法預期漏藥的後果，由於無法預期換藥後的治療效果，由於無法預期

出走的後果... 這些都是在無法確切預期「實際結果」的不確定性中，產生的各

種病患行動可能。在不確定中，「試試看」則是找出自身的默會知識之道。不管

他們有沒有挑戰醫療系統，但他們最後都仍然以 CD4 與病毒量數字來論斷結果

（但是有一個例外：阿盛。下一節會討論他的經驗）。 

我們可以發現，治療決策與健康行為常常不是全然理性的評估與選擇，而是

在不確定性之中，常民經由身體實作而以檢驗數字來確認結果，但事先也無法預

期結果到底會不會是好的。 

如果我們再把「治療決策」拉進來一起看，就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軌跡：服藥

者關注的不只是醫學上的治療效果，而是整體的生活品質（例如副作用）；由於

無法事先進行抗藥性檢測，在無法預期治療效果（以及副作用會不會發生）的情

況下，醫師主導了整個治療決策過程，但其中病患還是有協商與議價的空間，會

試圖為自己爭取最佳方案；而病患經由「身體實作」來確認治療方案的效果，最

                                                 
66 另一個比較隱晦的「出走」例子是東東，他去台南念書後就沒有去就診，一開始拿的藥也沒

有吃。他並不是「自行停藥」者，因為他根本就還沒吃藥。但他也是以病毒量「自動往下降，

而且降幅還蠻大的」來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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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以 CD4 與病毒量數字來評估結果。 

在這樣一個軌跡中，病患發展出自身的「慢性病人知識」，並且從各方獲取

資本，以在治療決策過程中增加籌碼。例如阿中經由男友住院的過程，知道治療

的標準為何，並反思自己是否需要服藥；阿奇質疑治療與檢驗標準界定的資源與

知識政治；阿威在自身的實際經驗中，驗證了漏藥並不影響治療效果；小林結合

個管師介入換藥的決策；阿保親身體驗中醫的治療效果。這些資本不見得是具有

某種「知識或能力」，而更是一種批判、質疑與創造的態度，反映出一種關心自

身處境的自我倫理。 

在病患的在地實作軌跡中，我們可以發現有別於專家理性的「常民理性」。

病患並非理所當然地接受醫療系統的安排，而是從自身經歷中，得到一個認識自

己的方式，做出一種適合自己的安排。 

 

 

第四第四第四第四節節節節   CD4 與病毒量與病毒量與病毒量與病毒量「「「「數字數字數字數字」」」」 

從以上的討論中，可以發現一個關鍵：CD4 與病毒量數字，幾乎所有受訪

者都是以這個「數字」來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態。在日後的醫療過程中，回診、抽

血、拿藥，已成為一個例行化的流程，基本上病患是回歸到日常生活中，處理自

己的日常服藥與健康促進。每 3 至 6 個月的一次檢驗，回診看檢驗報告的那一刻，

即是病患日常生活與醫療系統的接合點。 

然而，病患體內的狀態是浮動的，3 至 6 個月之中可能有各種變化，而檢驗

出的「數字」也只是一部份血液樣本的推估67。因此，CD4 與病毒量數字是經由

醫學檢驗，將漂移的體內病毒與免疫功能狀態，落實為一個具體可見的數字，作

為診斷與治療效果的評估指標，這個指標同時為醫師和病患所用。在「成為病患」

的過程中，感染者學習到以 CD4 與病毒量數字，作為解釋自身健康狀態的論述。

病患經由「數字」來具像化對身體的認識，但又發展出各具風格的身體觀。 

我們先來看看病患會如何面對「數字」。在受訪者中，有些人會紀錄下自己

每次的 CD4 與病毒量數字，有些則不會。但不論如何，CD4 與病毒量數字都是

重要的檢視工具，每次回診時最關心的「結果」。是什麼的結果呢？藥物的治療

效果（不論服藥順從性如何），以及這段期間自己維持身體狀況的成果考核（不

論做了些什麼「健康」或「不健康」的事）。 

                                                 
67 檢驗技術不可能完全精確地反映體內狀態，檢驗出的數字基本上會有上下 10%的誤差範圍。 



 

 68

比較少人會在抽血前做些「介入」，例如運動、作息變規律、吃保健食品。

多數人都傾向以「自然的樣子」去呈現出結果。 

我都是照舊，也不會因為前一天有熬夜或什麼的，比較累，就不去抽。

就用最自然的生活的樣子去出現的結果，來讓自己看看。（阿特，

20100417） 

也有些人有想過要做些什麼，可是沒有做到： 

每次都會想說，啊，明天要檢查了，要早點睡覺。可是通常都做不到啦

(笑)。有幾次還都是，啊，天亮了怎麼辦(笑)。就還是去抽啊。（東東，

20100823） 

阿民也提到，他曾經想在抽血前的一個禮拜運動，可是後來也沒做到。多數

人都維持自己的生活習性，不會因為要抽血就刻意改變。但也有人會在抽血前「避

免」做些什麼，例如去夜店、或使用派對藥物；有人則是在檢驗數字出來之後，

決定自己是否能「放縱」。 

以上可以看到，「介入」和「避免」是一種「健康行為」與「不健康行為」

的分類法，而且在實際生活中有難易之分。「避免」做些什麼比較容易，而「介

入」些什麼比較難。「介入」內部也有難易之分，運動比較難，早睡比較難，吃

維他命則比較容易。有些人平常已經習慣吃綜合維他命，抽血前會加吃 B 群。 

因此，很少有人會刻意地想讓數字比較好看，多數人都是傾向看到自然的變

化。這並不代表前者比後者更在意數字；事實上，幾乎所有人都關心檢驗結果。

多數人傾向於看到自然變化，是希望數字能盡可能反映、貼近「真實」的體內狀

態。但是每個人關心的方式不太一樣，這反映出不同的身體觀。對於已經服藥的

人來說，數字幾乎代表治療效果，是經過醫療介入之後的結果；但對於那些尚未

服藥的人來說，數字的意義就完全是反映了目前自然的體內狀態，而且擔心一旦

CD4 掉了、病毒量升高了，服藥的那天就到來了。 

1. 一種典型是阿民和、阿布和阿兵，他們都還沒開始服藥。阿民將抽血檢

驗視為一個「考試」，這個隱喻格外有意義。就算檢驗結果 CD4 仍然很高，但他

還是在意「比上次退步了 200」，儘管病毒量是下降的。他在意的不是 CD4 是否

仍高，而是「降幅」，因為降幅可能代表一個趨勢：以後可能會一直降下去。他

並且開始檢討自己最近的生活；因為數字是一個考試，CD4 的下降代表了一個

警訊，必須自己找出原因：是不是自己不夠努力照顧自己？還是做了些什麼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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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的行為（20100312筆記）。阿布也擔心最近一次的檢驗結果，病毒量突然升高

到 7 萬，是不是自己最近工作負荷太重，還是最近「玩太兇」了。 

阿兵擔心他 CD4 這次掉了 200（掉到六百以下），病情會不會惡化得很快。

儘管在醫學理性上，這不代表身體就出了問題，但病者在直觀上還是會指向某種

憂慮。數字本身是醫學上的符碼，然而在實際生活世界中，必須經由病患賦予意

義，而產生一種對於體內狀態的焦慮感。而數字變動的幅度，就徹底地具象化了

病患的疾病焦慮。 

2. 另一個典型是阿中。阿中得知感染至今已 9 年，尚未開始服藥。他把過

去 9 年紀錄下的 CD4 與病毒量數字給我看，CD4 大概一直維持在四、五百上下，

病毒量最多時是兩萬，多數時維持在幾千到一萬多，最低的一次還降到 809。他

認為檢驗數字只是一個「提醒」，提醒自己最近工作太累了、沒有照顧好自己的

身心、或是當時因為一些養生法而使病毒量自動下降。（他向我分享了這些年來

的歷程，以及數字反映了當時的生活/生命狀態，這段歷程我將在第三章的「養

生法」中呈現。） 

對阿中而言，病毒量的自動下降是一個契機。當初他決定還不要開始吃藥「試

試看」，往後的檢驗結果證明了 CD4 並沒有自己掉下去，病毒量雖然起起伏伏，

但都還不到需要吃藥的地步。這樣的結果，讓他更有信心可以維持好自己的身體

狀況。在經過這些年的帶原生涯之後，他對於病毒量數字的浮動已經有一套自己

的觀點： 

其實我大概過了一年之後，自己才有那個信心是說，你看真的，第四次

的檢查從兩萬多變成 6 千多，我自己都覺得怎麼可能會這樣，因為我那

時候工作忙到不行。我本來以為我病毒量會一直往上跑，可是它突然間

就減少，我就突然覺得，那表示我身體其實還可以跟病毒維持一個和平

的共處。我自己就轉個念，就不再一直擔心，好像自己就是隨時隨地會

發病或怎麼樣。 

其實我也有問過醫生，前幾次的時候也會很在意，唉，這次好像比較低

啊，或比較高啊，心情會跟著起伏。可是後來，一個是醫生有說，每次

的檢查本來就有誤差啊，所以只要不是突然間變得很嚴重或是怎麼樣，

基本上其實就不用太擔心。那另外一個是，我自己開始會覺得，身體本

來就是一個能量的循環，一個小宇宙，那我總不能一天到晚期待著他維

持著一個很好的狀態啊，而不去接受他可能有時也有比較弱的時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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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也就比較不會那麼在意，唉，這次病毒量多少。只是當然有時候我

會看，嗯，最近真的是比較累了，所以病毒量就高了(笑)，之後要注意

一下。所以大概也就這樣提醒自己一下啦。（阿中，20100302；底線為我

所強調） 

儘管實際上健康問題可能隨時會發生，但是隨著帶原生涯愈長，對於自身身

體狀態的認識愈來愈穩定，不確定感造成的焦慮就不再那麼強烈。我們必須注意

到一個歷程上的變化：阿中得知感染已經 9 年了，而阿民和阿兵都還不到 2 年。

阿中在初感染時的那種「在意」，在幾次的檢驗結果出爐之後，逐漸建立一種「信

心」，這種信心即是經由「數字」的一再確認後，逐漸穩定下來的對自己身體的

認識。他逐漸形成一種「能量循環」的身體觀，這種身體觀認為能量的波動是正

常的，儘管仍然會關心這次驗出來的數字如何，但心情不再隨之起伏，久而久之

就轉為一種「自在」之道。這種自在之道，是與病毒「共處」而非「對抗」之道，

有別於醫療介入的邏輯：吃藥抑制病毒複製。然而，這種身體觀有其條件：阿中

的數字始終維持著不大的波動，他也沒有經歷過 CD4 掉到已需要吃藥的狀態，

對於後者來說，會更在意數字的變動，也較傾向於一種醫療介入的「對抗」觀。 

事實上，「共處」觀與「對抗」觀是一個光譜，大多數人或多或少都兼具兩

者。阿祥的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 

我會把它當作像自己的小孩子。你每天要跟他講，你跟我是同一國的，

你不作怪，我們就可以好好繼續活下去(笑)
68
。我也是每天這樣跟我的這

些病毒說，我現在很不得已我才用藥，因為要撐下去，可是你不作怪，

大家合作愉快，還可以再活幾年。那如果我掛了，你也活不了(笑)。 

我會自己去算，比如說我本來還沒吃藥，預計可以撐個 10 年才要吃藥，

可是我第二年開始 CD4 就往下掉，從原本八百多一路掉，所以變成縮短

到 5 年，那我現在開始用藥，應該還可以再活 10 年 20 年沒問題。就是

這樣推算自己大概還能撐多久，跟自己比啦。 

我覺得 CD4 沒有辦法完全代表你身體的好壞，比如說你 CD4 五百多，那

跟人家 CD4 兩百多，哪個比較好？很難講。因為搞不好我的 CD4 五百多

都是老弱殘兵，人家一個 CD4 是海軍陸戰隊，那他一個就打幾百個，那

                                                 
68 阿中也有類似的說法：「我們簽訂和平協定，你已經在我體內，就是我的身體的一部分了。我

提供你足夠的能量，但是你也不要攝取太多，否則我死了你也死了。」（阿中，201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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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個才打一個啊(笑)。所以那個身體狀況沒辦法做比較，可是你可以

跟自己比較，你有沒有比前年好，你有沒有再比你去年好，是不是在持

續進步。（阿祥，20100311；底線為我所強調） 

把病毒當成「同一國的」，CD4 仍然是「士兵」，這種「混搭」式的身體觀

才是多數人看待 CD4 與病毒量的方式。這種折衷式的觀點不全然是「對抗病毒」

觀，也不全然是「能量循環」觀，而是一種「跟自己比」的「進步」觀，是病患

對自己身體狀態與生活品質的自我界定69。這種「跟自己比」的觀點也反映在「老

弱殘兵」與「海軍陸戰隊」的隱喻中，阿祥認為數字沒辦法代表一切，數字只能

反映一部分的真實。但是數字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作為一種「進步」的自我

檢視指標。 

3. 當我問到阿盛的 CD4 與病毒量時，他完全無法回答。阿盛的狀況相當特

別，我發現「數字」幾乎不在阿盛的意義系統裡，他不以「數字」來理解自己的

身體狀況。當我們假設感染者是一個關心自己健康的人時（不論他們服藥順從性

或生活型態如何），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關心自己的 CD4 與病毒量。那麼，這代表

阿盛不關心他自己嗎？ 

我認為這必須回到他的社會處境來看。他只有國中學歷，一直以來都從事勞

力型的工作，例如清潔工、工廠作業員、搬運工、油漆工、餐飲人員等等。他之

前還有在吃藥時，他的工作型態讓他容易漏吃。更關鍵的是：他後來離開南部到

台北工作後，他之前拿的藥後來吃完了，他也沒有去台北的醫院就診拿藥，他成

了一個「自行停藥」者。後來他到昆明院區就醫，醫師認為他的 CD4 並沒有因

此明顯往下掉，既然停藥了，就等 CD4 往下掉後再考慮重新用藥。可是他一直

很關心他到底有沒有藥吃，還向個管師說他想回南部醫院拿藥。 

他既不是偷渡者，也不是發聲者，更不是像阿保那樣「有意識」的出走者；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以「數字」來評判自己停藥的結果。他沒有要挑戰醫療系統，

也根本沒有想要「試試看」別的方法而出走；對他來說，「抗藥性風險」也不是

他關心的事。但是，他跟阿保一樣並沒有完全反醫療，因為他最後還是去就醫，

並且關心他有沒有藥可以吃。對他來說，「吃藥治療疾病」是天經地義的事，但

                                                 
69 Persson等人（2003）的研究也提供一個有趣的面貌。他們以敘事方法呈現了澳洲 HIV 感染者

的生活經驗，其中一位較早期開始服藥的感染者，檢管目前吃的藥並沒有讓他的病毒量達測不

到，可是他並不考慮換成較新的藥，因為他覺得現在吃的藥沒有惱人的副作用，適應良好，他

能夠繼續維持他的「生活品質」。這種生活品質是主觀界定的，而不是客觀上的「治療成功」，

在醫學上他可能不夠「健康」，可是在他的生活世界中，他卻能夠感到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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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說他需要再觀察「數字」的變化後再考慮吃藥，並不是理所當然能理解的事。 

在此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差異：藍領勞動者在生活中，常常需要關注那些更

明顯而迫切的問題—除了工作外，他還有胃炎的問題，而胃炎明顯地影響到他的

工作（關於阿盛的故事，將在第三章中呈現）。像「CD4 與病毒量」這種抽象的、

經由醫學而再現的「問題」，對他來說是交由醫療專業來處理的部份，他只關心

沒吃藥會不會讓他的身體變差。對他來說，HIV 治不好、可能致命，這是他能理

解的，可是相對於胃病來說，這又是比較「遠」的問題。 

阿盛不像其他的受訪者可以被歸類為順從、偷渡、發聲、出走者，因為他完

全自外於這個分類系統，他沒有使用「數字」來作為關心自己的指標，但這不代

表阿盛不關心自己。阿盛關心他的工作、關心他的胃病、關心他有沒有藥可以吃；

「不吃藥就會死」這個意義上的連結，對他來說仍然存在。阿盛是在他的社會處

境與生活條件中，以自己的方式在關心自己，而不是以一般的方式去在意「數

字」。小韋的例子可以當作對照：他反映了一種中產階級的自我照顧觀，他在慢

性病程的控制上完全信仰與遵從醫療專業，使用醫療論述來解釋和指導自己的行

為，是醫療專業所界定、鼓勵的「負責任」病患。阿盛相對地文化資本低，在有

限的生活條件中，更傾向於關心當下發生的具體生活事件。 

 

 

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不只是醫療不只是醫療不只是醫療不只是醫療 

在本章中，我試圖呈現感染者在其患病經歷中，圍繞在治療工作上的相關實

作。儘管藥物政策的成本效益邏輯，認為免費治療對於防疫有其貢獻（並節省更

多醫療及社會成本），而支持感染者獲得免費藥物治療，但感染者在接受免費治

療的同時，也被認為他們的行為應該要符合公共的期待。定期回診、服藥順從、

關心自己的 CD4 與病毒量，都是一個感染者應該做到的事。 

病患在進入醫療流程後，被期待要與醫療人員合作，配合醫療系統的安排。

最近出現的「使用者」（user）論述，認為病患應該有更多自主性與選擇權，而

醫療人員應該努力促進醫病關係。然而，真空地談「促進醫病關係」其實是去脈

絡的，事實上，醫病關係是一種社會關係，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中隨時有著權力的

流動。病患在帶原生涯漸長後發展出一套認識自身的方式，不再完全遵從醫療系

統的安排，同時也運用各種資本來介入治療決策過程。服藥規律也不只是個人行

為、效能或意志的問題，同時必須關注到服藥者的社會處境與生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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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慢性病生涯中，病患逐漸拼湊出一種在地的、與標準流程相互拉

扯、鑲嵌而形成的實作軌跡，其中反映了各種殊異的病患行動樣態。因此，病患

並非反對或抵抗醫療，而是在「結果的不確定性」之中，接受並試圖挪用、混搭

各種論述與作法，形成一套施展於自身的技藝。這種技藝基本上不違及醫療架

構，而是在「試試看」的實作當中，做出一種適合自己的知識，做出一種關心自

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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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與疾病共處的生活藝術與疾病共處的生活藝術與疾病共處的生活藝術與疾病共處的生活藝術 

 

在還可以說下去的時候，我要說下去，但那不僅是因為不忿、不義，而是在

長久的病患經歷中，漸從旁的一種角度看到發生在吾人身上的災難，可不能禁著

驚嘆、不能禁著可佈。城市的秩序生活，是由人的生命、血肉作價。然後，因為

這個認知，對「經驗」與「真實」、城市生活運行的種種前提，不能不懷疑起來，

在懷疑而沒法證實的那場「人生」中流放。 

李智良(2008)，〈沒人要寫信給精神病患〉 

 

HIV 帶原作為一種慢性病，一種長期與疾病共處的生命狀態，病者關注的不

是如何被治癒，而是如何生活。疾病鑲嵌在生活中，不只是醫療—健康問題，對

於病者來說，更是實實在在的身體（同時也是社會的）「病苦」70經驗。與疾病

共處的生活，不只是在醫療上控制病毒複製，更必須在生活中的各個面向（工作、

作息、飲食、休閒...等）進行多方的協商與重組。生病對於病者來說，不僅指身

體上的變化、生命上的威脅，還意味著對原本理所當然的生活世界的重新認識與

構成（Hockey and Draper, 2005）。 

從帶原者的生活經驗中，可以大致區分出兩種不同的疾病感知路徑：一是間

接感受到的威脅，一種長期而言對於存活的不確定感；二是更直接的體驗，各種

身體症狀與不適感的襲擾。但是這兩種路徑同時指向了一種根本的生存焦慮，這

種焦慮的生成其來有自。或許一個完全不在男同志社群文化裡的人，不會那麼切

身感受到 HIV 的威脅與敏感性。因此，這種焦慮一部分來自於社會與體制的建

構，從而使特定族群認識到 HIV 與自身的密切相關。然而，Laing（1994: 55）

指出「焦慮」對於病者而言有著更根本的意義： 

焦慮產生於基本的存在性不安的特殊情境，是情境中的作用產物。當自

身存在具有安全感時，焦慮就不會如此有力和頑強地表現出來。但即使

缺乏這種基本的安全感，人還是必須活下去。當人處在存在性不安的情

境時，發展了怎樣一種與自身的關係？（底線為我所加） 

因此，這種焦慮更是一種實際的、切身的體驗，病者在生命的困境中，開啟

                                                 
70 我以「病苦」一詞來泛指人身處在帶病狀態中的受苦體驗，包括身體的病痛與不舒服、治療

上的麻煩、心理的不安與苦惱，以及諸種生活上的困擾與不便；感受到污名與歧視當然也是一

種苦的體驗。「病苦」在此指涉一種整體上直觀的感受，而且常常「有苦說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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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對於自身的重新認識與關照的過程，並重新省視與構成「與自身的關係」。 

本章要呈現的是相對於醫療相關的作為、其他可概歸為個人日常生活領域中

的自我照顧實作，包括兩個部份：感染者如何面對直接的身體症狀與不適感，以

及各種促進自身健康與減少傷害的「養生法」（Dietetics）實作，這些都反映了「生

病」這件事對於自身健康/生命狀態的提醒與整體關照。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與病苦與病苦與病苦與病苦共處共處共處共處 

在本節中，我從病者的實際生病/生活經驗出發，探討病者如何關注各種切

身的具體症狀或不舒服、以及對於每日生活日程的協調與重組，以呈現出病者回

應病苦以及「安好」之道的在地實作。 

 

小林的故事小林的故事小林的故事小林的故事71 

2008年 9 月是小林一連串苦難的開始。當時的他在補教業擔任管理職，「很

忙啊，每天就是跟打仗一樣」，加上正在就讀碩士班，工作和課業兩頭燒。他從

9 月時就開始感冒，而且有嚴重的鼻竇炎，一直鼻塞而且鼻涕又多又黃，一直到

年底都好不了，一直吃藥也沒有用。「就覺得很奇怪啊。那時候我為什麼會去檢

查（HIV），就是因為我感冒好不了，三個月好不了，就是因為這樣才去檢查的。

後來就發現有了」（小林，20100417）。 

2008年底，他驗出 HIV 陽性，當時檢測出病毒量高達十萬，CD4 只剩下 36。

他在 2009年的過年前開始服藥，當時的藥物組合是克維滋和衛滋，然而治療效

果並不理想，後來兩次檢測的病毒量分別是十五萬、六萬，CD4 仍然只有 41、

46，免疫功能一直沒有恢復得很好。小時候並不會過敏的他，那陣子常常會有蕁

麻疹，「就是一點一點的，很像被蚊子叮的，就會很癢...有時候會癢到沒辦法好

好睡覺」。他去給昆明院區的醫生看，醫生開給他抗過敏的藥，但他藥吃一吃、

情況好轉之後就不吃了（研究者：我想很多人應該都是這樣吧，包括我也是）。

然而蕁麻疹一再地復發，他去看一般皮膚科也只是開給含類固醇的藥膏。鼻竇炎

的狀況也一直沒有好轉，後來（治療鼻竇炎的）醫生說要開刀，他覺得很麻煩，

「要住院三天，然後又因為有那個（HIV）的關係，開刀也很麻煩，因為要告知。

                                                 
71 第二章已經片段地提到一些小林的狀況。在此我將小林的故事做一次完整的鋪陳，以呈現出

病苦經驗與自我照顧實作的整體性與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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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就想說算了，因為那不是根治嘛，開刀之後還是有可能會再復發」。 

工作、學業壓力沈重，又遇上身體最不好的時候，一切都在 2009年初達到

最高峰。原本打算一邊工作一邊把書唸完的他，決定放慢腳步，「所以才會唸到

碩三（笑）」。2 月時，他試著辭掉工作，然而補習班業務繁重， 

他們也不願意讓我走，讓我從 2 月拖到 11 月才讓我走。所以我工作就是

慢慢放下，管理職先退掉。然後到了完全沒工作的時候，雖然論文沒什

麼進度（笑），但是至少身體有變好。其實我覺得最明顯的還是管理職啦，

管理職一放掉之後，壓力就沒那麼大了，身體就有比較好一點。（小林，

20100417） 

除了生活步調的調整外，他也開始尋求西醫以外的出路。由於鼻竇炎、蕁麻

疹一直很困擾他，再加上他原本就有二尖瓣膜脫垂的問題，心臟有時會不舒服，

種種的身體狀況，於是「後來我決定就用中醫跟它拼了」。2 月他開始去看中醫

調養身體。那陣子「每天都好多藥可以吃噢，感冒藥、鼻竇炎的藥、H 的藥、還

有中藥。...就覺得吃那麼多藥，感覺腎臟會壞掉（笑）。可是很無奈，為了活命

還是得吃啊」。他自從知道自己感染 HIV 之後，就開始吃綜合維他命、B 群、靈

芝等保健食品，「上班的時候會泡人蔘茶來喝（笑），就變得比較養生」。 

這樣慢慢調養，大約到了暑假，身體狀況逐漸好轉，感冒症狀和鼻竇炎都好

得差不多了，「可能也是因為那陣子天氣也熱了，就自然比較好了」。蕁麻疹後來

也比較不常發作了，但在他身上留下了許多疤。 

2009年 5 月，他農曆生日的前兩天，突然全身起紅疹。他很急地跑去昆明

院區給醫生看， 

而且那時候 XXX 沒有特診，我是衝去他的一般門診去給他看，因為是很

急的狀況。然後他就說這沒什麼。...那個是克維滋的副作用，那時候大

家都在好奇，為什麼副作用會這麼慢，那個好像在第一個月就應該要出

來了啊。可是他就說是因為我那時候 CD4 太低了，低到沒有副作用。（小

林，20100417） 

紅疹大概持續了兩、三天。「後來我爸就有帶我去一個熟悉的醫生那邊打了

一個那種抗過敏的針，然後就好多了」（小林，20100417）。 

第一組藥物並沒有壓下小林體內的病毒量，也沒有讓 CD4 明顯升高，讓他

和醫療人員都覺得必須要換藥了。2009年 11 月，他的藥物組合改為 Kaletra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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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vir，12 月初抽血檢驗，病毒量從原本六萬下降到 50 以下，CD4 從 46 上

升到 143。2010年 5 月，他的 CD4 又再度上升了 80，他非常開心地和我說，並

且在 MSN 的狀態上寫上「大樂！」。 

過了 2010年冬天，他說他的身體狀況比去年冬天好很多，只有偶爾鼻塞，

沒有像去年那樣感冒、鼻竇炎那麼嚴重。現在仍然持續地定期看中醫調理身體。

我問小林有沒有連帶感染其他疾病，「我只有中第一特獎」，他苦笑地說。 

我是覺得我很衰啦，中到強力病毒。因為我 07 年的驗血報告是沒事的。

所以你看，我 07 年沒事，但是 08 年底出事，那頂多也才感染一年多一

點啊，怎麼會直接降到 36？很誇張啊，一般人就是慢慢降啊。因為那是

強力病毒，讓我第一次用藥就有抗藥性。（小林，20100417） 

 

 

圖 2  2009年 5 月時，小林身上遍佈紅疹。照片來源：小林。 

 

在生活中與病苦協商在生活中與病苦協商在生活中與病苦協商在生活中與病苦協商 

小林的故事呈現了他的整個病苦脈絡。或許我們無法直接切身體會小林的

苦，但經由故事的（局部）還原，還是可以試著貼近小林的處境來產生一些感受，

並理解他如何採取行動。 

首先，小林身上發生了立即而明顯的症狀或是藥物副作用，從而他具體感受

到疾病的切身發生。因此，這些病苦感有明確的指向，並趨使他尋求各種可能的

解決方法，也就是說，病者經由身體而具體化了疾病的經驗感知，並做出某些自

我照顧作為，有別於醫療的診斷—治療模式，是一種在地的常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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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衛系統也在小林的實作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有意識地去檢驗 HIV、

CD4 與病毒量數字、以及抗藥性病毒與換藥，形成一套對於疾病的解釋路徑，

但這套路徑必須放在小林的在地實作中才有其意義；而他同時也尋求中醫與保健

食品的幫忙，因此這是一種病者主動操作、並且是「混拼」的自我照顧知識。 

最後，磨難在病者生活中真實發生。在小林的故事脈絡中，疾病從來就不是

獨立存在的事件，工作和學業，再加上諸多發生於身體上的症狀，明確地在生活

中形成困擾（甚至季節變化也必須納入考量）。疾病影響到工作，而工作同時也

影響疾病，所以小林後來決定放掉管理職，經過一陣休養後，身體狀況逐漸變得

比較好了，因此，病苦感不只由身體而生，同時也由生活而生。 

生病對於小林的生活來說，是造成明確的破壞與重整的一個具體事件。然而

更多時候，疾病的隱憂總是隱晦地漫佈在生活裡，不見得完全由具體的身體症狀

而來，常常更是一種微幽的病苦狀態。 

 

（一）身體症狀與不適感 

在第二章的「診斷機緣」中，已經提到小林是在兩個情境條件下，做出前去

檢驗 HIV 的行動：明確的感冒、鼻竇炎症狀指向一種疾病意識，並且，身為男

同志而自我建構為一個篩檢主體。小林的狀況比較特殊，因為他感染的病毒株讓

他 CD4 迅速降低，而且具有抗藥性，因此儘管接受藥物治療，免疫功能還是一

直沒辦法恢復，因此這段病苦經驗一直持續到轉換生活型態（工作量減少、延後

畢業）、以及換藥以後才真正告一段落，後來的季節轉換時節（入冬）也沒有讓

他再受到感冒症狀的襲擾。 

阿特回想他曾有一段時間（大約 2009年 2 月開始）， 

那陣子就是身體會變得比較虛，很容易感冒，流鼻水啊、發燒啊、喉嚨

痛啊、肌肉酸痛這些都有。但是那個感冒都是過一陣子就會自動好了，

可是下一次可能又有流行性感冒，又中了，然後又自動好了。然後有像

蕁麻疹的東西，有時候會出現，過沒幾天它又自己不見了。那時候常看

皮膚科，都跟你說是春天要接夏天那種冷熱交替，所以你皮膚不適應。

我後來發現那其實就是 HIV 感染初期的一些症狀。（阿特，20100417） 

如此又「中」了、又自動好了的循環過程，相當明確地作為一段病苦史中的

指標事件。此外，阿特還提到當時不尋常地拉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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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西醫也吃不好、吃中醫也吃不好，就怎麼吃都沒有用。後來有人建議

去照大腸鏡看看，就發現我結腸潰瘍。醫生說基本上那裡要潰瘍很難。

我自己就想，可能是當時的壓力的問題，工作壓力啦、感情的壓力，然

後可能也是前面那三個月用藥（搖頭丸）的問題，那時有時候有用過量，

可能對腸胃有一些傷害。（阿特，20100417） 

身體虛、容易感冒、蕁麻疹、不尋常的結腸潰瘍。和小林的軌跡很類似，阿

特也是因為這些跡象，而決定去檢查 HIV。在 2009年 5 月時確診，當時 CD4 只

剩下 64，病毒量高達 99 萬 6 千。6 月開始服藥，7 月回診時病毒量降到 404，10

月時已經降到 155，2010年過年前再驗，病毒量已經測不到了。結腸潰瘍那陣子，

阿特的體重迅速下降，「那時候體重最低是 64公斤，一直拉不上來」。6 月開始

服藥以後，體重逐漸回復，「到現在已經到 77了，就恢復到比較像以前的體重」。

身體比較虛、容易出現感冒症狀等情形，現在也沒有了，「就跟沒有感染前的感

覺還蠻像的」（阿特，20100417）。在阿特的經驗中，疾病並非真空地發生，而是

「工作壓力」、「感情壓力」、「用藥」等生活事件相互作用的結果。 

在驗出 HIV 陽性後，可以（也只能）經由事後的回想，使當時困擾病者、

一時無解的身體病苦，現在一切都得以解釋。甚至在阿特與小林的經驗中，這些

病苦是日後得以確認這些結論的「警訊」。在事後回想中，必須有一些明確的標

的：明確而且不尋常的身體症狀或不舒服。例如阿中經由事後回想，在驗出陽性

前的兩、三年，曾經長過俗稱「皮蛇」的帶狀皰疹。在免疫功能較差時，人會因

為潛伏體內的皰疹病毒發作而使皮膚出現條狀的水泡或紅疹，並且會引發神經

痛。而他回想那時候「也許是一個警訊，可能身體那時候已經有問題了」（阿中，

20100302）。 

有些 HIV 感染者在剛感染病毒（而尚未驗出）的短暫期間，會因為病毒複

製迅速、免疫系統反應不及，而經歷一些初期的急性感染症狀（不見得每個人都

會有，而且症狀或大或小），在免疫系統自動適應而產生抵抗力、病毒進入淋巴

結潛伏之後，就會進入慢性帶原期。然而這些初期的急性症狀也只能經由事後回

想來得到解釋。例如阿民事後回想，曾有一段時間夜間睡眠時盜汗，約持續一個

禮拜。由於他平常的身體狀況還不錯，因此這樣的盜汗顯得很不尋常。他因此推

估大概那時候就是最初感染的一個禮拜（20100317筆記）。 

確實有些人因為免疫系統的敏感反應使得體溫升高，甚至在冷冬時也會有身

體燥熱、夜間盜汗的情況。發熱、盜汗不見得只發生在初感染時，像是阿祥和東

東，這個情況在帶原生涯中一直持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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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整天就會覺得比較燥熱，所以夏天大概整天都電風扇吹在旁邊（笑）。 

然後到冬天有時候還穿短一點，人家就覺得奇怪，欸這麼冷你怎麼穿這

麼短。可是因為身體就是很燥熱，所以需要散熱。（阿祥，20100311） 

我即使開冷氣，有時候還是會燥熱。...就會悶，我只要一悶就會不舒服。

我是很容易流汗的人，即使天氣冷，可是只要悶，我就還是會流汗。所

以有一年冬天我就乾脆開冷氣睡覺，蓋著厚棉被開冷氣（笑），這樣就不

會悶。（東東，20100823） 

這樣的情況，除了身體直接感受到不舒服外，還會影響到睡眠，像東東就提

到他最近常常睡過頭，「因為我最近睡眠品質不好，會燥熱」。阿祥在白天工作中

也常常需要找個時間補眠。這樣的不舒服體驗，必須放在生活情景中領會。 

另外，阿民晚上容易出現皮膚乾癢的狀況，晚上睡覺時會一直抓，抓到手腳

都紅紅的（20100310筆記）。一方面可能和天氣較乾冷或季節轉換有關，有些感

染者在這樣的時節裡會容易皮膚乾癢，需要擦一些保溼乳液才會比較好入睡

（20100312筆記）。72 

在免疫功能較低的時候，蕁麻疹、皮膚過敏、類感冒症狀都是常見的臨床病

症，例如東東在吃藥之前，有一陣子過敏起疹子很嚴重，吃藥之後就比較少發生。

阿兵也說他覺得在感染之後，感冒「很不容易好」。小韋在驗出陽性那陣子因為

剛好開刀，在醫師的建議下觀察一陣子，看病毒量會不會自動下降、CD4 自動

上升。在觀察了 1 年 3 個月之後，CD4 已經在兩百上下徘徊，病毒量始終維持

在 8 萬到 18 萬之間，因此決定開始服藥。他回想起還沒服藥之前， 

我覺得比較容易感冒。其實我不知道是感冒、還是只是一個反應，可能

就像是喉嚨痛、或是覺得喉嚨腫腫的之類的，可能只是喉嚨發炎。一直

到開始吃藥，到現在我就幾乎沒有去過診所了，身體就感覺好很多。（小

韋，20100331） 

除了免疫功能偏低造成的身體病症外，CD4 高時也有可能因為「太敏感」，

而容易對外來入侵者有反應。有一次我去阿奇家聊天，那時我剛好是感冒正要痊

癒的時候，也是感冒病毒傳播力最強的時候。過了大概三天，我和阿奇通電話，

他抱怨說他被我傳染了感冒。我半開玩笑說：「你 CD4 那麼高欸（他 CD4 維持

                                                 
72 有些感染者也會有毛囊炎或脂漏性皮膚炎。據昆明院區醫師的說法，可能是免疫系統影響到

內分泌系統的改變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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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00上下），應該把我還高吧，不是應該比較不會被傳染嗎？」他說就是因為

太高了，很容易對感冒病毒有反應（20101013筆記）。 

不論 CD4 低或 CD4 高，總之，疾病不單只是病毒，不單只是醫學上的事件，

也並非只在醫學世界中被處理。病者經由肉眼明顯可見的症狀、或是直覺感受到

的不舒服，意會到疾病的切身發生。疾病也不單只是身體病症，同時也是在真實

生活中明確造成困擾的複合體驗，也就是說，病苦感不只是身體的，同時也是在

生活情境中發生的。病症與生活各面向之間有著錯綜複雜的關聯，在病者的在地

實作過程中，「與病苦共處」是在疾病與生活處境中協商出來的一種生存藝術。

在這門藝術中，HAART 治療是個顯而易見的出路，CD4 與病毒量數字是操作化

的符碼，然而，必須經由身體的直接印證—吃藥之後感覺身體有變好，這樣的符

碼才具有意義，一切經驗才得以解釋。 

病苦感可經由身體病症或不舒服而明確指出，但病苦感也可能指向一種隱晦

的、不確知的憂慮。某個晚上，我去小志擺攤的地方找他。他的氣色仍然頗差，

從我認識他的時候就一直是這樣，一臉疲憊的樣子，應該是長期睡眠不足、又做

生意勞累所致。臉上沒什麼血色，黑眼圈有點重（我還跟他開玩笑說快跟我一樣

重了）。他很無奈地說道最近不時會東癢西癢的，覺得腰酸背痛，喉嚨感覺有點

「怪怪的」，而且容易莫名地覺得燥熱，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為最近天氣悶熱

才這樣（20100806筆記）。 

於是我們發現，在這樣的情境裡，其實很難理出一套說法。在這樣的季節裡，

覺得燥熱、東癢西癢應該是常態吧？工作繁重又睡眠不足本來就會疲累吧？黑眼

圈我也很重啊。然後他提到他最近一次回診，CD4 跟病毒量數字看來並沒有太

大的波動，也還不需要吃藥。在這裡，「CD4 與病毒量」反而是一套讓小志感到

安穩的說法。基於一個「理性而客觀」的判斷，他的身體沒有出現太大的問題，

應該不用想太多啦！假設今天他並不知道他體內帶有 HIV，他會對這些身體的微

恙感到焦慮嗎？還是其實就跟很多一般人一樣呢？ 

所以呢？不要想太多了吧？然而，小志默默地冒出一句話：「我這樣會不會

其實是快發病了？」（20100806筆記） 

對於「HIV 帶原」這件事的意識，確實指向一種對自身身體狀況的不確知的

潛在焦慮。儘管定期檢驗 CD4 與病毒量，可以經由數字而將體內狀態明確化，

減少這種不確知的焦慮；然而，數字只能說明一種「大致」和「當前」的狀況，

但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很難說。因此不難理解，病者會相當敏感於身體細微的異

狀，就算是一般人都可能出現的小毛病，還是直覺地會跟「HIV 帶原」這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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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事實」產生意義上的連結。 

我發現許多受訪者在初得知感染時，對於「HIV 陽性」這個事件與偶然的身

體微恙之間，會賦予較多的意義上的連結，但是隨著帶原生涯的漸長，會逐漸較

以平常心看待（20101008筆記）；這點和第二章中，感染者對於「CD4 與病毒量」

的論述實作軌跡很類似。然而小志得知感染已經近五年，那麼如何解釋他對身體

細微異狀的憂心呢？ 

一個最明確的焦慮意向，指向了一種長期存活的不確定感，因為潛伏體內的

HIV 蠢蠢欲動，隨時可能伺機而起。病者在這種長期狀態下，再怎麼「平常心」，

隨時都有可能因為某次偶然而看似不起眼的病症不適、身體動作或社會互動（例

如吃藥、回診、性行為時），一再地被「提醒」自己是病者，隨時可能會發病。

病苦感在日常行動中，由一些被賦予意義的符碼而生。 

然而，我要進一步指出，這種敏感覺察到身體細微異狀的過程，不只有「帶

原的事實」和「長期的潛在焦慮」作用其中。這種「敏感」，同時可能經由某種

社會過程而「習得」。一個過去可能並不十分在意自己身體細微變化的人，在「成

為病者」之後，可能會經由與醫療系統人員的互動，或是聽到病友的經驗，而意

識到自己身體可能會出現什麼問題，因而開始比較敏感於這些身體的細微變化

（20100915筆記）。這些身體異狀基本上無法完全驗證為與 HIV 有關，但可以形

成一套常民在地的解釋，使病者對於身體狀態的自我認識能被穩定下來。 

初得知感染時的身體與生活經驗，也會讓病者在日後發生類似症候時，回想

起那時候發生的困苦，而產生類似的焦慮感。甚至有些季節性的症候，其實一般

人免疫力較低的時候也會發生，但是病者身在類似的季候環境中，也會直覺地引

發過往經驗所產生的身體感受，例如在濕冷的氣息中，就會擔心起自己輕微的鼻

塞徵兆，或是春夏之交時，留心於自己手腳上發紅發癢的情形。此外，經由回憶

而觸發的病苦感，不只是身體上的，還包括初得知感染時那陣混亂失序的生活狀

態，像是驗出陽性時的不安、當時工作或生活上的忙亂、驗出陽性而引發與男友

間的感情問題、或是過量使用搖頭丸而不舒服的感覺，等等。在病者的生活經驗

中，病苦感是一種複合體驗，是生活中各種事件交纏作用，而具現在身體上的產

物。 

就算在最初得知感染時，那種與「病毒」連結而產生的對於身體病症的「原

初焦慮」，會隨著帶原時間漸長而淡化，然而帶原者還是會經由上述的社會過程，

養成一種對於自身身體狀態的操煩（care）的習性。這些病苦感都是病者切身體

驗到的「真實」感受，絕非一個純然被建構的結果，而是病者經由一些生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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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過程，而形成一種長期帶病者的生活風格，一種在生活實作中開展的，對

於自身的觀察、認識與關心的生存之道。73 

 

（二）「容易累」、「體力變差」 

體力會沒辦法像以前。就覺得人好像老了一點點。（阿祥，20100311） 

我覺得就是會比較容易累。就是體力會比較差。（阿威，20100306） 

就覺得好像會比較累了一點。體力沒有像以前那麼好。（阿淵，20100330） 

 

容易累、體力變差，是許多 HIV 感染者共有的經驗感受。這種感受是相當

主觀而且隱微的。一般人也會有覺得累的時候呀！人隨著年紀愈大，體力也自然

會「感覺」比較差吧？例如阿中比較現在與以前的體力變化：「如果說要跟過去

比，確實是有，就是那個體力上面，或者是你的耐力上面，其實我覺得是有影

響啦」（阿中，20100302）。然而阿中得知感染至今已九年，就一個常民的觀點，

實在無法判定到底是 HIV 造成的、還是隨著年紀愈大而體力變差的自然現象。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主觀上認定自己的體力有差，亦即「體力變差」是個實在的

經驗。 

那麼，HIV 感染者的體力變差或疲累感到底是如何產生的？我認為一樣要

放在他們的身體經驗與生活脈絡中來理解。 

首先來看阿淵的經驗。阿淵表示他在得知感染之後，「現在覺得時間到了就

不行不睡，即便硬要撐下去，就會覺得跟以前有差」（阿淵，20100330）。他檢視

自己疲倦感的指標是能否熬夜。弔詭的是，阿淵從驗出陽性、到我們訪談時，前

後也不過半年時間（他是所有受訪者中帶原年數最短的）。如果真的是因為免疫

系統有問題，使他感到容易累，一來他根本無法確定他「已經感染」多久了，二

來他的身體狀況還不到需要吃藥的時候。或許有什麼生理因素導致他體力變差，

但我要強調，他是在「得知感染」之後才出現這樣的感覺。 

阿中則是在「得知感染」之後，回想起「得知感染」之前的情況，推測當

時可能「已經感染」： 

                                                 
73 甚至就連我—身為一個非感染者，儘管沒有像感染者那樣的「原初焦慮」，在和感染者朋友相

處的這段時間裡，我卻開始十分敏感於自己身體細微的變化。例如吃海鮮之後起輕微的紅疹，

儘管不是很嚴重—以往的我幾乎不會在意這種細微異狀，或許我大可不必「庸人自擾」，但是

我當下還是意會到某種隱晦的焦慮：是不是我的身體出問題了？這是我與感染者共處之後，才

「學習」到的一種「煩惱」（20100712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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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時候也是有覺得說自己比較容易累，沒有像我以前的體力那麼好。

可是那時候也沒有去做檢查，那一直到之後男朋友生病之後才去做檢

查，所以其實也搞不清楚自己哪一年生病的。（阿中，20100302） 

我認為有共同的機制作用在阿淵和阿中身上，讓他們感到容易累。這個機制

就是「意向性」（intentionality）74。疲累是一種身體現象，並且經由「我」的意

向活動（感官、意識、評價），疲累成為一個被關注到的對象。因此，「疲累感」

經由「意向活動」和「關注的對象」而構成。例如尿意和眼酸，其實都是「實在」

的身體現象，但是必須經由意向活動「被關注到」，例如我感到尿急，或我感到

眼酸。而且常常愈是感到尿急、就愈想尿，愈是感到眼酸、眼睛就愈酸。 

「意向性」或許可以解釋阿淵和阿中發生疲累感的過程。首先，阿淵在得知

自己感染後，開始敏感覺察到自己身體的細微變化；或許「累」本來就有，因為

阿淵從事的工作需要較多體力勞動。但「得知感染」這件事，讓他開始「關注」

到疲累，而具體的檢視指標是無法像以前那樣熬夜。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得

知感染」這個事件，或許也提醒他必須調整生活型態（這點在第二節會進一步討

論）。另外，阿中是經由「回想」而解釋當時的身體狀況。或許尚未得知感染前，

「當下」他並不十分感到累，但現在「回想」那時，似乎覺得真的比較容易累。

在此再度強調，他們的疲累感都是「實在」的，不應該只用「心理作祟」來簡化

理解，重點在於他們都「關注到」容易累、體力變差這件事。 

除了「意向到疲累感」這種身體現象的解釋外，我認為疲累感並非真空事件，

應該回到病者的生活處境中，才能真正認識疲累感的發生過程。接下來重現阿祥

和阿威敘說他們「容易累」、「體力比較差」、「人好像老了一點點」的話語脈絡： 

像以前比如說熬夜，我熬三天，現在熬一天就受不了。然後比如說以前

那時候剛來（現在工作的地方），像我搬白米，人家會捐白米，白米一

袋是那種米店人家扛著麻布袋那樣。以前我可以一個人噢，從五樓搬下

來、再從一樓搬到五樓，這樣子搬十趟，都不會喘。現在不行了，搬個

                                                 
74 疲累感（或說病苦感）是一種身體感的形成，經由身體的各種直觀感受而使身體成為帶病身

體，並藉以產生理所當然的默會動作，是一種直觀的、前反思的意識，即「意向性」

（intentionality）。意向性包含兩個部份，一是意向的對象事物，二是意向活動，兩者存在一種

基本的相互關係（倪粱康譯，1997）。意向性必有其指向的對象，任何的感受、評價和動作（即

「意向活動」）都有某個既存的對象事物，這事物可能是具體的身體症狀，可能是當下的、或

回憶的不舒服或痛苦，也可能是無形的、對未來不確知的焦慮。一個人不加思索地對某個物或

某件事產生感覺（喜歡、不喜歡、無所謂），給予評價（肯定、否定、中立），並採取行動（創

造、培養、維護、破壞、妨礙、不介入、聽任之），這些意向活動，與意向對象共同構成身體

感的基本要素（靳希平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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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趟噢，已經在那邊喘半天了，然後就滿頭大汗。就覺得體力真的是有

差。（阿祥，20100311；底線為我所強調） 

醒過來就硬睡啊，因為其實就算醒過來，（吃了希寧之後）我還是頭很昏，

我也沒辦法動。所以反正就繼續睡，然後就暈暈暈...暈過就又睡著了。...

我覺得就是會比較容易累。一方面也是因為我沒有在運動，所以我體力

很差。我早上大概十點多到中午，都是還是腦昏昏頭脹脹的狀態在工作。

然後會一直到下午大概五點以後才開始清醒。如果我中午有睡的話，就

會比較好一點，但是如果中午來不及睡的話，就可能從兩點開始到五點，

這段時間我就會很累很累，就覺得我快死掉了(笑)，然後會一直到五點

以後。我覺得可能也是因為我比較晚睡，所以我的生理時鐘就是這樣，

就是體力會比較差。（阿威，20100306；底線為我所強調） 

    這兩段話清楚呈現了疲累感是如何在生活場景中發生，以及他們如何解釋自

己的疲累感。阿祥檢視體力變差的指標是熬夜和「搬米」（他的工作內容之一）。

阿威發生疲累感的具體脈絡也與工作有關，我們必須注意他的工作日程，如果他

那天忙到中午沒時間休息，那麼下午就會覺得「累到快死掉了」。還必須注意的

是，早上時段覺得「頭昏昏腦脹脹」，與前晚服用希寧的副作用有關。身處在這

些多重情境中，疲累感對阿威來說才會是個問題。但不代表他的疲累感完全是工

作造成的：有一次我和他從捷運站走回他家，短短十多分鐘路程，他就說他「已

經緊繃了(笑)，我現在很想睡覺」。體力差、容易累是真實的身體感，只是我們

要放回這種身體感發生的脈絡來理解。 

（我們也可以一併注意阿威如何解釋他的疲累感：晚睡、沒有運動而體力

差，但這是「個人行為及生活型態」的自我檢討，我們先「括號起來」，留待第

二節討論。） 

小林也提到他的疲累感，但是他的說法不太相同： 

跟以前比起來是還蠻容易累的。其實好像容易累一部分也是生活太安逸

（笑），就以前上班的時候還是得撐啊，就還是撐得過來，那只是比較有

壓力。一部分也是自己把自己操壞的，因為之前把自己搞得太忙了，後

來又遇到身體最不好的那個時間點。（小林，20100417） 

現在太安逸了反而容易感到累？我們可以發現，疲累感之所以成為「問題」，

必須從病者的生活脈絡來看。小林覺得他的身體是在最忙碌的時候（剛好也是身



 

 86

體不好的時候）給「操壞的」，後來把管理職放掉、並決定延畢之後，身體才逐

漸好轉。因此，疲累感其實一直都在小林身上，只是意向活動有沒有使疲累感成

為病者主觀界定的問題。我們有時會在工作忙碌時忘了尿尿、忘了眼酸，休息時

才突然感到一陣尿急、或回到家才感到眼睛很酸。疲累感發生在忙碌的時候反而

可以被忽略，發生在「安逸」的時候卻被關注到了。但此時小林因為「太安逸」

而意向到疲累，只是關注到一種身體現象，並沒有成為生活中的問題；而疲累發

生在阿威身上、並且是發生在勞動情境中，對於阿威來說構成了一個明確的困擾

（疲累感可能影響到工作）。 

阿淵雖然得知感染至今（訪談時）才半年，並沒有出現任何身體病症，然而

他的工作型態仰賴較多身體勞動，因此擔心以後身體出問題，體力無法負擔： 

目前影響還不大，因為剛開始。可是以後會擔心，因為現在是做比較體

力型的工作，怕自己會體力不好。因為體力不好的話，其實你做表演的

工作會蠻辛苦的，會比較吃力。（阿淵，20100330） 

可以發現，雖然他們的經驗不盡相同，「疲累感」或「體力變差」成為一種

擔憂的脈絡也不盡相同，然而，當他們說出「覺得累」、「體力變差」的時候，明

顯有一個共同的脈絡：工作。疲累、體力差，這個隱晦的身體感，得以具象化的

一個明確指標，就是工作。工作場景是疲倦感發生的具體脈絡，當阿威在假日時

並不會特別感到疲累，而阿祥在其工作現場的人力變得較多後，開始得到較多的

休假，身體有比較多休養的機會，因此「體力差」相較於以前，就不再是個太困

擾的問題。疲累感、體力變差，不只是一種身體現象，並且發生在具體的生活情

境中，才能被病者界定為一種「病苦」。 

 

（三）藥物副作用75 

事實上，「疾病經驗」不見得完全由病症而來，對正在服藥的病者來說，更

多時候為藥物副作用所苦。因此，處理、適應藥物副作用的經驗，構成病者疾病

經驗的一個重要部分。 

Adam等（2003）研究 HIV 感染者的服藥經驗，指出：沒有單一的副作用模

式。特定藥物會有某些常見的副作用，然而在實際上，同樣的藥物，不見得每個

                                                 
75 藥物副作用，在概念上看似應該和「服藥實作」放在一起討論。然而在病者的帶原生涯中，

藥物副作用和身體症狀、不舒服、疲倦感、共病...等病苦經驗是疊合在一起的，而且在真實生

活中彼此相關（例如副作用影響睡眠、而造成白天上班時的疲倦感）。因此放在這裡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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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會出現同樣的副作用。以下我要進一步指出，副作用必須在服藥後真實發生

在身體上，才能被論斷為問題，服藥者很難在事前預知自己到底會不會對特定藥

物發生副作用，而且每個人發生的嚴重程度不一。服藥者在為副作用所苦的當

下，也幾乎無法預期到底何時苦難才會結束。並且，副作用不只作用在身體上，

同時也發生在生活場景中，並且基於病者的主觀認定，才會成為「問題」。 

1. 起疹子是相當明顯困擾人的副作用，不僅直接造成身體上的癢或痛感，而

且可能遍佈全身，是肉眼可見的外顯異狀。克維滋和衛滋是常見的引起過敏性皮

疹的藥物，然而必須視個別服藥者的體質而定，有些服藥者並不會發生，或是嚴

重程度不一。 

阿祥在吃藥之後，身上一直斷斷續續地起疹子，他指了手腳上的疤給我看，

都是起疹子之後留下的。 

那時候，噢，疹子就很煩。然後吃一些消炎的藥物，然後塗藥膏，就覺

得比較好一點了。可是隔沒多久，又開始復發。所以這樣陸陸續續，就

一直很難好啊。（阿祥，20100311） 

這個情況一直反反覆覆地持續好一陣子，短時間內也只能依靠消炎藥物和藥

膏來暫時緩解。後來是因為「身體慢慢有適應它（藥物），現在就比較好」。許多

急性副作用，包括起疹子、腹瀉、嘔吐，都只能等待身體的「適應」，才能讓服

藥者擺脫折磨。幸好阿祥並不是全身大面積的起疹子，「還好長在腳上、跟手上

一點點這樣子，還好臉上只長一點點，不然都不敢出來見人了(笑)。」對於服藥

者來說，起疹子的威脅不只是身體直接的痛癢感，十分令人在意的還有外觀上的

明顯異狀，這對於社會生活顯然是個困擾76。 

小林因為第一組藥物的治療效果並不好，開始服藥時「CD4 低到沒有副作

用」，3 個月後才全身起紅疹，是一種免疫功能重建過程中引起的發炎反應77；嚴

格說來，這並不算是藥物直接引發的過敏反應。但不管醫學上的定義為何，對於

病者來說，身體和外觀上的不舒服和困窘，是必須迫切解決的事。他很緊急地衝

                                                 
76 不禁讓我想起我高中時也時常皮膚過敏，甚至引發毛囊炎，手肘處一片紅紅腫腫的。當時有

幾個比較要好的男同學知道我是同志，開玩笑地說：「卡波西氏肉瘤喔！哈哈」。雖然我知道他

們沒有惡意，可是還是讓我感到十分不舒服。 
77 免疫重建發炎症候群（Immune reconstitution inflammatory syndrome, IRIS）：「病患在接受抗愛

滋病毒治療後病毒量下降、免疫功能逐日改善，過去潛在的感染此時可能因為免疫系統改善到

足以產生發炎反應，或者病患已經接受伺機性感染的治療一段時間後，伺機性感染已經獲得適

當的控制，病患體內的免疫系統改善到產生過度的發炎反應。免疫重建發炎症候群的發生時

機，大多是在開始接受抗愛滋病毒藥物的三個月內，不過，可能短至開始服藥的幾天內，也可

能長達一年以後。」資料來源：疾管局《愛滋病檢驗及治療指引》2010年版，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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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昆明院區讓醫師看，醫師說「這沒什麼」，似乎只是很平常的臨床反應。 

小林是全身大片地起疹子，就算這可能只是暫時的反應，都足以震撼任何人

而勢必尋求處理。因此他去讓「爸爸熟悉的醫生」打了抗過敏針，以獲得緊急的

緩解。因為這組藥物的治療效果不佳，後來換藥之後，加上後來持續的調養身體、

並重新安排生活，身體狀況逐漸好轉，就再也沒有起疹子的情況發生。小林的因

應策略看似完全由醫療處理，但實在很難定論到底是醫療介入、還是調養後「體

質」改變的緣故，因為他後來蕁麻疹的情況也沒有再發生。 

因此，對於副作用真實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病者來說，醫療介入只是一種緊急

因應措施，然而「治標不治本」。阿祥對於起疹子有一套自己的理解：「它不是從

外面感染，它是身體裡面的毒素發出來」。病者真正關心的，不只是表面的症狀

有沒有獲得暫時的解決，更重要的是「會不會再復發」，所以要從「身體裡面」

根本地改善，「最好的狀態是這些會慢慢完全消失」。阿祥認為他持續做氣功，也

有助於後來慢慢控制住這些「身體裡面的毒素」。此外，一次偶發的事件，也讓

他身體狀況有更多機會得到改善： 

那時候因為出車禍腳骨折，就在家裡完全休息，所以那個疹子後來就完

全消失了。跟工作 loading 也多少有一點關係，你的休息度不夠就會有

問題。之前休假比較少，那今年我就跟我們老闆講，我要休什麼什麼什

麼假(笑)。就要求多了很多，所以今年就還不錯，他就說好啦那就先這

樣子。（阿祥，20100311） 

阿祥「因禍得福」地得到一個在家休養的契機，那段時間也讓他可以每天在

家勤練氣功。同時他還遇到一個「明理的老闆」，讓他可以爭取到更多休假。這

種機緣似乎可遇不可求，而且看似是阿祥主動爭取來的。然而，在此必須說明他

的勞動現場：以前由於人力不足，他的工作量很大，而且一週只能休一天，比較

少人可以輪班。隨著人力增加、且工作人員的工作技能也有提升，他的工作負荷

不再像之前那麼重，而且也有人跟他輪班，休假也變得比較多。 

因此在阿祥的故事中，除了身體逐漸適應藥物之外，「氣功」根本地改善身

體，以及客觀勞動條件的改善，共同成為有助於皮疹不再復發的原因。 

2. 腹瀉也是一個相當明顯、並在生活中造成困擾的副作用。試想一個沒有工

作、可以整天在家的人，腹瀉就單純是一種不舒服的身體感；然而，許多感染者

安排的（其中一次）服藥時間是在中午，腹瀉有可能會成為工作現場中的一個問

題。腹瀉幾乎是一個只能適應的副作用，幸好腹瀉通常是短期的，開始服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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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內會逐漸緩解，而且每個人的嚴重程度也不一。阿祥在服藥三天後，腹瀉

情形就改善。 

小韋在服藥三週後開始出現腹瀉，大約持續一個月，之後逐漸變成軟便。現

在偶爾才有腹瀉或軟便的情況。那一個月間的腹瀉，也沒有在他的工作現場造成

太大困擾，因為他的工作主要以行政庶務為主，大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處理手上的

業務，他的工作型態讓他方便隨時去上廁所。 

小林在換了新藥之後，也出現腹瀉情形： 

一直拉，會拉水，嚴重的時候幾乎是我一喝水就去上廁所了，是從腹部

直接下去，等於是完全沒有停留，完全就是在拉水。我差不多拉到第二

個月就好一點，到現在就還是偶爾會拉，但是情況好很多。（小林，

20100423） 

還好的是，當時他已經辭掉工作了，時間安排上比較彈性。「那陣子我都是

先吃完（藥）了，然後拉完了再出門」，因此中午那次服藥，對生活影響較小。 

對於阿特來說，腹瀉的影響就更輕微了。「基本上我早上就一定要排便一次，

所以那其實只是讓我每天早上更容易排便而已」（阿特，20100417）。在他的生活

習性中，腹瀉並不構成問題。他一天只需要在睡前時吃一次藥，隔夜之後，也不

會影響到他的工作。 

3. 東東在剛開始吃藥時，出現噁心、想吐、無力等副作用： 

一開始很明顯，我聞到食物的味道就想吐。剛好我工作旁邊就是一條賣

吃的東西，所以我每次上下班都會經過那邊。我以前都會進去買東西吃，

可是我那段時間都沒有走進去，甚至到現在我都很少走進去那裡。後來

有改變一下飲食，就有一段時間吃得比較清淡。（東東，20100823） 

這段時間持續了約兩、三個月。「我後來就一直跟醫生要腸胃藥吃，止吐的

那種藥之類的。甚至後來還跑去照胃鏡，想說我是不是胃有問題」。當下除了尋

求暫時的醫療處置，似也別無他法；他也幾乎沒辦法預期這個情況會持續多久。

幸好後來這個情況逐漸緩解，「那就想說就再撐下去。現在就比較少，少很多很

多很多。以前是每天都想吐，現在是偶爾。」。 

除了噁心、想吐之外，東東明確表示他後來「體力變差」，是因為藥物副作

用造成的：「以前可以玩一整天都不會累，吃藥前喔，即使我那時已經感染了。

可是吃藥之後，我的體力跟以前比起來真的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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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作用嚴重時的那兩、三個月，確實也影響到他當時的工作。 

一開始是影響蠻大的，因為我整個沒有精神，上班的時候幾乎都是趴在

桌子上面。不過那時候還好，因為我工作並沒有到很忙，而且就坐在辦

公室裡面做手上的工作這樣子，所以就還 OK。而且我同事他們都人蠻好

的，我就說我不舒服，加上他們也看見我有吐之類的。就運氣好啦，他

們可能因為有看到我吐嘛，我還去看腸胃，所以那個病歷他們知道，就

拿藥袋給他們看，說我腸胃不好，用這個來矇混(笑)。不可能拿 HIV 的

去給他們看。（東東，20100823） 

東東的工作型態、工作現場的人際環境，以及「吐」在社會互動中成為東東

得以被同事理解的印象符碼，加上「藥袋」，使得他尋求的醫療處置也產生了社

會功能。種種這些脈絡，讓副作用不至於對他的社會生活造成太大困擾。然而，

「運氣好」是很多受訪者對過往處境的一個註解，彷彿在宿命般的苦難境遇中，

只能仰賴可遇不可求的「運氣」，來保證自己得以度過難關。 

儘管副作用嚴重時期只維持了兩、三個月，卻對東東的飲食習慣和食量造成

了長期的影響。現在的飲食口味偏向清淡（雖然沒有像副作用嚴重時期那樣完全

清淡），而且食量也變差了78。此外，他現在也變得「容易吐」： 

就變得我是一個容易吐的人，以前不是那麼容易吐的體質，可是現在就

變得容易吐。可是跟一開始副作用比起來，是少非常非常多。（東東，

20100823） 

同時，他也習慣吃藥時搭配茶、豆漿、牛奶或優酪乳等飲料： 

因為那個噁心的感覺，因為配水的話，就變成那個藥的味道會出來。藥

的味道其實很淡，可是配水就還是會感覺到藥的味道。所以後來我都配

飲料，用飲料的味道蓋過藥的味道。到現在都還是這樣。（東東，20100823） 

到現在都還是這樣，這個習慣並沒有隨著副作用減緩而改變。副作用造成的

長期影響，還包括東東對於「藥」和「吐」的連結。我問東東他吃的藥有沒有特

                                                 
78「我以前食量非常大，國小就吃三個漢堡當早餐的，像我以前可以吃三、四十個水餃吧，現在

吃二十個就飽了。就少了一半以上，可是在一般人眼中，其實就是恢復一般(笑)。偶爾還是會

吃超量，可是跟以前比起來，很明顯食量就變小很多。像我在台南唸書的時候，跟同學去吃吃

到飽，我記得有一次吃了十幾碗的飯，就大家都在那邊唱歌什麼的，可是我還在吃，就把大家

的剩菜就吃掉。雖然是很小碗，可是也還是吃了十幾碗。可是後來開始吃藥之後，真的，到現

在都還沒辦法這樣，可能吃個四碗就會很飽了，而且肚子就會感覺很脹。」（東東，201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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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明顯的味道，他也很難形容那個味道。事實上，一開始造成噁心嘔吐感的並非

藥的味道。從東東的經歷中可以發現，噁心感是真實發生的身體感，而且是隨著

藥物而來的。一開始吃藥時發生噁心感、而且明確造成「嘔吐」，讓他日後對藥

產生負面評價，這種評價是感官直接造成的。因為這種感官上的連結，讓他對於

藥的味道也變得不敢恭維，儘管副作用已減緩，往後的日子還是必須搭配飲料，

才能順利將藥入口79。吃藥配飲料，已經成為他的服藥習性；他並沒有因為副作

用而中斷服藥，而是採取了一個作法來克服，以維持他的服藥規律性。 

4. 暈眩、倦怠，是許多服藥者共同體驗到的副作用。希寧是常見造成暈眩、

多夢的藥物，而且會在整個服藥生涯中一直持續著。阿威提到他吃希寧的情況： 

希寧一吃就是頭昏腦脹，就好像嗑藥那樣(笑)。有時候我睡不好的時

候，就起來要尿尿幹嘛的，就會沒辦法走路，會昏到沒辦法走路。...

我發現吃希寧之後啊，我很常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夢，每天每天，醒來

都很不真實。我覺得我是愛麗絲(笑)。（阿威，20100306）80 

即使希寧已經吃了 3 年多，阿威仍然常常暈眩、多夢，睡眠品質因而受到影

響，隔天上班時很容易感到疲累。 

同樣吃希寧的阿特，卻顯然不受這個困擾：「我會做夢，可是都是好的夢」

（阿特，20100417）。在阿特的經驗中，這並不被他認定為副作用。他在第一天

吃希寧的隔天早上嚴重頭暈，但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副作用了。81 

小韋吃的不是希寧，但他的藥讓他容易產生倦怠感，吃了會很想睡覺。我問

他這樣會影響到白天工作嗎？他說：「我是覺得還好欸，我晚上吃比較會想睡覺，

白天吃就又還好」（小韋，20100311）。很顯然，倦怠感發生的脈絡才是關鍵，晚

上已經是休息放鬆狀態，而白天需要上緊發條。這和小林在辭掉主管職後才「容

易覺得累」是一樣的。 

                                                 
79 這種感官上的連結，在較早期的服藥者中比較常見，早期的藥物顆數多、顆粒大、而且容易

有噁心的味道，甚至有人試著吃藥配餅乾，後來一看到餅乾就會想吐（20080421筆記）。阿威

也有類似的經驗，他在剛驗出陽性時（6 年前）吃的藥，顆數多、顆粒大，「我每次吞都會ㄍ

ㄟˊ（卡）到，而且那個藥很噁心，粉粉的，你吞下去如果沒有吞好，就會一直ㄍㄟˊ在那，

就會覺得很噁心」（阿威，20100306）。因此他也養成了吃藥配飲料的習慣，就算後來換藥了，

這個習慣也還是持續著。 
80 阿威描述了一個他最近做過印象深刻的夢：「那個場景就像魔戒，然後就是咕嚕吧，要帶那群

哈比人爬上那座魔山。然後我就跟蹤在後面，結果跟跟跟...就不小心被咕嚕發現了，後來我

就摔到山崖下面。然後這時候就出現阿凡達那隻獸鳥，牠就飛過來載我。後來載一載，牠就說

牠肚子很餓，然後我就說，那我手指給你吃。牠就把我手指吃掉。在吃的那一剎那我就醒了，

就太痛了。...我幾乎每天都做這種很稀奇古怪的夢。」（阿威，20100306） 
81 開始吃希寧的第一個晚上，通常會選在假日的前一天，以因應隔日可能發生的嚴重暈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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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祥的藥也讓他容易頭暈，在吃藥初期「會暈個大概半天吧」，經過三、四

個月後，暈眩時間就沒那麼長了，「吃完大概一個鐘頭吧」。他開始吃藥之後，「晚

上也比較不好睡，比較多夢一點」。同時他也認為，吃藥之後讓他更容易燥熱、

口乾舌燥，睡眠因而受到影響，他白天工作時常常需要找時間補眠。 

我問阿祥有沒有試著改善這個情況，他說他曾經試過把藥調整到早上吃（他

的藥是一天一次處方，原本都是睡前吃）。後來發現： 

上午時間就會頭暈暈腦鈍鈍的，啊因為還要上班，...所以那時候覺得這

樣體力不行。有試著熬看看啦，想說這樣晚上至少睡眠會好一點。可是

後來還是覺得這樣不行，所以又把吃藥時間改回晚上。改到晚上也比較

好一點啦，白天就沒有影響那麼大。現在比較適應了，所以吃藥的反應

比較少了。（阿祥，20100311） 

既然暈眩對生活的影響難以避免，就只能試圖取其輕。在吃藥時間改成早

上、又改回晚上後，阿祥逐漸調適出一個自己的生活步調。後來暈眩的情況趨緩，

就阿祥的解釋是「身體適應了」。但我認為除了「身體適應」這種生物性的解釋

外，我們也必須看到：一個服藥者試圖「調適」他的生活日程與處方規則，以找

出一個將副作用的影響降到最低的方式。 

5. 由於本研究受訪者的服藥年數都不算太長（最長 6 年，大多數介於半年至

3 年），因此長期副作用尚不明顯。阿祥提到他服藥兩年多，開始出現脂肪移位

的現象： 

祥：你不覺得我比較胖嗎？ 

我：我覺得還好欸... 

祥：肚子這裡啊... 

我：是吃藥之後才變這樣嗎？ 

祥：更大啊。 

我：不是因為年紀本來就會...(笑) 

祥：年紀應該還沒到啦(笑)。
82
 

我：但是吃藥之後有明顯？ 

祥：對，就覺得有明顯。因為以前的話是體重有累積上升啦，就是還沒

吃藥之前。吃藥之後，體重沒有增加，可是腰圍變大，但是覺得像臉頰

                                                 
82 阿祥年約 35 至 4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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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地方就會比較凹一點，不像你們這樣看出去，不會是這個地方(指顴

骨)是有角的，這個地方看起來會比較凸出來一點。所以這個地方的脂肪

啊、四肢的脂肪就會跑到肚子去。所以只能靠運動啊（註：氣功），來稍

微讓他緩和一點。（阿祥，20100311） 

脂肪移位，是非常多服藥者擔心未來會發生的事，尤其對男同志來說，更是

對其身體外貌資本的一大威脅。阿奇（帶原 12 年，服藥 3 年）談到他一些朋友

在早期就開始服藥，現在紛紛出現脂肪移位現象，「你也知道女人最擔心的... 

(笑)」（阿奇，20100330）83。然而，長期副作用在治療決策時並無法預期，而

且不是立即發生，而是潛移默化的改變。或許感染者在決定藥物組合時，可以考

慮到某些藥物常見的短期副作用，並在短期副作用發生時尋求緊急的醫療介入、

甚至換藥。但長期副作用的發生，通常已經是數年後的事，一個服藥者已經服了

數年的藥，要換藥是不太可能的事。只能經由服藥者的日常照顧，例如運動，來

「減緩」這個現象，但無法完全解決。 

對肝的影響也是常見的長期副作用之一。阿祥原本就有三酸甘油脂偏高的情

形，在吃藥之後，這個問題更加嚴重。因此他必須同時吃控制三酸甘油脂的藥，

每天就和 HIV 的藥一起吃。阿奇則是因為同時帶原 C 肝病毒，吃 HIV 的藥之後

讓肝指數飆高，因此必須同時吃肝庇護劑。然而，2010年 8 月時，在阿奇服這

組藥 3 年後，醫生說阿奇的肝指數控制得不理想，需要換藥，否則後續的醫療照

護會更麻煩。這樣阿奇懷疑是否原本的藥較便宜，因此政府鼓勵醫師開這組藥讓

他先吃吃看，如果影響到肝功能的話再處理。這樣的作法讓阿奇覺得政府以成本

控制為優先考量，並不是真正為了病人健康而做最佳的處置（20100820筆記）。 

 

（四）共病 

在上一章的「診斷機緣」中，提到阿特和阿兵分別因為梅毒和菜花的外顯症

狀而尋求醫療。阿特說道他當時的經驗： 

（驗出來時）已經到二期了。後來我回想回去，那個時候（性行為）往

後推個兩個禮拜，我已經有出現梅毒的症狀了。因為一期一開始出現的

症狀，我會以為是蕁麻疹，然後也很像感冒的症狀，可是過不多久它就

自己好了。後來從 2 月份開始，我發現龜頭出現一些潰爛，那時候我就

                                                 
83 許多男同志會以嬉鬧式的「姊妹」、「女人」等語言，作為一種社會互動中的自我諧擬，但不

代表他們的性別認同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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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遍了所有的泌尿科，去北醫、甚至去那種民間的泌尿科，他們都以為

是比如說清洗不乾淨、沒有保持乾燥。所以都只有給我藥膏去擦而已，

那時候他們都沒有一個人會認為那個是梅毒。甚至去給皮膚科看，他也

覺得那只是過敏什麼的。（阿特，20100417；底線為我所強調） 

於是後來他去驗了 HIV，也一併被驗出梅毒。阿特因為一個具體的症狀—龜

頭潰爛，而尋求醫療，然而在醫療體系的專業分科中，不同科別的醫師就「症狀」

而診斷的「病因」卻不同，「沒有一個人會認為那個是梅毒」。後來是因為阿特認

識了現在的男友，才讓他決定去驗 HIV，也才確認真正的原因是梅毒。 

HIV 帶原，是一種經由醫療科技而被確認的疾病狀態，帶原者認識這種疾病

狀態的方式是「認知」：我知道我有帶原。帶原者最主要的擔憂，是指向一種未

來的不確定感，即可能發病的焦慮。然而，梅毒造成了立即而明顯的身體症狀，

而且造成生活上（尤其是性生活）立即而明顯的困擾，任何人經驗到這種明確可

見的症狀，勢必要尋求解決。梅毒的治療也相當麻煩，通常需要注射三次高劑量

的盤尼西林，而且注射時會非常疼痛（甚至有人會痛到失去意識）。HIV 的治療

雖然需要長期每天服藥，但相對來說是單純的，而且可以獨力完成。因此，梅毒

會體驗到一種直觀的、短期的、劇烈的病苦感，但是可以治癒，HIV 帶原則是一

種長期慢性化的不確定的隱憂。 

同樣地，「菜花」也是相當困擾人的疾病，除了可能在肛門內、陰莖上、甚

至口腔中出現外顯症狀與疼痛感，而且日後很容易復發。治療上也較麻煩，嚴重

時需要做電燒手術。阿兵直到訪談時已接受四次手術，他說這次手術後要至少 3

個禮拜才會好，這段時間行動都不太方便。由於他的工作需要常常在外面跑來跑

去的，因此這已經影響到他的工作了（阿兵，20100311）。 

阿奇則是在感染 HIV 的 9 年後，在一次不安全性行為中感染 C 肝病毒。對

他來說，「其實得 C 肝壓力挺大的...那個數字壓力比 CD4 還大」（20100406筆

記）。他每次回診檢驗 CD4 與病毒量時，都必須同時檢測 C 肝病毒量，他覺得 C

肝比 HIV 的壓力更大，因為 HIV 可以靠 HAART 藥物而獲得有效控制，但 C 肝

帶原只能經由定期追蹤來觀察病程，目前在醫學上沒有公認的有效治療方法。 

 

病苦中介了病者與自身的關係病苦中介了病者與自身的關係病苦中介了病者與自身的關係病苦中介了病者與自身的關係 

病苦經驗不只等於 HIV。人往往面對了各種疾病的威脅與困擾。而在感

染 HIV 之後，有些病症的發生，就常民的立場，實在很難驗證到底是不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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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有關；然而，卻都是病者真真實實體驗到的病苦。只是，「感染 HIV」

作為一個生命史中的關鍵事件，開啟了一段病者回觀自身、重新建立一種「與

自身的關係」的生命過程。因此，一些可能不直接有關的病症，但發生在感

染 HIV 後，對病者來說或許顯得別具意義。 

 

（一）阿威：「以後會怎樣很難說」 

威：就是開工的第一天，就有腸胃炎，所以我就請了假。那時候是從 11

點多吃完東西，11 點多開始吐，吐到大概差不多，我想說就可能可

以睡著，可是就睡不著。然後吐吐吐...吐到三、四點，就終於忍不

住了，就去掛急診。然後就吊點滴嘛，吊到好像七點多吧，可是我還

是覺得我好虛弱，所以後來就請假。那一次有覺得快死掉了，那時候

會突然覺得...就是...會不會就這樣死掉了(笑)。就覺得不是單純的

腸胃炎，會不會我的免疫系統已經不行了。 

我：那後來呢？ 

威：應該是還好。後來大概第三天、第四天，我就可以正常吃東西了。 

我：所以其實就是單純的腸胃炎。 

威：應該是。 

我：可是當下很擔心吧。 

威：因為你身體在難過的時候，你就會多想。 

我：可是應該還好啦，畢竟你現在維持得都很好啊。 

威：照理來講應該是。可是以後會怎樣很難說(笑)。 （阿威，20100306；

底線為我所強調） 

這是一種既明確又微幽的病苦狀態。事後證明，這只是單純的腸胃炎，然而

在那個為病所苦的當下，種種的不安與擔憂隨之而出。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腸胃

炎，卻突顯了感染者的「帶病身體」的敏感性，擔憂以後身體狀況變差、甚至以

後可能發病、以後需要被照顧... 以後會怎樣呢？實在「很難說」。一個與 HIV 基

本上無關的病症，卻讓阿威在切身的病苦狀態中，不禁指向了「免疫系統已經不

行」的不確知焦慮。 

這個焦慮也必須同時放到阿威的工作情境來看。由於目前從事工作（廣告設

計）的產業特性，他常常聽聞到一些猝死的消息：「有人就突然爆肝死掉，或是

腸胃炎就走了，就時常聽到這種」。然後他向我說了一個學姐的同事最近腸胃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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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掉的例子。這讓他不禁聯想到自己的身體狀態，開始擔心了起來。 

 

（二）阿兵：「我很怕我的 H 惡化很快，比我媽先走一步」 

我第一次見到阿兵時，心裡著實小小吃了一驚。他臉上佈滿了紅紅的痘痘，

很顯然是最近冒出的，在午後的陽光下格外顯眼。23 歲的他顯然非常在意臉上

的痘痘，一直給我看他以前的照片，想要證明以前的他並不是像現在這樣。 

從他驗出 HIV 陽性，到我們第一次見面（2010年 3 月 11 日），前後也才不

到一年時間。阿兵拿出醫療服務卡給我看，上面的日期是 2009年 7 月，也就是

確診時間。但他記得初次被驗出陽性的日期是 6 月 25 日。當時他因為感染菜花，

也跟著驗出了 HIV。菜花問題非常困擾他，目前已經進行了四次電燒手術，讓他

行動很不方便，也影響到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是服裝、造形設計，常常在外面跑

來跑去的，工作時間不固定，有時甚至忙到深夜，工作與下班時間也沒有清楚的

界線。生病之後，他改成以接 case為主，時間較有彈性，有比較多時間可以休

養。但是經濟壓力隨之而來，因為他們家的經濟，現在由他和他哥負擔。他只能

放棄大學學業，開始工作。 

從小，媽媽就遭受家暴，儘管現在媽媽和爸爸已經分居，但哥哥長年不在家，

他和媽媽只能相互扶持。媽媽長期的重鬱，時常會有自殘的情況發生。有陣子他

常常半夜睡不著，和我這個夜貓子在 MSN 上聊天；在一次媽媽鬧自殺後，他連

續 6 天晚上睡不好，他和我說很怕最近回診後，CD4 會就這樣掉下來。 

媽媽的身體狀況不好，曾經因為血管瘤開刀，以後也可能需要動刀。然而，

阿兵自己的身體狀況也不好，他國中時發現了心室肥大，常常有心律不整、過度

換氣、低血壓等狀況發生。煩惱家計和自己的健康狀況、又要擔心媽媽，讓他長

期失眠，內分泌失調而臉上長滿痘痘。 

2010年 6 月時，他因為過度換氣症緊急送醫住院，出院之後把工作辭了，

因為他覺得工作和健康沒辦法兼顧。只是，經濟壓力仍然，讓他覺得不知該怎麼

辦才好。之前有工作時，雖然工作辛苦，但至少經濟有著落，而且他覺得工作忙

碌反而可以讓他暫時忘掉家裡的、和他自己健康的煩惱。 

7 月時，他因為支氣管炎和腸胃炎，高燒不退而住院了一個禮拜，「我好怕

我發病了」。他這麼年輕就感染了 HIV，讓他不得不擔憂起未來，擔心以後無法

再照顧媽媽。身體不斷出狀況，醫療費用也讓他很苦惱。 

他也一直想處理痘痘的問題，因為他覺得這嚴重了影響他的「門面」，也讓

他不敢認識朋友。可能是生活壓力、可能是長期失眠，也可能是免疫系統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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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分泌失調；不論如何，這些都彼此相關，而且是很明確地造成了他的困擾。他

問昆明的醫師如何處理，醫師開給他抗生素，他吃了一個半月，但情況沒有好轉。

有人建議他吃口服 A 酸，但他怕會影響到情緒（口服 A 酸可能會導致憂鬱），現

在的他禁不起任何情緒上的負荷。因此他試著以中醫來調理，但中醫的效果又比

較緩慢。雷射是比較快的作法，但所費不貲，現在的他負擔不起。他在試著以中

醫調理一陣子之後，現在左臉的情況有比較好轉了。 

他在最近一次電燒手術後，菜花的恢復狀況良好。只是他還是擔心手術會影

響到 CD4。電燒手術之後的那次 CD4 與病毒量檢驗，讓他覺得起伏有點大，CD4

從 831掉到 589，他覺得掉太多了。我只能安慰他，因為他剛手術完，而且最近

身體狀況又不是很好，再觀察一陣子看看會不會比較好。他去問醫生，醫生也要

他別緊張。可是他覺得「實在是掉太多了」，擔心會不會就這麼一路掉下去。「我

只是擔心我媽的身體，我又有 H...我怕她想不開。我很怕我的 H 惡化很快，比

我媽先走一步...」。 

HIV 並不只是個病毒、醫療或健康問題；HIV 的意義與威脅，必須放在個人

的生活處境中領會。阿兵因為種種的身體狀況與生活壓力而操煩，只是 HIV 是

個觸發劑罷了。 

 

（三）阿盛：胃病、工作、「台北好玩」 

我和阿盛第一次碰面是在和平醫院，他正在家醫科看胃病：胃潰瘍及食道發

炎。這個狀況已經 3 個月了，反覆發生，他說他因為這樣請了太多假，很怕被老

闆解僱。 

他當時的工作是在塑膠射出成型工廠顧機器，員工大多像他這樣學歷不高、

家裡經濟狀況不好、而且「有很多泰國人」。工廠是 12 小時輪班制，阿盛兩班都

輪，今天從早上 8 點上到晚上 8 點，明天可能從晚上 8 點上到早上 8 點，中間休

息時間只有 20 分鐘。他常常跟我說他「睡不飽、很累」，還叫我幫他注意有沒有

工作機會。因為這樣工作讓他胃病愈來愈嚴重，常常很不舒服想要請假，然而他

這個月已經請了太多天假，老闆已經不高興了。 

他之前的工作像是手機零件作業員、餐飲人員、搬運工、油漆工、清潔工、

發海報單... 都是依靠勞力、收入不多的工作。我問南部鄉下長大的他，後來為

什麼想來台北工作，他說「台北好玩啊」。在台北除了有比較多工作機會外，他

也比較有機會認識同志朋友，他常常在網路聊天室上認識人，有時也會去同志三

溫暖，「不能太常去，錢很貴」。阿盛來台北工作之後，也固定去一家地點較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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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位較低的健身房，據我所知，那間健身房相當多男同志顧客，或許他在那裡可

以有更多認識朋友的機會。他自從去健身房之後，也開始吃高蛋白來形塑身材；

這是他在交友市場中增加自身資本的方式。 

來台北之後，他 HIV 的藥吃完了也沒有再去拿，後來停藥了。還好停藥後

身體沒有出現太大狀況，只是胃病一直很困擾他。在和他聊天的過程中，我感覺

到 HIV 似乎從來不是他主要的擔憂；他關心的是他能不能找到新工作、胃病能

不能好轉、他的身材練得如何。他經不起任何失去工作的風險，然而，多次的請

假還是讓他被解僱了。他說他如果沒錢繳房租，就必須搬回南部。後來他還是找

到了新工作，可以繼續留在台北了。 

林宜平（2004：110）在研究礦工塵肺症的地方知識時，指出礦工在早期往

往只擔心立即而明顯的危機—礦災，當時根本不會意會到未來為塵肺症所苦，「慢

性病痛之苦與地方知識，隱沒在其生活困境與生命安全的疑慮下」。資本薄弱的

阿盛並非不關心他的未來；由於生活中充滿了不確定的變數，因此必須著眼於當

下。 

 

（四）東東：「看醫生很麻煩」 

東：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病，就是我的生殖器那理會有白白的東西，然後就

是量變多了。那個時候要去問醫生，可是我都沒有去問，後來想說那

就去看皮膚科好了，可是後來也沒有去看(笑)。可是它後來又好了，

我想說那就沒差，就沒有再問了。可是後來有點後悔沒有問，因為還

是會想之道到底是什麼狀況。那為什麼我還是沒有問醫生呢，因為像

我去昆明院區看，我不知道我這個問題他那邊能不能解決。如果他那

邊不能解決，我可能又要去其他地方看，我就覺得好麻煩喔。 

我：那會痛嗎？ 

東：用錯沐浴乳的時候會痛。因為我後來換了另外一種沐浴乳之後就好

了。所以我那時就想說是沐浴乳的問題嗎。後來就自己好了。 

我：心裡不會急嗎？ 

東：其實會急欸，心裡面會急，可是就很懶(笑)，我覺得可能跟個性有關

係(笑)。因為我都會覺得大概是我熬夜，身體抵抗力差，所以就可能

感染到什麼有的沒的。（東東，20100823；底線為我所強調） 

東東很清楚地意識到，他的生活作息不規律，在專家的眼裡，這並不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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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生活型態」。專家說歸說，但是他還是照樣過著自己的生活，也不會真的

去做調整。那麼，專家話語的作用是什麼呢？東東會使用專家話語來解釋、評斷

自己的行為，一旦有小毛病出現，就會先檢討自己的生活型態有問題，並且對於

就醫一直感到猶豫。他不是不關心身體出現的問題，事實上他「心裡會急」，所

以他試了一個方法：換沐浴乳。那麼他為什麼還是沒有去看醫生呢？因為他預期

了就醫會「很麻煩」，他不知道他的狀況能不能經由醫療解決，在尋求醫療之前，

還是先檢討自己、靠自己解決比較好。 

另外一個原因，我認為和東東較早之前的就醫經驗有關。他因為這幾年性欲

明顯變得低落，想要尋求醫療上的解釋和幫助，然而在這段過程中，東東逐漸得

到一種無助感，以至於後來考慮就醫時，還沒去就先認定「會很麻煩」。 

東：其實我在看 HIV 的醫生的時候，也有感覺到一些些。我去複診的時候

就跟他說，我性欲變很低，這個其實就是很明顯跟之前不一樣的狀況，

可能是哪裡出問題，我會想知道啊。可是醫生就說：喔，性欲低很好

啊。後來我因為沒有性欲這件事情，我跑去台大看。 

我：台大的哪一科？ 

東：一般內科，他是專門看荷爾蒙的。結果出來，就是我現在沒有男性荷

爾蒙。 

我：為什麼會這樣？ 

東：不知道。我就問說需不需要再做檢查？我還問說，這對健康有沒有影

響？醫生都沒什麼說。其實你很明顯就可以知道，他不太想幫你繼續

看下去。他甚至說，你把你原本的病看好，再來看這個。莫名其妙欸，

HIV 現在怎麼可能治得好。你就知道他態度很和善沒錯啊，可是他不

正面回答你問題啊。我臨走前我問他好幾次，這對健康有沒有影響，

我甚至打開診療間的門之前，我都還回頭問他說，這對健康不會有什

麼不好的影響嗎？他都不太回答。 

我：你會想去問其他的醫生嗎？ 

東：會想啊，可是就變成說我不知道我該再去哪裡看醫生。我就會覺得，

那我還需要跟醫生講說我有 HIV 這件事情嗎？因為我講了，那是不是

又會有同樣的遭遇？ 

我：你是主動跟那個醫生講嗎？ 

東：因為台大有我的病歷，所以他翻之前的他就會知道。就變成說我去別

家醫院看的時候，我需要去講我有 HIV 嗎？我是不是就不應該講出



 

 100 

來，因為我講了，我的醫療的權益就沒了啊。像我之前腸胃不好的那

段期間，因為吃藥副作用啊，我想要去照胃鏡什麼的，就變成我要照

胃鏡，我都還要請昆明院區的醫生，幫我轉介願意幫我看的醫生。就

很麻煩啦。他雖然是侵入性治療，可是他只是照胃鏡啊，我想醫生應

該都有基本知識吧，他應該知道這個其實不是什麼很高風險的問題

啊。（東東，20100823；底線為我所強調） 

事實上，性欲低落確實對東東造成困擾，因為他現在有男友，「如果說我今

天沒有伴也就算了，可是現在這樣，就會覺得是在委屈他，沒辦法滿足他全部」。

他也擔心這種情況會不會對身體其他部份造成影響，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如何解釋

這個現象。先不論醫療技術上究竟有沒有辦法處理東東的問題，但至少可以肯定

的是，東東明確地感受到醫師並不認為那是個問題。對醫師而言，或許一個 HIV

感染者沒有性欲，反而是件好事吧。然而，東東因此對醫療系統產生了不信任感，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在醫療措施之前告知醫師自己是感染者，如果告知了，自己的

醫療權益會不會受到影響？因為主導醫療過程的是醫師，掌握解釋權的是醫師，

醫師如果界定這不是個「問題」，不需要處理，那麼病患似乎也沒有辦法。 

因此，東東對醫療過程產生了「很麻煩」的感受，以至於對往後的就醫與否

感到遲疑。幸好生殖器上的問題自動好了，不然可能會拖延治療時機。 

 

（五）沙門氏桿菌、阿米巴痢疾、肝膿瘍：阿奇的「高峰經驗」 

（以下，我想讓阿奇自己說他自己的故事。他帶原至今已 12 年，對自己的

生命經驗已有一番回顧與整理，並且有自己的詮釋。我只是重組成一段適合閱讀

的文字，讓讀者可以順利進入阿奇的故事。這段故事的開頭，是我問到他為什麼

2007年那時會住院，他述說了從 2004到 2006年使用派對藥物、2006到 2007

年投入工作、到 2007年住院的一段歷程。） 

1. 用藥 

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我那時候（2004 至 06 年）有去用藥

（派對藥物）。其實早在兩千年初的時候就有興起了，可是因為我一直有一個

lag，就是我去國外。回來的時候，人家該玩的都玩過了，本來是在舞廳的，後

來那一陣子大家都跑去 party。其實在國外，藥物是很重要的靈性運動的一部

分，就是有用藥、也有用大麻的。我不是要為自己開脫，但是我真的是有抱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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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想法，就是我真的很想試試看。然後我就去試了。 

那個時候大概一個禮拜會玩一次，差不多有三個月很密集，就是每個禮拜

去，甚至有時候禮拜三也會想去，因為我的工作型態就是比較自由。我覺得我很

奇怪吧，我很追求真正的自由。那種自由就是說，表面上看起來我不受一個固定

工作、或是一個固定關係的約束，但其實我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那種無形限制很

多，所以我會...比如就會想要用藥、或者是用一些方法去突破那個限制，我會

覺得，我為什麼就一定不能去冒險。可是我選擇的方法可能反而更極端。因為那

時候大家都會用藥啊，那有一種時代的氛圍。同志的斷代很短，這是我的觀察，

差不多每隔兩、三年就有新的東西出來，新的文化、新的流行，那個斷代很快就

過去。有時你會想要跟上那個東西，但我覺得不是完全就跟著走，我還是會堅持

我不要連續一個週末都在玩。但是某個程度上，在藥物裡面還是有迷失的。我那

時候真正碰藥很密集，是 04 年到 06 年，之後就沒有了。為什麼沒有呢？ 

到了後來，（用藥文化）又重新建立一種主流。一開始大家會有很敞開的那

種感覺，可是用藥發展到後來，因為藥本身有很多劣質品嘛，就變得很世俗化、

很商業化。有些人去了以後，就會說不要太早用，或假裝自己有丟藥，這樣你才

會接納他嘛，他可能就會說這個藥不好什麼的，就假 high 噢，可惡(笑)。那我

就會覺得，靠，不爽幹了。我們本來是想要去追求解放或快感，但是你是來這邊

混水摸魚的，有些人還就在那邊 social。就變成藥都不是重點，不是透過藥去

達到認識自我，或追求一種超越。我想要的是：比如有一次我去的時候遇到我前

男友，我們拉完 K 後就抱在一起，我們什麼事情也沒做。那別人就說，欸奇怪，

你來這邊不是應該去玩、或去認識新的人？我覺得那個東西有點像是喝了酒之

後，你會想說出你的真心話的那種感覺，那時候的藥對我來說是那樣的東西。我

本來想要對抗主流，所以我去用藥；可是到了後半部，那樣的東西就愈來愈少。

我會覺得，讓我感覺到很不舒服的東西，基本上還是在那，藥基本上已經不是我

當初想像的那種狀態。所以這時我就覺得，是我該退出江湖的時候了(笑)，輕輕

地不帶走一片雲彩。但是我帶走了阿米巴(笑)。 

2. 工作 

因為有用藥的關係，可能有幾次不是那麼注意安全性行為，所以就有其他的

疾病（阿米巴）
84
。阿米巴是潛伏半年到一年，那一年當中，正好是找到一個東

西去銜接那個（用藥過後的）空虛，就是工作。2006 年那時候，我一個朋友找

                                                 
84 阿米巴原蟲，在男同志性行為中經由口對肛門而傳染。免疫功能較低的人會引發阿米巴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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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做一個正職，這個正職呢，不像我們想像中那樣每天都要上班。我一個禮拜

只要上四天班，而且我是十一點才到公司。而且我才工作一個月，他們就決定幫

我加薪。可能是欣賞我的才華吧(笑)。就覺得，哇，他們把我捧得跟什麼一樣。

我們是寫網站，然後要跟官方報告，所以每次到了月底的時候，他們就是在那邊

打地鋪，因為報告掰不出來。可是我是一個非常膽小、非常龜毛的人，在工作上

變成我會很挑剔，比如說我們月底報告是 28、29 要送出嘛，那我寧願週末不去

玩，我一定要有確認的東西可以交出去。所以對他們來說，等於他們整個可以專

心做其他事情。所以我那時就把重心都放在工作上面，有點覺得那是一個小小的

成就的位置。 

那時因為工作量很大，我用很大的意志力去撐，每天都是三點才睡覺。就一

直睡不好，我後來才知道因為肝不好會睡不好。我那時也有自己做菜，因為我覺

得要樂活(笑)，結果煮的菜沒有熟，吃了就得沙門氏桿菌
85
。後來就住院，那時

候我的肝膿瘍腫到十二公分。肝膿瘍是因為阿米巴會破壞你的腸胃，進入血管以

後，它經過靜脈然後就進入肝，所以其實這幾個地方受到很多傷害。 

3. 住院 

2007 年初住院。我覺得住院是一個很棒的禮物(笑)，因為住院那時是真的

讓我可以很完全地意識到，生命的後半部那個茫然、不確定。我本身是一個很懷

疑論的人，對很多的東西都很懷疑，包括我對醫生也很懷疑，對生命也不確定。

就好像站在一個自己的山峰，前面沒有，後面也沒有，你就是站在這邊。除了你

意識到你正在站的那個地方，就是你躺的那個醫院的病床以外，你什麼東西都沒

有，你被迫處在那個狀態。我覺得很奇妙的是，原來我的高峰經驗高峰經驗高峰經驗高峰經驗是透過生病；

我一直以為會透過藥物、或是透過花精啊、暝想啊什麼的，就是很高尚的一些方

法。結果沒有，就是透過生病，很殘酷，可是事實就是這樣。 

我也還蠻好命的，公司的人都知道，他們都來看我。到第十天我就出院了，

出院時醫生還跟我說，其實你命還蠻好的，因為你又有沙門氏桿菌，嚴重的話足

以引起敗血症；肝膿瘍超過十幾公分的人很容易會昏倒，昏倒的話你就要穿刺，

把那個引流出來。就任何一個狀況都還蠻危險的。他就說，欸奇怪，你都還沒有

昏迷，腦袋好像還很清醒。 

後來我覺得，從我生下來到現在，從來沒有腦袋那麼清醒過。很清楚，非常

清楚。但那個「清楚」，也不是說我知道我要幹什麼、我懂了我開悟了，我也沒

                                                 
85 沙門氏桿菌，經由生食或沒煮熟的食物而感染，例如生菜、生魚片、生牛肉、生雞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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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只是很清楚地意識到，我就是我，除了我以外，什麼東西都沒有。什麼東

西都沒有並不是說不好，真正的意思是：你知道什麼東西你都不能擁有。就覺得

那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以上五段故事，有些病症在生物醫學上可能與 HIV 有直接關係、也可能無

關，不論如何，這些病苦經驗在病者的生活世界中，全都與「HIV 帶原」這個事

件有著意義上的連結。病者對於自身是一種整體的關心，而不只是「免疫系統」

而已。生病事件作為生命史中的註解，病者從真實的病苦體驗中、以及在其所處

的生活情境與條件中，默會到一種對自身處境的關照之道。 

某些偶然的身體異狀，讓感染者不禁指向「發病」的焦慮。意會到病苦感，

是病者生活世界中因應疾病、與病共處的基本元素；留心於自己身體的細微異

狀，是在長期帶病的生活風格中，一種關注自身的「生存心態」與技藝。人們面

對疾病的各種已知、未知的威脅，常常有著太多的無能為力，卻又只能盡力回應。

有些急性或具體的身體病症，可以尋求醫療的解決；然而有些必須「適應」的病

苦，像是疲倦感、症狀的緩解、藥物副作用的適應等，無法完全在醫療系統中處

理，必須回到日常生活中面對。病者往往在真實的生命境遇中，能夠找出一個「與

病苦共處」之道。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養生法養生法養生法養生法」」」」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作為生活藝術的養生法實踐，不同於一整套旨在避免患病或治癒疾病的防治

措施。這是一整套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對自己的身體有著恰當的、必要的和充分的

關心的主體的方式。這種關心滲透在日常生活中，使得各種重要的或普遍的生存

活動同時成了健康和道德的目標。它在身體與其周遭各種因素之間界定了一種環

境戰略，而且最終旨在賦予個人一種合理的行為。  

Foucault（余碧平譯，2005：183），《快感的享用》 

 

養生法（Dietetics），即飲食起居準則。對於那些尚未服藥、沒有出現病症或

明確感覺到不舒服的感染者而言，養生法幾乎等於慢性病生涯的全部。然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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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沒有服藥、有沒有出現病症，養生法之於感染者來說都是重要的自我照顧面

向。養生法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民作為（相對於醫療作為），是帶病者對於

疾病的隱憂、體現在身體上的一種自我技術，經由切身的實作而得到一種個人風

格化的養生知識。 

我們先來看看愛滋個案管理系統中，如何理解感染者的養生法。基本上，個

案管理系統是以「健康促進」的框架來形成一套衛教機制，依照個管流程，個管

師會在初感染者「成為個案」的過程中提供衛教。從個管師紀錄每個個案情況的

「個案管理紀錄卡」，可以看到個管系統關心哪裡健康促進的項目。衛教的其中

一個項目為「日常生活注意事項」，其中與健康促進有關的有： 

1. 提升免疫（抵抗）力：每天規則運動 20~30 分鐘（可達到流汗、心跳加

速的運動）；日常生活作息正常（睡眠充足：持續性睡眠達六小時）；三

餐均衡飲食（亦可每天補充一份綜合維他命）；保持愉快開朗的心情。 

2. 避免因抵抗力缺乏造成的感染：忌生食或未煮熟的飲料、食物（例如生

菜沙拉、生魚片、水果要削皮「削皮前先將果皮洗乾淨」）；流行感冒季

節出入公共場所，需戴口罩。 

從這裡可以看到「健康行為」的標準樣貌；這個標準同樣適用於任何人，只

是 HIV 感染者更應該執行，因為他們的「抵抗力」必須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努

力來維持。在醫療上，醫師只能就醫學檢驗與藥物治療的部份做介入，藥物治療

效果的評估指標是病毒量有沒有立即明顯的下降，以證明藥物是有效的。然而，

CD4 的提昇不盡然完全能由醫療處理，就醫師的觀點，病人應該在自己的日常

生活中負起責任，檢視自己的作息習慣是否「健康」： 

（吃藥後）病毒量已經測不到了。只不過我的 CD4 還是一直都在 200 以

下，沒有辦法升高，醫生是說這跟我自己的生活作息有比較大的關係。

我的睡眠時間都是差不多到兩點才睡，然後我七點半就要起床，我八點

前就要到工作的地方。所以睡眠的部份會有影響到，所以我 CD4 一直沒

有辦法提高。（阿特，20100417；底線為我所強調） 

提昇並維持免疫力，是帶原者必須自己做的功課，而且是經由生活型態的自

我介入。那麼，在這樣強調「生活型態」的脈絡中，我們對於「生活型態」是否

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在「責任個人化」的倫理原則中，身處於慢性病生涯的個人

是否有其他行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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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從患病歷程與生活習性來探討感染者的養生法技藝、養生法之於感染

者的在地意義、以及多元的養生風格，並梳理常民養生實作的社會過程。經由這

些討論，我試圖將個人的日常行動帶入社會性的理解，並呈現出動態的實作路

徑，以補充既有健康促進理論的不足之處。 

 

養生法的養生法的養生法的養生法的使用及使用及使用及使用及意義意義意義意義 

（一）忌生食 

在一般人的飲食習慣中，生菜沙拉、生魚片、牛排幾分熟... 這些生食相當

平常。然而，在感染者的衛教項目中，「忌生食」是一個原則，以避免免疫功能

較低時可能的伺機性感染。初感染者通常會接受這樣的原則。 

生菜沙拉我還敢吃，可是生牛肉、生魚片那種東西我真的是不太敢吃。

其實我生菜沙拉也不太吃了，譬如說在吃台菜的時候，有時候我就不吃。

我以前很喜歡吃生魚片，我除了日本料理之外，我還很喜歡吃火鍋。那

火鍋是水煮的就 OK，那一定是百分之一百就煮熟的。以前涮的肉可能涮

個兩三下就好了，現在就把它煮到全熟，煮到整個都看不到紅色的為止。

像海膽啊、生蠔之類的就比較危險，所以那些東西我幾乎都不吃了。（小

韋，20081218） 

小韋在 2008年剛驗出陽性不久，當時 CD4 偏低，他意識到自己不適合吃生

食。在開始吃藥之後，CD4 已經上升，照理說可以不需要完全忌口，然而他已

經習慣避免生食了（小韋，20100331）。小林則是在之前身體差的時候會避免生

食及海鮮（因為他那時蕁麻疹很嚴重），換藥之後身體狀況轉好，他就覺得「比

較沒差了」（小林，20100417）。 

事實上，沒有一個絕對的原則：感染者完全不能碰生食。阿中在一開始也相

當在意「忌生食」這個行為準則： 

一開始護士告訴我生的不要吃，生菜沙拉不要吃，沒有煮熟的不要吃，

因為擔心會吃到不乾淨的食物，會影響身體。可是後來我跟我男友過了

幾個月，我們還是有偷偷吃啊，想說反正只吃一塊沒關係，吃兩塊沒關

係。可是後來慢慢時間久了之後就開始發現，其實不是不能吃，而是當

你的免疫系統在很低的狀態的時候，你就不要去吃那些，以免吃到不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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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的細菌，你的身體反而更造成負擔。如果身體穩定的時候，其實偶爾

吃一塊、兩塊也都還好，你又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吃生魚片，又不是一天

到晚都在吃生菜沙拉。所以後來才自己從生活上面，去找到一些可以讓

自己自在過生活，就不用每天擔心。（阿中，20100306；底線為我所強調） 

阿中在日後逐漸獲得一種慢性病人的知識，這種「知識」不見得是嚴謹的研

究結果，而是經由自身實作之後，得出一種反思性的原則：衡量自身狀態，決定

自己可以或避免生食。 

阿淵剛驗出陽性才不過半年時間，但他也經歷了阿中從一開始時的擔心、到

後來比較自在的狀態： 

一開始覺得很緊張，壓力很大，一直要擔心哪個不能吃，就覺得好痛苦。

後來就覺得，哎呀，不用那麼緊張，就是吃得簡單、乾淨、清淡，這樣

就好了，因為平常就沒有在吃垃圾食物，其實不用把自己搞得壓力這麼

大。除非是他生活作息本來就不好，那當然生病之後更要注重，才會比

較要求哪些不能吃。（阿淵，20100330；底線為我所強調） 

在此，阿淵區分了他自己和那些「生活作息不好」的人，他在衡量自身的狀

態之後，認為自己可以不用那麼緊張，而真正需要注意忌口的，是那些「生活作

息不好」的人。 

東東認為，在生活中很難避免生菜，「吃漢堡都很容易吃到」。生魚片在生活

中本來就不是常常吃的東西，「偶爾有得吃的話就吃一點」，就算在感染之後，他

也沒有特別忌口。但是卻在吃藥之後，「覺得還是不要吃比較好」。這相當弔詭，

因為按照一般的原則，吃藥之後 CD4 提昇（他升到 500），應該可以比較不需藥

忌口；可是他在吃藥前（即便是感染後）不忌口，反而在吃藥後才忌口。為什麼

會這樣呢？ 

沒吃藥前我都沒有在怕(笑)。都是吃藥之後吧。（東東，20100823） 

就東東而言，「驗出陽性」並非生命史中明確的斷裂事件，「服藥」反而才是。

沒吃藥前，就算已經是感染者，他也不覺得自己的飲食需要和一般人有什麼不

同。反而是「吃藥」這個事件，讓他意識到自己是病人。尤其經歷過嚴重的副作

用之後（噁心、想吐），形成了「飲食」和「疾病」之間的連結：在帶病狀態中，

最好注意飲食。一切與疾病有關的擔憂與忌諱，反而都在吃藥之後才產生。 

「忌生食」是一種醫學原則上的認知，然而，病者並不知道自己在吃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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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會不會發生問題。在不確知的情況下，並不是完全地避免，而是有節制地吃，

不要多吃，偶爾吃。一個對照的情況是：阿民因為有痛風，這是一種立即感受到

的病痛，直接地指向忌口（避免高普林的食物）。HIV 在沒有立即病症的情況下，

是經由一種「疾病意識」來使病者覺得應該忌口。 

 

（二）保健食品 

帶病者會試著補充一些營養或保健食品，來維持自己的身體狀態以及提昇免

疫力。這些食品可能在一般飲食當中就有，也可能需要另外購買或攝取，不論何

者，共同的前提是：必須被食用者認定為「對健康有幫助」。 

一些常見的食材有綠豆薏仁、五穀雜糧等。有一次我和阿民去超市，他買了

綠豆和薏仁想要回家煮，他說「可以消水腫，又可以增強抵抗力」。阿祥因為藥

物副作用造成的皮疹問題，後來也常煮薏仁湯，「會對皮膚比較好，而且也會對

免疫功能好」。他們在選擇吃某一類的食物時，往往帶有複合的目的，不盡然完

全與「免疫力」有關。 

綜合維他命和 B 群也是相當常見的日常保健食品。一般人也會補充維他命，

但感染者在接受衛教時，幾乎都會被建議這點；在衛教的預設中，感染者需要比

一般人更注意營養的補充。實際上，受訪者或多或少都會吃維他命或 B 群，只

是頻率多寡不一。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在實作上多寡不一，但幾乎所有人都會「意

識到」自己應該吃維他命。這其實是一種慢性病人生活風格，「吃維他命」是一

種感染者次文化中普遍傳遞與養成的技藝。86 

阿特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有了 HIV 後，每天固定吃綜合維他命和 B 群。 

以前從來不碰這些東西，因為後來看到那個手冊（民間團體編輯的初感

染者手冊），上面有建議每天要吃維他命，所以才開始吃。（阿特，

20100417） 

這種慢性病人生活風格是跨越階級的，像阿盛這樣收入較低的感染者，也以

每天吃維他命來維持自己的體力。然而，吃維他命除了是經由疾病的提醒外，也

與當下的生活狀態有關。前面提到阿祥每天會吃綜合維他命，因為他工作需要體

力，「如果哪一天沒吃到，就會覺得體力差很多」。這是他因應「疲累感」和「體

                                                 
86 就以我這個以前完全不吃維他命或 B 群的人來說，以前媽媽買維他命給我吃，可是我都視而

不見；然而我在與感染者相處之後（從這個具體的生活經驗中），也開始意會到吃維他命是個

可以每日執行的健康行為，雖然我還是沒有每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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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變差」的一個重要作法。阿威在工作現場的疲累感，和阿祥一樣，他的因應策

略其中之一也是吃維他命或 B 群。但他是「想到才吃」，不像阿祥一樣每天吃。

為什麼他沒有每天吃呢？ 

因為平常就已經要吃藥了，就覺得再多吞些什麼，心裡會有壓力。（阿威，

20100306） 

對阿威來說，每日服藥已經是件不得已的事，如果還需要每天再「多吞些什

麼」，反而會「覺得自己更像一個病人」。這是「吃維他命」這個動作之於他的一

個意義，就像有些人覺得每次吃藥時自己就像個病人那樣。阿威、阿中和阿兵，

都是在「最近感覺比較累」時，才會想到要吃維他命或 B 群，並沒有每天吃。

對他們來說，「吃維他命」這個動作，是基於當下直接的意向，就是「疲累感」，

而不是為了長期的健康。 

除了一般人普遍會吃的維他命外，其他如綠藻錠、大蒜錠、靈芝等，被許多

感染者認為是能夠增強免疫力的保健食品。這是感染者針對「免疫力」而做的飲

食介入，而且與大眾消費與健康傳銷有著密切關係。 

阿民每天非常規律地吃綠藻錠（他說這是他以往的減肥經驗而訓練出來的規

律），他以前就已經有在吃了，但在得知感染後更切實每日執行。小韋也是以前

就有在吃大蒜錠，在得知感染後更強化這個行為。他們都是加強既有的習慣。 

小林則是因為換藥前身體狀況不佳，因此開始吃維他命、B 群、靈芝、蔘茶、

益生菌等來調理身體，「就變得比較養生」，後來身體狀況好了許多。我問他吃這

些東西，他感覺有用嗎？ 

有啦，我覺得都有幫助。因為同時吃了太多，也不知道誰的主要成份幫

助比較多。整體來說我覺得是有幫助。（小林，20100417） 

他當時同時求助西醫（感冒藥、鼻竇炎的藥、蕁麻疹的藥）、看中醫、吃保

健食品，這種複合式的介入，是許多人在病苦狀態中尋求解決的方式。即使他現

在身體狀況已經轉好，他依然每天吃這些保健食品，這已經成為一種習慣。87 

那麼，這些保健食品到底有沒有效呢？由於保健食品的使用並非愛滋醫療系

統關心的領域，也無法經由嚴謹的科學驗證來證實特定保健食品對維持免疫力的

                                                 
87 但是「益生菌」是小林的媽媽因為擔心他當時身體狀況不好而要他吃的。我問他：媽媽知道

你有 HIV 嗎？「她不知道，她只是覺得我身體怎麼這麼差，感冒都不會好。她也有懷疑過啦，

我就一直敷衍她，把話題扯開。」（小林，2010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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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因此只能經由使用者的親身嘗試，以身體的主觀感受來界定「效果」。

此外，如果在檢驗時 CD4 能維持一定程度，使用者也會傾向認為保健食品是有

效的。經由這些過程，形成了感染者使用保健食品的行為傾向；但更重要的，其

實是適時緩解了感染者的疾病焦慮。 

 

（三）民俗療法與中醫 

阿祥在吃藥前，一直「試試看」許多養生方法來維持身體，想盡可能地延後

服藥的時間點。他的方法包括修行（打坐、參禪、氣功）及飲食，除了前面提到

飲食習慣的調整外，他也試著用一些「增強免疫力」的飲食法，例如媽媽會幫他

「進補」，或是找一些「藥草」。他在假日好天氣時，會去河堤邊找一種藥草「一

枝香」，磨成粉之後泡成茶來喝，他說這種藥草可以保護肝功能，對身體免疫力

也有幫助。這種養生技法基本上有別於健康傳銷方式，是一種較為傳統的俗民方

法。阿祥的養生風格很明顯地和其他人不太一樣。 

另外有一種在早期的 HIV 感染者當中頗為普遍，又相對於一般飲食養生法

較為特別的物質：「安迪湯」。阿中、阿祥和阿奇都嘗試過煮安迪湯。 

剛開始生病的時候，還會想要煮安迪湯，想提昇免疫力，就是紅棗、枸

杞、黃耆，煮成一個湯水。大概是剛生病的那一年有煮過，後來覺得太

麻煩了(笑)，而且日子久了，就覺得我身體都可以維持得還蠻穩定的，

所以就比較沒有太注意那些細節。（阿中，20100302） 

在較早期的感染者當中，有一個較為緊密的互助支持網絡，這個網絡以民間

病友團體為中心，有進入這個網絡的人才比較可能習得這個作法。像阿威和東東

雖然也是帶原較久者，但並沒有進入這個網絡，「安迪湯」並沒有出現在他們的

飲食養生法中。較晚期的感染者也普遍不太清楚有這個作法，頂多只是在網路上

看到，但也沒有真的去煮過。對阿中來說，「安迪湯」是最初解決疾病焦慮的一

個技藝，日子久了以後就不再需要了。 

「安迪湯」或藥草都是俗民的方法，中醫則是逐漸被納入醫學系統的療法。

然而對於受訪者來說，中醫明顯有別於以 CD4 病毒量檢測和 HAART 藥物架構

出來的愛滋醫療系統，因此算是一種補充療法，使用這個療法的前提是不違及愛

滋醫療系統（除了阿保的暫時「出走」之外）。那麼，感染者如何看待及使用中

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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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吃過一個月，就覺得好像也沒什麼感覺。之後就覺得其實還是慢慢

從飲食中攝取，因為其實也不確定那個醫生到底對你的情況有沒有瞭

解。而且其實吃中藥對身體也還是有負擔。（阿淵，20100330） 

阿淵的帶原時間不久、尚未服藥，剛得知感染時以中醫作為面對疾病焦慮的

技藝—一種落實在身體中的技藝，希望能試著維持住身體狀況。隨著焦慮逐漸減

緩，他開始覺得中醫並沒有必要，維持一般飲食即可；阿中在得知感染後的那一

年也是如此，只是阿中是以「安迪湯」作為減緩疾病焦慮的方法。 

如果感染者在剛驗出陽性時就開始服藥，而且治療效果很好的話，通常也不

會考慮中醫。例如阿威，他認為 HAART 藥物的治療效果很明顯，除了吃藥之外，

他也不想再多吃其他的東西。小韋也認為 HAART 藥物的治療效果很好，不考慮

中醫，而且他認為要提昇免疫力，與其吃中藥，不如靠運動；另外，他因為帶原

B 肝，覺得在吃 HIV 的藥之後，如果再吃中藥會增加肝的負擔。阿祥則是在開

始服藥之後，認為「吃了西藥，就不要再搭其他藥物」，因為西藥已經讓他三酸

甘油脂升高，他又要另外再吃控制三酸甘油脂的藥，他覺得再吃中藥會對身體造

成另外的負擔，「對肝不好啦」。 

小林則是因為第一組藥物治療效果不好，他為了要處理蕁麻疹和鼻竇炎，而

尋求中醫的幫助；雖然現在身體狀況轉好，但他還是維持了定期看中醫調理身體

的習慣。阿中最近這一、兩年才開始去看中醫，他不像小林那樣定期去看，他會

去看中醫都是基於當時感受到身體的某些不適，例如過敏鼻塞、口乾舌燥。這看

似是症狀導向的求醫行為，但他同時也認為中醫可以整體地調理身體，「反正中

藥是溫和的，可以補肝、補腎」。阿中尚未開始服藥，他認為經由中醫調理身體，

對維持免疫力也有幫助：「並不是要治療愛滋，而是看看身體有沒有需要保養的

部份，用中藥調理一下，也許免疫力也會自然上升啊」。 

另外，儘管中醫相對於其他民俗療法而言，是較為大眾取向的養生法，但某

些特定的中醫師也在一些感染者網絡中口耳相傳，例如台北公館某家中醫，就有

受訪者表示醫師對感染者的態度是友善的，就診時可以直接和他說你是 HIV 感

染者，他就會幫你調配增強免疫力的藥方（20100316筆記）。 

 

生活習性與養生生活習性與養生生活習性與養生生活習性與養生法法法法風格風格風格風格 

（一）日常飲食習慣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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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感染之後，感染者可能會試著改變一些飲食習慣。這種飲食習慣上的

調整，往往是經由「疾病意識」而來。 

就跟一般人一樣，健康的飲食有哪幾種，少油、少鹽、少糖、低脂、高

鈣，就是一般人的健康飲食，其實就是我們的健康飲食習慣啊，其實營

養均衡就好啊。我也是整天都吃外面的自助餐啊，只是我自己有調整，

儘量油炸的就少吃，可是偶爾還是會跑去吃一個炸雞啊(笑)。我有多吃

一些蔬菜啦，水果也是偶爾才吃。（阿中，20100306） 

感染後的飲食法，是根據過往的飲食習慣而微調，並非劇烈地改變。除了東

東因為藥物副作用而明顯地改變了飲食習慣（食量變小、清淡），其他受訪者都

是經由「感染 HIV」這個事件的提醒，來檢視自己的飲食習慣是否需要調整；儘

管「HIV」與「飲食」在生物醫學上並沒有直接關連，但生病事件總是提醒著人

們要注意健康。飲食上的調整可能是少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也可能是開始

吃一些原本不吃的食物。而且這種調整沒有一定的標準規則，但有一個「衡量」

的原則，視自己的身體狀態與生活習性而定。 

阿民在得知感染後，開始多吃水果；他原本不吃青椒和胡蘿蔔，現在也開始

吃了，因為他覺得「這樣比較健康」（20100312 筆記）。阿兵在得知感染後，開

始比較少吃肉，吃的肉也盡量是白肉；他也開始比較注意要多吃蔬菜。他們不完

全是因為 HIV，更是為了「整體」的健康，只是 HIV 是一個提醒。 

阿民也在有了 HIV 之後開始多喝綠茶。喝綠茶其實原本是為了減肥，但他

覺得同時「也會對身體好」，於是在飲料的選擇上以綠茶為主。小韋如果在外面

買飲料，也以綠茶為主。阿威大學時代很喜歡喝珍珠奶茶，後來也有了一些調整： 

我大學幾乎每天都要一杯珍奶，你知道一中街有賣那種一杯才 15 塊，

700cc 的，超便宜而且好好喝喔，所以每天都要喝，就覺得喝珍珠奶茶

真是人生的一樂大事。但是我後來知道奶茶不健康之後，就幾乎很少喝。

（阿威，20100306） 

阿威說他很怕單純的茶味，烏龍茶或綠茶，以前完全不敢喝。後來他開始「學

著喝綠茶，我會喝有加微糖的，因為朋友都說綠茶很好，可以抗癌、又可以分解

油脂」。雖然覺得奶茶不太健康，可是原本愛喝的他，後來改成喝「奶綠」（綠奶

茶），「雖然還是奶茶，可是好像有比較健康一點(笑)」。他幾乎不喝水，所以平

常就以加糖的綠茶和果汁為主。對他來說，「每天吃維他命」並不容易執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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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飲品上做些改變則是相對容易的作法，因為喝飲料是不愛喝水的他每天的習

性。除了少喝奶茶外，他也開始選擇優酪乳、燕麥這些他認為「比較健康」的飲

品。 

阿特則沒有刻意改變飲食，他原本就沒有特別不吃的東西。但他在有了 HIV

之後開始固定去健身，在飲食上需要搭配牛奶、豆漿，「汽水那些就盡可能不碰

了」。阿特是因為運動才稍微調整飲食。 

阿祥因為和媽媽一起修行，平常在家媽媽料理的食物多是素食，「身體比較

鹼性化一點，就覺得這樣也不錯啊」。他原本就有三酸甘油脂偏高的情形，所以

他也盡量避免油脂類的食物。他的飲食法是和其他的養生法—修行，在實作上連

結在一起，而在修行中常常要做氣功，又有運動的效果。有時因為吃素「覺得營

養不夠」，工作又需要體力，就會補充綜合維他命。養生法的各個面向，在阿祥

的生活實作中是如此互相關連，而且也反映他對於身體的整體照顧。 

但也有人並沒有因此就完全改掉「不好」的飲食習慣。小林原本膽固醇就偏

高，大四時就已 245，後來有陣子降到 190。後來去台大醫院看心臟，醫師說他

體內「不好的膽固醇」沒那麼高，所以不用太擔心。他有了 HIV 之後，最近一

次檢驗為 256，「本來不擔心，最近高到一個爆表，就開始擔心了」，於是和個管

師討論了這件事，並歸納出 3 個原因：遺傳、愛吃油炸食物、以及吃 HIV 的藥

也會影響。這 3 個原因當中，需要經由個人改變「不良習慣」的是第二點。那麼，

他有因此改變嗎？ 

講白一點，也沒差多少啦，現在 256，我大四就 245 了。就在樓下那個

鹹酥雞攤喔，我就跟朋友說我膽固醇 256 欸，他就叫我要小心一點。那

時候我就點雞排啊、甜不辣什麼的，狂點，點了 170 幾塊，然後我就問

他：你覺得我有在擔心嗎(笑)。擔心是擔心啦，可是生活上就還是過著

自己的生活(笑)。但是我會盡量選白肉啦，開始比較不吃豬。（小林，

20100417） 

雖然擔心，但還是過著自己的生活。小林以健康行為論述檢討自己的行為，

但在實際生活上並沒有完全地與過往習慣決裂。雖然沒有徹底拒絕「不健康行

為」，但他可以在其中做選擇，選擇「較健康」的白肉。 

 

（二）運動 

相較於忌口或調整飲食習慣，運動是較需要積極執行的身體作為。以下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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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一個概略的分類：原本就有運動習慣、感染後開始運動、較少運動，來呈現

感染者日常運動的不同風格。 

1. 阿中從以前就有運動習慣： 

小時候我其實是瘦弱病童(笑)，也不知道怎樣，反正就瘦瘦弱弱小小的，

長不高。後來我就開始打籃球，開始自己的身體有改善了。我二十幾、

快三十歲以前，基本上都是靠打籃球啦、靠戶外的運動，游泳，來維持

自己的身體。後來有上健身房，那時候也是想說要練肌肉什麼的，但是

我至少自己覺得體力跟身體的強度，都有維持一個還 OK 的狀態，沒有說

很好，就是比普通不運動的人好一點(笑)。後來生病之後，還是有維持

上健身房，游泳也有，還有跟朋友去郊外爬山，那些我覺得都是一個運

動習慣啦。我覺得可能以前墊的底也有幫助，讓我在這幾年之間身體都

還維持著穩定的狀態。（阿中，20100302） 

阿中回想他還沒驗出陽性時，體力已經感覺到變差。在驗出陽性—得到解釋

之後，仍然維持著運動習慣，對他來說，HIV 與運動之間的關係是相互的：體力

變差讓他覺得應該繼續這個習慣，而以往運動「墊的底」也對他感染之後維持身

體狀況的穩定有著幫助。他前一陣子因為工作忙碌而比較少運動，現在則每個禮

拜固定一到兩次去健身房。 

在阿中的生命史中，2008年參加的一次路跑活動，對他而言是一個重要事

件。他為此練習了兩個月，在練跑的過程中雖然讓身體比較累，可是他認為這是

「做了一件事情去嘗試」。嘗試什麼呢？ 

我那時本來病毒量又跑上來，從八千又跑到一萬多快兩萬了，然後 CD4 也愈

來愈下來。...（路跑完之後）病毒量只剩下一千多，其實我自己覺得很奇

怪，想說為什麼會降下來。我在路跑的時候大量流汗，雖然我的身體比較累，

CD4 也沒有高到哪，可是這其實讓我看到一個對照，我其實還是有辦法讓病

毒量下降啊。（阿中，20100302） 

雖然無法「嚴謹」地證明路跑直接讓病毒量下降，但對於阿中來說，病毒量

下降的意義在於，他可以做一個「嘗試」，證明他仍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來維持住

身體狀況（而檢視的指標是病毒量下降）。這個事件也讓他更肯定運動對於維持

身體穩定狀態的意義，形成了一個「運動—病毒量下降」的在地意義連結。 

阿兵從以前就會慢跑、游泳、拉單槓，只是因為現在身體狀況不好，所以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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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都沒有在運動。小林以前有上健身房運動，但是頻率並不一定，主要是為了保

持身型。現在則是每個禮拜固定打羽毛球： 

以前有過一個禮拜兩次，後來就一個月頂多一次吧，就去跑跑步、做一

些重量訓練，保持體型這樣子。現在就沒有了，因為亞歷山大倒了(笑)，

後來健身習慣就沒了。但是現在每個禮拜固定都會打羽毛球。（小林，

20100417） 

除了強度較大的運動外，有些人選擇一些較柔性的運動，例如阿淵覺得瑜伽

是很好的運動，對他來說，不論是飲食還是運動，都以「適度」、不造成身體負

擔為主要考量；他覺得要達到「保健」的目的，並不需要過度仰賴其他保健食品

和強烈的運動。 

其實一些很簡單的動作就有很大的幫助，可是一般人就覺得一定要打

combat、踩飛輪（都是健身房常見的運動），這當然是幫助另一個層次的

身體的提昇，可是真的要保健的話，其實拉筋很重要，拉筋其實會漸漸

調整內部的筋絡和內分泌。運動如果知道方法的話，我覺得就去試，不

要過度就好。現在太多人上健身房，可是他們不懂得去舒緩，反而對身

體是個負擔。（阿淵，20100330） 

小韋一直以來都有上健身房的習慣，但後來考慮到 9 點半要吃藥，他現在改

成假日有空才會去。他現在採取較為方便的作法，自己在家裡舉啞鈴、做滾輪，

每天從捷運站走路到公司，大概可以走 20 分鐘的路程。 

2. 阿特則是在有了 HIV 之後才開始有運動習慣。以前是偶爾才會去跑步、

打球，「平常因為工作，也懶得動啦」；現在則固定到健身房運動，而且有排特定

教練的課，一個禮拜會有一到兩次。一方面是希望維持身體健康狀態，一方面也

搭配牛奶、豆漿等飲品，以適度維持身型。阿盛來台北工作之後，也固定去健身

房運動，同時配合吃高蛋白補給品，目的也是為了形塑身型。 

阿祥在有了 HIV 之後，跟著媽媽一起去修行，在他們的修行過程裡面「要

先鍛鍊身體」，修行中做的動作以較柔性的為主： 

就是在動跟靜之間，靜裡面有動的東西，動裡面也會達到入定的一個程

度。很強調要專心跟持久。動作很簡單，有時候只是轉轉頭，轉轉手，

很簡單的東西。這是前段，中段的話會開始加上一些像拜參那種，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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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跪的、或者是用站的，再搭配你的呼吸吐納，去調整身體的血液循環、

整個氣場的循環。之後才到靜坐。所以這樣一套下來，大概要兩個小時。

（阿祥，20100311） 

此外，他也開始跟著老師練氣功。這些運動讓他可以維持體力，並緩和吃藥

導致的脂肪移位情形。身體經過調養之後，之前吃藥導致的皮疹也不再復發。他

的養生風格相當不同於其他人，在運動養生法上不選擇強度較大、一般人所普遍

理解的「運動」，也不選擇深具台北都會區男同志生活風格的健身房。 

阿奇選擇了瑜伽、游泳、太極等運動，尤其每個禮拜固定做太極。對他來說，

這些運動的特性是可以自己完成，或是不需要和別人競爭或比較。 

老師會叫我們做某些動作，那些動作就覺得很好玩，就好像自己是個老

人的感覺。就比較輕鬆啦，不會那麼約束。游泳就會希望要求自己，起

碼要游個幾圈，或是旁邊有人在追趕，我就會很急，就會很不舒服，就

會覺得我要跟他比較。但是太極這種運動，你想要比較都很困難，無從

比較起。因為你如果注意別人，你自己的動作就會亂掉。太極不能比較，

不能有那種心。太極跟瑜伽都有點類似，因為你一旦去注意別人的動作，

就會很容易會分心，沒辦法專注在你自己上面，你沒有辦法把那個意念

或呼吸導引到你要的地方，那你動作就會做不好。（阿奇，20100330） 

對阿奇來說，運動並不只是為了鍛鍊或雕塑身體，而是一種身心整體的自我

修練。這與阿祥對於運動的認識相當類似。 

3. 其他人則原本就較少運動，有了 HIV 之後也沒有運動習慣。阿保和阿民

偶爾才去健身房運動，尤其阿民都是在「覺得自己最近變胖」的時候。東東也沒

有固定的運動，他只有在冬天的時候，會從家裡走路到某個他當志工的民間團

體，結束後再走回家。他考慮的不是健康，而是「變瘦」。之所以會選擇冬天，

是因為他在感染之後常常覺得燥熱，「很怕熱、怕流汗，會覺得很不舒服」，冬天

走路比較不會流汗。 

阿威說他因為「討厭流汗、懶得動」而幾乎不運動。他也把他體力差歸因於

沒有運動、以及「作息不正常」，但他仍然不想運動，也沒有真的早點睡覺，而

是靠吃維他命或 B 群來補充。雖然他很不想再「多吞東西」，但是相較於運動，

吃維他命仍然是較簡便的作法。 

小志則是平常忙於攤位生意，就算他想運動也根本抽不出時間。他不像小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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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的白領工作者，可以在假日找時間去健身房；因為小志的假日很少，就算休

假也都只想在家裡休息。 

從以上的描述可以發現，和飲食法一樣，受訪者在採取運動作為時，也多帶

著複合目的，不只是為了增強體力、維持身體安適狀態，同時也考慮到身體型貌

資本的再生產。從多數受訪者（即使是藍領勞動者如阿盛）選擇以健身房作為運

動的身體技藝，可以看到男同志感染者的運動風格，與整體台北男同志生活風格

有著密切關連。其他人則在生活情境中選擇了較為方便的作法，而非以一般認定

的「運動」為主。阿祥、阿奇和阿淵則代表了另一種不同的運動身體觀，不以強

度較大或需要競爭的運動為主（但不代表他們的運動比較不累），而是著重於自

身整體的身心修練。 

 

（三）作息 

前面的章節中，已經呈現出一些受訪者對於自己生活作息的檢討，例如阿特

認為自己晚睡而無法讓 CD4 提昇，阿威覺得自己作息不正常而容易覺得累，東

東先檢討了自己作息不規律而遲疑去就醫。他們以「健康生活型態」論述來檢視

自己的行為，然而，也僅止於話語上的檢討。在生活實作中，作息的改變並不容

易，作息不僅與整個勞動型態與生活日程密切關連，也與當下的身體狀況有關。

更重要的是，多數人的作息並不全然遵照明確的時刻表，而主要是依靠一種身體

的習性。 

有些受訪者很明顯地改變作息。例如阿民在得知感染後，開始規律地早睡早

起（他有時甚至還嫌我太晚睡），而且因此「工作也上軌道了」。他甚至也比較勤

於刷牙，以避免口腔感染。對他來說，「作息」是整體生活習慣的改變，這種改

變明顯與「感染 HIV」這個事件有直接關連。 

小韋則是從以前就作息規律。他的勞動型態是準時上下班的白領工作，每天

大約 11 到 12 點間睡覺，早上 7 點半起床。但他在有了 HIV 之後，有一個明顯

的改變： 

其實之前跟之後的生活習慣最大的不同，就是很多聚會都不會去。其實

我以前會去夜店，那我現在也幾乎都不去了，因為我覺得太累了。就作

息比較正常一點。除了偶爾真的是要去，譬如說比較大的節日，要去的

話再說。不然平常六日的話都不太想去，就不想那麼晚睡，因為去夜店

可能都到四、五點才會睡吧。（小韋，2008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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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韋直到現在都沒有再去過夜店，除了不想打亂作息外，他現在有了男友，

也覺得不適合再去夜店。 

阿奇自從 2007年那次住院之後，就過著相當規律的生活。對他來說，追求

「自己的自由」，就是要由自己來安排自己的規律。 

我通常是 11 點就要睡覺，起碼一個禮拜有五、六天都是這樣，那可能會

有一、兩天達不到標準，可能看電視看過頭或怎樣。或是說 11 點就要躺

平啦。那如果早睡的話，很自然就會早起。...每個禮拜六早上都要去上

太極的課。（阿奇，20100330） 

阿民和小韋都是相當符合一種都會白領工作者的「健康生活型態」，以工作

為中心來安排自己的生活日程，尤其是睡眠起居時間。阿奇並沒有固定的工作，

他的生活型態看似自由，但他是經由自己給自己安排生活日程，來達到一種「自

我的紀律」。這是兩種不盡相同的紀律模式，但原則上都是以明確的時刻表來指

導自己的作息習慣。 

阿淵、阿祥和阿兵則是因為自己當下的身體（心）狀態，而決定了他們實際

上的作息狀態。阿兵因為媽媽、家裡經濟和自己身體的問題，常常苦惱而失眠，

白天常常需要喝黑咖啡來提神。阿淵因為剛驗出陽性時，情緒明顯受到影響，因

此有段時間常常失眠。後來「有去調整自己的心態，就是要放鬆啦，情緒好的話，

現在是比較少失眠了」。在阿淵的養生法中，作息與情緒有明顯的關連。另外，

他因為在驗出陽性後明顯感覺到疲累，「超過 1 點睡覺我也會覺得很累」，現在基

本上都是 1 點以前就睡覺。 

阿祥每個禮拜會有 2 到 4 天去講堂參加共修，晚上回到家後「精神比較好一

點」。加上他常常覺得身體燥熱—尤其開始吃藥之後更明顯，晚上有時會比較難

入睡。他在試著把藥改到早上吃之後，因為暈眩影響到工作，後來又改回晚上。 

反正晚上就躺在床上，有睡就睡啊，啊沒有的話就醒著看看電視啊、東

摸摸西摸摸再去睡(笑)。最慢兩點一定會睡著。那因為早上 9 點才上班，

所以有時候就會睡到 7、8 點起來，睡眠時間還夠啦。（阿祥，20100311） 

阿盛和小志則是勞動型態決定了他們的作息無法「正常」。阿盛的工作要輪

兩班（一班 12 小時），有時上早班、有時上晚班；而小志因為晚上擺攤做生意，

常常忙到早上 5 點才能睡覺。因此，「作息」仍然必須考慮到生活條件，而不只

是個人習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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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生活條件的限制外，衛教標準的生活作息原則意味著個人可以選

擇過一個比較健康的生活。阿中在帶原的這 9 年當中，有試著要「調整」自己的

作息。這個「調整」意味著他有一個「應該達到的目標」，只是目前還達不到，

以後也可能還是達不到。 

本來以前是習慣兩點睡覺，後來就慢慢調整到一點睡覺，現在是 12 點

就要睡。其實最好是 11 點就入睡啦，只是我還沒有辦法做到 11 點就上

床(笑)，通常 11 點過後還會東摸摸西摸摸，弄到 12 點才睡覺。（阿中，

20100302） 

他以一個明確的時刻作為指標，來檢視自己的習慣，並且試著逐漸調整。然

而在實際上，他還是比較仰賴身體習性來達到作息規律： 

自己覺得體力沒有以前好，尤其到晚上其實差不多就沒電了啦。我都是

那種太陽一升起來我就醒了，所以即便我前一天再怎麼熬夜，我都很難

可以睡到很晚。所以後來大概就已經習慣了，一直以來就是幾點就睡、

幾點就醒這樣子。那當然以前年輕的時候，有時候就會去哪裡玩啊，玩

到幾點，可是那並不是常態，只是偶爾而已。（阿中，20100302） 

就像服藥規律性那樣，多數人都是從「時刻」和「身體感」之間來協商自己

的作息習慣。白天要上班的人，通常會以「最晚幾點」來界定自己的睡眠時間，

例如阿特和阿威。他們同樣都以「晚睡不好」來檢討自己實際上的行為；例如阿

威：「我自己定的時間都差不多 12 點半」，但是仍然「就習慣了，不知不覺會這

樣，就拖拖拖...拖到一、兩點」（阿威，20100306）。我有時半夜兩點多還是會

在 MSN 線上看到阿威。 

小林也有同樣的說法：「熬夜不好，可是改不掉，哈哈」（20100401筆記）。

就像改不掉愛吃油炸食物的習慣一樣，他也改不掉晚睡的習慣。不過因為他現在

沒有工作，「這半年來都睡到中午，就變成晚上都不想睡」（小林，20100417）。

東東也是目前沒有工作，睡覺時間從 3 點到 6 點之間不一定，「最近幾天都天亮」，

隔天都會睡到下午。沒有工作來框架生活日程，東東完全以身體感來決定睡覺時

間，「想睡就睡啦，我覺得就讓身體自己看要怎麼做吧」（東東，20100817）。 

對他們來說，如果非得要按照一個標準來行事，這樣「反而會給自己壓力」，

因為按照一個標準就意味著自己更像個病人，就得像按時服藥那樣照表操課。同

時，有一套標準就意味著個人為了達到標準，隨時都有努力的空間。這不只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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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上，其他養生法亦如是，就如小韋所言： 

我覺得就不用想太多吧，想太多可能會壓力太大了，反而會覺得說，我

是不是還要去做些什麼。（小韋，20100330） 

 

情緒的技藝情緒的技藝情緒的技藝情緒的技藝    

我感染之後的一年，有去接觸一些自我探索、了解自己的課程、工作坊，可

是那時也沒有覺得這個課程對我來說很有幫助。我在 4 月的時候去參加一個海

寧格的課程。我在那個課程裡大量釋放我對媽媽、對我生命的態度，就是一些

過去可能對自己無由來的沒自信、或是覺得生活無意義、或是不知道活著要幹

什麼...這些東西，我在那個課程裡面找到了一個源頭。然後我釋放掉害怕，同

時跟已經走了的媽媽做了一個很深的連結。我在那個課程完全在處理自己內在

的功課。然後整個釋放掉之後，就是重新接納自己的生命，我可以開始為自己

的生命做一些事情，來榮耀媽媽，我願意這麼做。可是那時候 4 月上完，我還

沒什麼感覺，我只是覺得我的情緒上面，跟以前有一點點不一樣，只是那時變

化沒那麼大。可是在8月的時候我看報告，欸，病毒量突然變成3千多，從一萬

八又變成 3 千多。那我就突然意識到，這個課程對於我釋放掉負面情緒、負面

的能量，其實是有助於我的病毒量的穩定。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神奇的地方，我覺

得如果能夠幫助感染者找到一個方向，讓他們釋放掉他們的擔心跟壓力，或是

減緩他們的這些焦慮，我覺得其實是有幫助感染者的身體健康，情緒其實會影響

你身體細胞的能量。當然上過一次課程之後，又開始一般的生活嘛，所以我的

病毒量維持一段穩定之後還是再跑上來。 

我相信人的能量其實可以靠自己的意識、或是靠一些自我覺察的方式，去

幫助自己的身體。我們上課常常會談到，可能過去的生命經驗，有一些痛苦、

創傷，我們沒有處理掉的時候，其實那些創傷能量我們是把它壓抑到身體裡

面，不管是心痛啦、或是什麼，可能是肝臟或是什麼。我自己這幾年學習的體

會，我覺得情緒跟身體的穩定度其實是畫等號的，跟你的免疫系統是畫等號

的。當我的情緒愈糟的時候，我怎麼可以期待我的免疫系統可以是好的，怎麼

可能期待他有能力去對抗外面的病毒或細菌。（阿中，20100302） 

在阿中的這段故事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以下 3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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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同 2008年的路跑，課程、工作坊等具體的情緒技藝，與病毒量產生了

在地的意義連結。他以病毒量的下降作為標示，肯定了情緒技藝對於身體狀態穩

定的重要性。當下他並不認為課程的幫助很大，但事後經由檢驗結果，而得以確

認情緒/靈性作為養生法架構的一部分。 

2. 阿中認為要維持身體的穩定，最根本的就是情緒的穩定；在尚未服藥的

受訪者中普遍有這種認識。並不是說情緒對於已服藥者而言不重要，而是服藥者

傾向於相信藥物才是根本，因為經由服藥以及病毒量檢測結果，直接形成了具體

可見的醫學證據。然而，如果就養生法而論，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情緒的穩定是保

持身體狀態穩定的基礎。 

3. 所謂「情緒」不見得是阿中指涉的「自我覺察」或「釋放負面能量」；對

於情緒/靈性的關照可以有各種途徑。較早期的感染者有一個明顯的支持網絡，

這個網絡的形成以讀書會、工作坊或「花精」療法等作為主要形式，沒有參與在

這個網絡裡的人，就會選擇其他的情緒/靈性關照方式。 

有的人是從既有的信仰系統中獲得心靈的平靜。例如阿民是經由原有信仰的

一個具體技藝：禱告，來獲得內心的平靜以及情緒的穩定。對他來說，經由信仰

而認識到「疾病」與「生命」是一體的兩面，「疾病」只是一個啟示，「生命」才

是主要思考的議題；而禱告不只是與上帝的對話，同時也是一個與自己生命對話

的過程。他的靈性技藝是根植於一套信仰系統中。 

阿威則沒有一個固定的信仰，他是經由拜拜、「收驚」等具體儀式與技藝，

來為當下的自己尋求一個「心裡的慰藉」： 

有時候會去拜拜。我們室友都好愛拜噢，行天宮啊、龍山寺啊。我覺得

就是圖個心裡的一個慰藉吧，像行天宮有收驚，你會覺得收驚完之後，

好像感覺氣就會順很多。平均大概一兩個月就會去拜一次。（阿威，

20100306） 

這種情緒/靈性技藝，同時也關注到身體的安適：一種「氣」的身心觀。當

內心不平靜時，身體的「氣」就不順，就會影響到健康。事實上，阿中的「能量」

觀也反映了這種整體的身心觀。這是一種常民對自身整體的關照，有別於專家知

識將「人」切割與介入的操作。 

有的人則經由瑜伽、太極或打坐等身體活動來同時進行情緒/靈性活動，例

如阿奇就認為太極有助於情緒的穩定。運動養生法與情緒/靈性養生法，在阿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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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養生架構中尤其密不可分。 

如果只是去那邊（佛堂）共修，就想去就去。可是我為了避免這樣，因

為人總會有惰性，所以就接了「功課」，就是你要在前面帶領，比如說喊

口號啊，或是做司儀啊，就是會有排班的功課，所以排班下去的話，我

們人就要到。其他時間如果沒有去的話，平常在家裡或公司也可以做（氣

功），忙完的話有時間就可以自己搭配著做。（阿祥，20100311） 

情緒/靈性技藝不見得透過特定儀式才可執行，像是阿祥的修行、阿民的禱

告，都可在平日的生活場景中落實。在阿祥的在地實作中，修行也與身體狀態的

穩定有著直接關連： 

這幾年的修練啦，比較不容易感冒，就可能自己身體比較累的時候才會

感冒。所以就覺得身體狀況比以前好很多，免疫力上面力量會比較多。

至少病症不會跑出來，可以還是要跟佛法結合，才能從根本來解決。可

能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得到神佛的祝福吧，不然搞不好很快就發病也不一

定。（阿祥，20100311） 

因此，情緒/靈性技藝同時也是一種自我的身體技藝，儘管表現形式各不相

同，但所有受訪者都同意「情緒」與「免疫系統」有相互關係。有的人從「神經

系統」來理解情緒，認為神經系統的穩定與免疫系統的穩定彼此有密切關連。雖

然這是一種生物學的解釋方式，但同樣是一種整體論的認識途徑。情緒/靈性技

藝當然是一種養生技藝，因為養生法本來就不是為著醫療的目的，而是經由日常

行動來促進自身整體的安適；並且，養生法的各個面向也在日常實作中彼此相互

搭配作用。 

即便沒有具體的技藝，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獲得情緒的穩定，例如小林、阿特

有既有的朋友網絡支持，彼此可以交換資訊、互相照顧；東東在加入民間團體後，

也在他認為友善的空間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生活當中的具體社

會支持情境，也是相當重要的情緒關照途徑。 

 

一個長期帶原一個長期帶原一個長期帶原一個長期帶原者的養生法者的養生法者的養生法者的養生法：：：：以阿奇為例以阿奇為例以阿奇為例以阿奇為例 

以下我以阿奇—這位帶原 12 年的受訪者—的故事作為軸線，來呈現長期帶

原者的養生法實作軌跡。 

尚未服藥的感染者，一方面希望盡可能延後服藥的時間點，一方面又由於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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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藥物作後盾，只能靠自己親身嘗試各種養生方法，以維持自己的身體狀況，尤

其在阿奇早期的經歷中特別明顯： 

之前我還沒吃藥的過程中，其實我是蠻擔心的。所以什麼花精、氣功、中醫

啊，那些我都做過(笑)。 

事實上，那時有很多機構，想要去證明他的這個療法有能力去幫助到感染

者。包括像榮總那時候有中藥實驗，那個我有參加。像有一個黃老協會，他們就

叫你要去做氣功，那時候有很多人都有去參加。（阿奇，20100330） 

阿奇表示，早期愛滋的西醫治療權威並沒有完全建立，因此許多其他的療法

爭相競逐這個領域，希望證明自己的療效以建立知識權威與累積資本。隨著台灣

引進的藥物種類變多、治療標準與流程的確立，以 HAART 藥物為主的愛滋醫療

系統成為主導的模式。然而，藥物只能抑制病毒的複製，因此「免疫力」仍然是

其他療法爭奪的知識場域。 

阿奇在 2004年，參與了當時引進「花精」88療法的崔玖教授的實驗方案： 

（崔玖）覺得應該要有一個科學的能量的評估的方法，去檢驗那些花精，然

後她就從德國進了一堆儀器，就很貴很貴，然後就跟陽明、跟希望工作坊合作，

就幫一堆人做。 

有些團體一開始時蠻容易參加，到後來他就需要一點篩選性，就是說你如果

已經一開始就接受西醫治療、或者是你一開始就住院，那可能某個程度他就覺得

你的先天的一些條件已經被破壞，所以他會希望先不要有用過藥的。但是當然如

果他經費夠的話，他當然是希望能夠連用藥的也納入。不然的話你要做出你的鑑

別性啊，你這個療法有效，不是因為你有西醫，而是因為你這個療法本身是有效

的。所以他當然要排除已經在用西醫治療的，才能突顯你是因為花精才有效的。

很多喔，像中醫療法那時候也是，他也不希望你有用西醫。可是有些人就是嚴重，

他才會需要吃藥啊，那他愈嚴重、你還不給他做這些，實在是...。可是沒辦法

啊，實驗就是這樣。 

                                                 
88 「花精診治簡單的原理在於各種花的精華〈生命力〉經過熱及振盪傳入淨水中，...這些製劑

所散發出來的能量店磁場又寬廣又細緻，人服用後可以引起身心不平衡處的共振，可以促使大

腦及其他腺體發生電化學層次的的改變，而激發出自癒能力因而能平衡情緒。治療的機轉不在

麻醉或壓抑情緒，而在“正視”及平衡情緒，其功能在於平衡每個人在個性上的缺陷，幫助人

澄清生活及人生的目的，加強自我身心靈的溝通，提升生活品質，解除以下種種痛苦，例如：

失落、憂傷、沮喪、恐懼、羞恥、憤恨、憎惡、悔恨及罪惡感、嫉妒、艷羨及害羞。」資料來

源：http://tw.myblog.yahoo.com/ferstaiwan/article?mid=2&sc=1；作者為台灣引進花精療法的重要人

物崔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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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崔玖那邊...我能體諒說他們是好意啦。那事實上崔玖是希望連那些有

在用西藥的也收，但是因為不允許，後來她就說要面談，她面談如果發現你情緒

問題很嚴重，那即使你在用西藥，她也會...例如說服希望（工作坊），讓他可以

進來。（阿奇，20100330） 

除了花精之外，較早期的感染者還有一些以讀書會、工作坊為形式的支持網

絡，這個網絡以民間愛滋團體和一些關鍵個人為核心。 

1. 同儕團體 

早期露德他們就帶了一堆人，那時候的同儕團體，可是那時候我們沒有很明

確地講說這就叫同儕團體。同儕團體這個名稱其實是後來因為每次每兩年都有愛

滋大會，他們都會形成新的論述、新的一些潮流。但是在那之前，其實露德他們

就已經有在做這些事情。（阿奇，20100330） 

2. 心理劇工作坊 

因為我在這邊（性防所）當志工，所以其實這邊的情況我都清楚，很多人我

都認識；那時候的主任其實是個關鍵人物，就是蔡春美。她那時候是一開始跟徐

森杰合作，就有一系列包括心理劇工作坊，大概 2003 年開始。但是在那之前，

我先在 2002 年當志工，然後才認識蔡春美，認識蔡春美以後，然後我們又有志

工訓練，那時候認識了一些人。 

我覺得其實那時候，因為可能比較重視治療品質、而不是量化的績效，所以

我覺得像 2002 年到 2003 年，包括露德、還有像徐森杰他用個人身份去跟蔡春美

合作的那些心理劇治療團體，其實都很棒，成效也很好。（阿奇，20100330） 

3. 讀書會 

後來有一陣子我就開始跟阿輝（張亞輝）在做讀書會。因為露德那時候其實

內部一直有爭議，就是到底要支持感染者到什麼程度，或者是不是要專注在 gay

這一塊，因為（感染者）人數是愈來愈多嘛。所以不只是性防這邊改變，連露德

那邊也改變。不過我覺得這是常態，因為事實上本來就是不可能一直都很美好，

所以後來就是漸漸變化這樣子。那時候因為變化了，那我們就自己想辦法，因為

我還蠻重視心理交流這一塊，所以我就覺得阿輝他那一套方法是我可以接受的，

他會引進很多包括家族排列、或像完型治療，因為他有去上一些課，那我就覺得

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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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在讀書會裡面，因為他那時候其實還沒有站穩，所以他會測試他的功力

怎麼樣，我就覺得說不用錢就可以玩那麼多，就很高興，就玩啊。但是後來開始

讀書會就要收費啊，這些東西如果還有的話也就罷了，但是後來就是要在專門的

任務型的工作坊才有做這些東西，這些工作坊的錢跟讀書會是不一樣的。這也是

應該的嘛，因為像國外他們讀書會也是要收費，價位也差不多是三千、四千、五

千這樣子，就差不多外面也都是這個樣子。（阿奇，20100330） 

那麼，阿奇是如何詮釋及評價這段過程呢？他認為不見得是「療效」發揮作

用，更關鍵的應該是經由這些方案所凝聚起來的支持網絡： 

我覺得與其是說這些治療有什麼效果，不如說因為你固定都會看到這些人，

你都會有一些可以抒發的管道，就是那個治療系統，我覺得對於情緒的穩定的幫

助，反而比療效來得明顯。比如說我因為吃了中藥，所以我的 CD4 才穩定嗎？我

覺得也許不然，也許是因為你知道有一個很強大的系統在支持你，比如說花精。

那時候我去花精完都會有一些人，比如說我們這一期結束，崔玖還會找我們出來

一起吃飯。那大家就會覺得，又有吃又有喝，玩得很高興這樣(笑)。（阿奇，

20100330） 

早期的感染者經歷過更為直接的生存焦慮：較高的死亡率、藥物種類較少。

也由於早期感染者的同質性較高，因此形成了一個較為密切的支持網絡： 

那時候的那種...叫做戰友吧，那時台灣的感染者就只有幾千個，而且比較

單純，沒有什麼亂七八糟什麼藥癮什麼的(笑)，所以幾乎十個裡面有九個、或者

說十個幾乎都是 gay 這樣子。 

那我覺得現在因為人太多了，而且因為西醫已經進展到非常有效的地步，所

以表面上看起來，很快就把你的初期風暴降下來。包括我們現在在小露（露德）

那邊，我們有新生命團體嘛，那我們看到很多人，他們都很少有發病的，或是說

不曾發病，可是他們感覺凝聚力就會跟我們以前的狀態是不太一樣的。那我們以

前有些人其實治療的效果上，沒有像現在這麼好。（阿奇，20100330） 

從阿奇的故事中，可以看到較早期的感染者支持網絡如何形成，這個集體網

絡的凝聚力是比較高的。稍晚的感染者比較沒有這樣的網絡連結，他們養生法的

形成過程比較仰賴醫療系統與民間團體提供的資訊（而非人際網絡，例如露德協

會的感染者手冊）、網路資訊（感染者的部落格、BBS 站台）、私人人際網絡（媽

媽、朋友）、大眾傳媒與健康傳銷網絡（消費文化）等管道。這些網絡的特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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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而迅速地獲取資訊，感染者得以迅速判斷並選擇是否使用這些養生方法。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養生法，有別於現代公衛意義上的「健康促進」，是一種常民的社會實作。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標準化法則」與「常民生活經驗」之間的拉扯，

這種拉扯並非脫節或決裂，而是帶病者在經由親身嘗試、體驗的過程中，轉化一

般大眾的養生法架構，建立自身的養生知識與信念。 

當人們面對疾病問題時，如果醫療系統無法完全處理，就可能尋找偏方、或

尋求民俗療法的協助。人們可能一方面看西醫治病、看中醫調養身體，一方面使

用營養食品、保健食品來自我療養，複合式的介入以維持自己的身體狀態。透過

消費這些保健食品，人們「相信」自己可以獲得健康，同時不安的心理可以得到

寄託（陳映慈，2007）。 

養生法是深具個人風格化的日常「混搭」實作，是常民在生活中經由各種具

體技藝來落實對自身的關照之道，是一種慢性病人關心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別於

醫療實作，這種關心自己的方式並不以一套標準的醫學或行為準則來框架，而是

必須視個人所處的脈絡來調整。養生法自外於以 HAART 藥物和 CD4—病毒量數

字構成的醫療系統，但基本上並不違及醫療系統的主導性。 

我們也可以發現，剛驗出陽性即服藥者、與一段時間尚未服藥者，對於養生

法的使用也有些差別，例如阿威對於花精療法的看法：「太玄的東西我都覺得半

信半疑。畢竟吃藥到目前為止，測出來的報告都 OK」（阿威，20100306）。阿威

剛驗出陽性時就服藥了，因此比較傾向於相信 HAART 藥物的作用，對於其他的

養生法也比較沒有追求。 

健康促進論述期待人們經由自己的努力來達到健康生活，然而風格化的養生

法是人們在生活中，嘗試各種方法並經過混拼、挪用，而轉化為多元的行動可能

性。養生法使用的意圖也常常是複合的，例如運動同時為了維持身型，綠茶同時

有減肥的目的，B 群為了減緩生活中的疲累感。養生法是個人在其所處的社會情

境與不同的生活條件中，做出個人習慣的組合。因此，帶病者的生活型態並非突

然的巨變，而是細水長流地慢慢變化，從日常生活中領會一種實作感，是一種富

有創造力的與病共處之道。 

雖然這種風格化的養生法很難完全類型化，而且很難完全複製，但透過生活

脈絡與實作過程的梳理，還是可以看到感染者如何發展出自己的帶病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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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生活視為一種「藝術」，那麼養生法的創作就是一種生活中的日常行

動藝術。養生法實作中的每個面向都是彼此配合的，是一套對於自身整體的關照

技藝，而且是一個邁向「自在」的過程，正如阿中所言： 

自己從生活上面，去找到一些可以讓自己自在過生活的方式，就不用每

天擔心自己隨時會發病。（阿中，20100302）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減害減害減害減害」」」」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在真實生活中，「有害」健康的行為隨時都在發生。在健康促進的理念中，

人們應該避免一切「不健康」的行為，尤其 HIV 感染者已經比一般人「不健康」

了，因此被認為更應該避免「不健康」的行為。因此，「減害」的思維很難被納

入既有的健康促進架構中；然而，這不代表在公衛實務中不存在「減害」的實例，

現行的「毒癮者減害計畫」（美沙冬、清潔針具）就是一個例子。 

Blaxter（1990）即指出，健康與否並非看單一行為對身體的影響，而是所有

正向與負向行為的群聚結果，人們不僅做「有害健康」的行為，也同時做了一些

有益健康的行為。所謂的健康行為是複雜與多向度的，必須放在行為發生的脈絡

中來綜合評估。當我們在理解人的行為時，往往認為人們可以、也應該經由理性

選擇來從事健康行為，卻忽略了個人所處的生活情境與社會脈絡。因此，我們必

須關注到行為發生的脈絡，行為者的「理性」往往是在情境中權衡出來的。 

以下我以幾個被普遍認為「不健康」的行為，來呈現感染者如何在這些「不

健康」行為發生的情境中進行權衡；感染者並非完全拒絕這些「不良習慣」，但

也並非「放任」自己，而是採取一些策略來試圖減少傷害。 

 

（一）飲酒及夜店生活 

夜店對許多台北男同志來說，是相當重要的社交場域，許多台北男同志或多

或少都有去過男同志夜店。通常男同志夜店的型態，多是一群朋友約著一起去，

因此這有一個人際網絡的連結。 

就小林而言，他們一群朋友本來就常去夜店，因此就算感染之後，他也不可

能完全就抽離夜店生活。而且這群朋友對他來說是很重要的支持來源，因此夜店

之於他的意義，不盡然完全是一般認為的「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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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驗出陽性之後，雖然並沒有因此而不去夜店，但

會試圖減少去的次數與停留時間，例如阿兵與以前比起來，現在比較少去，而且

大概待到 1 點多就走。阿威也說不會像以前玩到天亮，現在大概兩、三點就回家。

因此，夜店生活對於他們的作息影響其實並不大。 

但去或不去夜店不完全是個人理性的決定，也與當時的生活處境有關。例如

阿威認為去夜店其實反映了他當時的某種生活困境與心情，因此需要一個出口來

調適，夜店因此並非完全負面的表現： 

其實因為平常上班壓力比較大，就會想說放鬆一下，就跟朋友聊聊天啊，

跳跳舞，就醉著回家。我這一兩個禮拜是喝得有點兇，就是喝到掛，隔天也是

會宿醉頭痛。幾乎都去 Funky，有時會去紅樓，可是紅樓那邊比較不會喝到掛

啦，了不起兩三杯。去 Funky 就會喝到四五杯，就會差很多，因為你喝調酒，

你每次都會想叫不一樣的，可是你喝的混酒愈多，就會更醉。Funky 的酒比起

其他的 bar 是很便宜啦。我這一兩個月幾乎每個禮拜去。 

我年後的工作壓力還好，年前比較大，年前有點算半放棄。那時候很煩，就

一直在想說我不想再做這種事、不想再做這一行，就是你在大公司裡，你的生活

太苦悶，就會想要另外一個感覺上比較輕鬆一點的一個出口之類的。那個壓力不

是來自於工作上，應該是自己人生規劃之類的。就會覺得，欸，已經出來社會四

年多了，好像有得到一些什麼，可是又好像沒有什麼長進，就覺得好像就侷限在

這邊。可能是心急吧，就覺得什麼時候才會再往上一步。會有一點慌。一方面也

是感情也沒著落，然後就會空虛寂寞。（阿威，20090414） 

 

    阿祥則生動地說著他的故事，從這段故事中，呈現了阿祥從過去到現在的一

些轉變，其中也可以發現「減害」的思維： 

以前大概一個禮拜至少有跑一趟到兩趟 pub。gay 都嘛是跑這些，沒有地方

跑啊，對不對(笑)。早期剛出櫃的時候，像那個什麼...淺草屋啦、明坊啦，這

些都有去啊，那時候年輕的朋友就會約在那邊。不過去也還好欸，大家都是喝

個三朝一馬，就是四手，四六二十四，一箱。如果是洋酒的話，suntory 大概

就會喝三罐，喝到大家茫為止(笑)，很可怕啊。 

那時候我阿那達他又是股東，就是有開 gay bar，就跟那些現在開 gay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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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些人，老一輩的，很熟啦，那時候大家都聚在那邊。客人來大家就是拼命喝

啊，因為要賺錢啊(笑)，幫忙喝。客人沒喝那麼多，可能只有喝個兩三手，結

果後面有四、五手都是我們喝掉的(笑)。你總不能說把它暗ㄍㄤˇ(偷渡)，你

要當著他的面喝掉。後來他就沒做了，因為就覺得有賺到了，他覺得後面時機

不是很好，所以就退股了。退股之後那些老闆就會常常打電話來，叫我們去走

走啊，去逛逛啊(笑)。 

現在是不敢了啦，現在因為知道自己生病，然後又有年紀了，所以就不敢

這樣喝。不過偶爾還是會啦，比如說重大節日，可能就四、五個人就喝大高一

罐這樣子，偶爾啦，所以還 OK。有時候我會閃啦(笑)，他們要喝高粱，我就喝

玫瑰紅(笑)，他們要喝玫瑰紅，我今天喝必魯(笑)。就不會跟人家同樣的酒，

那我們就選擇比較 OK 的酒，喝少一點這樣子。現在 gay bar 也都不去啦，已經

斷了好幾年了。 

我姐姐她現在也在開卡拉 OK，就在菜市場旁邊，家裡啊，它不是裝潢很漂

亮那種，像那個做黑貓(台語)那種，就是會叫傳播進去，不是那種。我姐姐她

自己租那個樓下店面，也住在那邊，就是有快炒、然後再加唱歌，投幣式那種。

她那個店不是像一般 gay bar 這麼晚的，所以就覺得還 OK。小賺啦，就是沒有

辦法說賺大錢，可是他們就維持生活就可以了。所以去難免啦，有客人在的時

候就需要應酬一下。不過不是每天啦，因為我偶爾一個禮拜一次到兩次，就在

家裡啦，就家樓下啊，對面就是姐姐開的。那些歐巴桑、歐里桑來就是唱歌、

喝酒，然後看到就說，哎，阿祥來來來(笑)。因為沒有人陪他們啊，我又跟老人

家還合得來，所以他們看到我就會叫我去陪他們，陪人家總是要跟人家喝一下

啊(笑)。所以現在只是偶爾喝一下，像他們有的老人家都是喝威士比啊，就不

是像年輕人，必魯(啤酒)就是一箱這樣子喝。 

現在一個禮拜就是回去他（男友）那邊一天、兩天，就維持這樣的模式。我

BF 那邊的親戚朋友都是非常厲害的喝酒高手，所以說我回去，不小心被他的親

戚朋友逮到，就必須要小酌一下(笑)，可是如果沒被逮到，那就沒關係(笑)。他

們有時候也會打電話催啊，你什麼時候要回來，我說我不知道欸(笑)。（阿祥，

20100311；底線為我所強調） 

 

阿祥的故事反映了一個很不一樣的時代脈絡與風格，但同樣呈現了一種基於

關心自己身體而實作出的「減害」策略，他並不是完全拒絕或否定這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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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飲酒文化，而是在日常的人際互動中發展出一些隱微的策略，既能衡量自己的

身體負荷、又能維繫既有社會網絡的「權衡之計」。 

 

（二）派對藥物 

（此處涉及議題較為敏感，而且特別指名似乎不是必要的作法，為避免造成

受訪者的疑慮與不安，因此採不具名處理。） 

 

    此處的「派對藥物」，在本文中指的是男同志在「es」（快樂丸+性愛）或參

與「轟趴」時使用的助興藥物，較常見的有「E」（快樂丸）、「K」（K 他命）、「煙」

（安非他命）等。在健康論述中，使用派對藥物當然是絕對不被接受的「有害」

行為；就感染者而言，使用派對藥物可能會破壞免疫細胞、加速病程，並且容易

發生不安全性行為。然而，感染者理所當然地接受這些說法、而避免這樣的「不

健康」行為嗎？ 

杜思誠（2008）研究男同志轟趴參與者的風險管理策略，質疑一般對於轟趴

是「危險」的既存印象，並細緻地考察參與者在轟趴情境中的常民知識，發現許

多其實有助於安全性行為的情境與實作策略。我認為從「常民知識」的角度切入，

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感染者使用派對藥物的經驗，避免一味將派對藥物視為「危

險」的簡化思考。在一份民間團體出版的「跑趴指南」89中，可以觀察到一種有

趣的在地知識：在第 5 頁中，他們建議想參加轟趴的感染者— 

- 如果長期或大量使用搖頭藥物和喝酒，可能影響你的免疫功能。 

- 戴套子可以大大降低感染其他性病，以免影響免疫功能及愛滋的治療

效果。 

- 服用抗愛滋藥物的時間盡量是在玩趴的前後，避免玩趴時忘記服用藥

物。 

- 建議吃完抗愛滋的藥再去玩趴，或是找個提醒自己服藥的人或方法（如

設定簡易的手機鬧鈴），以免忘記按時服藥，增加抗藥性。 

- 檢測 CD4 和病毒量前一個禮拜先不要用搖頭丸，以免影響檢查的結果。 

- 如果你吃的是蛋白酶抑制劑（如快利佳、諾億亞），合併吞 E、拉 K、

吸安或吞威而鋼等，會讓藥物不易代謝，血中濃度過高而有副作用或

傷肝喔！ 

                                                 
89 資料來源：http://praatw.org/right_2_cont.asp?id=94，下載日期：2010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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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趴指南」的編輯者明確地宣稱他們是基於「減少傷害」的觀點，而且是

一群實際上有在「跑趴」的人，在真實的趴場情境中實作而生的在地知識，他們

不把「跑趴」、「玩藥」當成全然之惡，而是務實地發展出策略來照顧自己，在使

用派對藥物的過程中權衡自己的「健康」與「傷害」。這種「情境的理性」也可

以在感染者使用派對藥物的經驗中發現，所以「跑趴指南」提供了感染者在玩藥

時的具體建議，務實地讓已患病者瞭解如何避免用藥而導致過度負面的影響。 

    在本研究的 15 位受訪者中，有 10 位在已感染 HIV 後曾使用過派對藥物，

頻率不一。在我的訪談與觀察過程中，確實發現感染者對於派對藥物有著複雜的

情結。有些人明確地表示，他們是由於玩藥而感染了 HIV，因此派對藥物之於他

們，有著一層「創傷」意義：跑趴、玩藥確實致使他們處於患病狀態；因此不得

不擔心在往後的帶原生涯中，如果持續使用派對藥物，會不會對自己的身體造成

負面傷害。在患病處境中關照自身，感染者對於派對藥物，不再有著浪漫的想像。

派對藥物並不是絕對的罪惡，它只不過是一種娛樂與社交的工具；不必完全地拒

斥之，如何「適當」而「有節制」地使用之，才是關鍵所在。 

1. 要不要玩？ 

- 我當然是能不用就盡量不要用啦，可是偶爾就是朋友們聚在一起的時

候會用。當然不是像那個時候（密集時期）常用，現在偶爾可能一個

月一次、兩次。 

多數有在玩藥的受訪者表示，「要不要玩」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機緣，如果

剛好有人邀、而他們也正有意願和興致的話，就構成了一次奇幻旅程。多數情況

下，並不主動尋求「es」，平常也不會在手邊留有派對藥物。想玩的時候，如果

「調不到東西」的話通常就作罷。因此，玩藥或跑趴往往是在一切條件（有人、

有空間、有藥）都俱足的情況下才容易發生，而較不傾向於主動發動。 

也有人表示，他們常常透過固定的管道（藥頭）買藥，如此可以某種程度地

確保藥物的「品質」是適合自己身體的。因為在非法狀態下，派對藥物的資訊流

通往往很難公開透明，因此只能經由「嘗試」不同的藥物來源，得到比較適合自

己身體反應的藥物「品種」，而固定的藥頭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盡量」地控管這

種品質，以確保自己身體能適應藥物的效果，避免出現特殊狀況（例如體溫過高、

頭暈無力）。這些管道大多是透過私人人際網絡，有的受訪者甚至與藥頭是朋友；

如果缺乏這種對來源或「品質」的控管，他們就傾向於乾脆不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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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麼時候玩？ 

- 不會像以前可能一玩就整個通霄。現在是比如說十點、或是八點開始

用，大概頂多不會超過我一般的睡眠時間兩點。（我：平日會用嗎？）

不會，我一定是在假日。 

    受訪者大多表示，會選擇對日常作息影響較小的時段來玩，避免對生活規律

造成太大的干擾。避免過度熬夜，成了減少傷害的重要原則。值得注意的是，有

位受訪者區別了「玩藥」與「熬夜」對身體的影響，認為真正傷身的其實是「熬

夜」而非「玩藥」本身。這是一種「控制變因」的思考邏輯，這位受訪者具備一

定的文化資本，而提出了這樣的質疑。那麼，要如何證明這樣的假設是成立的呢？

仍然必須經過親身實作之後，再以 CD4 檢測數字來判斷，才真正得知對自己而

言結果會是如何。這位受訪者表示，他的 CD4 數字並沒有因為玩藥而明顯往下

掉，很可能是因為避免熬夜的關係。 

3. 協調 HAART 與派對藥物 

- 我有特別去看了一下，它有說哪些藥會跟搖頭丸有衝突，K 會跟什

麼衝突，Rush 會跟什麼衝突，然後威會跟什麼衝突，上面都有寫。

所以我就會大概看一下(笑)，K 沒有、E 也沒有，唯一跟我的藥希寧

有衝突的是威而剛，我想說我也不見得會用到威而剛，我想說那應

該也還好，不要太常用就好。 

    正在服用 HAART 藥物的受訪者，如果想使用派對藥物時，就必須注意兩者

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果。因此，有必要錯開並協調兩者的服用時間，避免藥物交互

作用對身體造成負擔。如果是在自己的住處玩藥，就容易安排服藥時間；如果是

去別的地方，就必須考量到先服或後服 HAART 藥物的問題，以配合玩趴的時程。 

4. 「適量」的藝術 

在既定的反毒政策中，得以書寫、流通的玩藥知識往往被封鎖，使得玩藥者

必須仰賴身體的切身體驗，才能確知特定藥物對於自己身體的反應與影響為何。

同一種藥物，不同的來源與「品種」、用量、或是多種藥物的混合使用，作用在

每個人身上的反應都不盡相同。因此，「如何拿捏？」就成了不確定性之下，極

為個人化的藝術：有節制、不過量、並且小心混用。「適量」的藝術是在切身實

作中，感知自身身體變化而得的自我知識，也是務實地保護自己、照顧自己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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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與作法。 

甚至也有人創造出「小 HI」這樣的作法，使自己可以很快地抽離用藥狀態

而回歸平常生活。例如只使用「半件」（半顆快樂丸），約四至六小時（因人而異）

之內藥效差不多可以退去。這不只侷限在感染者才用這種說法，但對於感染者而

言，確實有多一層「減害」的意義存在。 

5. 玩藥後的保健 

「健康行為」與「不健康行為」在概念上對立，然而在真實生活中，這兩者

其實是混合實作的。各種「養生」與「傷身」並俱的作法隨處可見，例如抽菸和

喝蔬果汁；嗑藥和喝牛奶、吃 B 群，等等。 

最廣為流傳的玩藥後保健作法，有喝牛奶、補充維他命 B 群等以促進代謝，

或是吃綠藻錠等增強免疫力的保健食品。這也是一種在玩藥知識不流通的現況

中，私人人際網絡間在地流傳的養生法。90 

6. 到底有沒有「害」？ 

我：你會不會擔心用 E 會讓你 CD4 掉？ 

A：其實這樣看下來，好像不太會有影響。 

-- 

- 最近病毒量突然升高，到七萬多吧。可能最近工作負荷有比較重。也有

可能是因為最近好像有點 hi 太多了。 

如何衡量派對藥物對身體是否造成負面影響？玩藥的受訪者們指出了一個

共通指標，就是「CD4 與病毒量數字」。如同第二章所述，對於流動不定的體內

健康狀態的確認，透過檢測數字而被固定、具體化。而使用派對藥物對於身體負

面影響的憂慮與不確定感，隨著 CD4—病毒量檢驗報告的出爐，而被穩定了下

來—這不論報告結果是好或不好，而比較像是「數字說明一切」，報告結果的不

理想當然也會連結到玩藥的負面效果。也當然，如果報告結果是好的，也就因此

確信了自己的身體反應是能容許玩藥的。 

例如一位受訪者向我表示了他的憂慮：「上一次檢驗應該會蠻慘的，因為上

一次有點想不開，去吃藥（快樂丸）。」後來再見面的時候，我問到他上次的報

                                                 
90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在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喝牛奶、吃 B 群能促進代謝」才真正進入了我的

日常認知中。如果我沒有接觸這些受訪者，以我這個幾乎不關心日常保健的人來說，大概很難

把這些保健作法真的當成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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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結果，他說 CD4 仍然在穩定上升中，並沒有因為那次的玩藥而掉下來。不過

他也沒有因此而覺得自己可以肆無忌憚地玩藥，而是認為只要不要玩得太誇張，

他的身體是可以承受的，不見得會有負面影響。 

經由具體的檢測數字來評估派對藥物到底有沒有「害」，其實也很難完全確

認兩者之間有著因果上的「直接關係」，只能在親身嘗試中獲得玩藥對自己身體

反應的認識，並藉由「數字」來合理化這種認識。也有的受訪者會避免在抽血檢

測 CD4—病毒量之前的一至二週內玩藥，以排除「玩藥」這個干擾因素，希望

檢測報告能盡可能地反映出「真實」的體內狀態。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從以上受訪者的經驗中，或許我們可以思考的是：「關心自己」或「糟蹋自

己」是否有明顯的界線？「為了貪圖一時享樂，忽視自身的長期健康」這種說法，

對於「不健康」行為預設了一種「絕對理性」的評判，卻不見得完全切合現實生

活中的「情境理性」。減害的身體實作，是在具體的生活情境與社會文化脈絡中

生產出來的，而不完全是理性的選擇或算計。然而，專業論述（「好病人」）及建

制化的意識形態（「有害健康」的生活方式）會界定出「好」或「不好」的實作，

這意味著存在一種標準化的既存規則，使得某些隱微經驗從此被邊緣化。 

    種種「健康」與「不健康」行為交錯出的真實生活經驗，揭示的是一種「有

節制」的藝術，如同 Foucault強調養生法的重點，並不在於標示出「壞」的性慾，

而是如何適度、有節制地使用愉悅的一種藝術。在科學不確定性之下，我們很難

全然直截地確信派對藥物對我們到底有沒有害處。因此，就派對藥物的使用而

言，重點在於有節制地用，而非完全「理性地拒絕不用」；這包括了協調的原則、

適時、適量、不過度混用，從切身體驗中逐漸認識自己身體的負荷極限，在生活

情境中發展出減少傷害的策略權衡。這是一種在地實作而生的自我照顧倫理，一

種另類的關照自身方式。 

 

 

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不只是免疫系統不只是免疫系統不只是免疫系統不只是免疫系統 

在本章中，我要回答的問題是：病者如何在帶病狀態中，實作出一套帶病的

生活方式，亦即一種「自在之道」？在此我要指出：沒有完全一致的面對疾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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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疾病的模式。人可以在自身生存處境中，發展出一套適合自己的作為，即風

格化的自我照顧倫理。 

身處在帶病狀態中，病者面對自身生存的不確定的焦慮，促成了兩種技藝：

一是因應直接的身體病苦的技藝，二是為了自身生存而操煩（care）的技藝。這

兩種技藝彼此相關，並且落實在病者的日常生活中，因為生病是一個關乎整體生

活的事件，生病狀態即是一種帶病的生活狀態。病者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面對或

回應疾病，並且重組其生活世界，形成一種慢性病人關照自己的生活風格。 

因此，「自我照顧」並非針對特定疾病/身體部位的介入，而是對「自身」的

一種整體性關照。或許簡單地說，自我照顧就是為了「健康」；然而，為了自身

生存與「安好」狀態的自我照顧技藝，並非真能直接驗證為「對免疫力有效」，

因為「免疫力」是身體整體的一部份，很難單獨分開看待。而在科學論述與體內

狀態的不確定性下，形塑了病者的可操作空間，發展出風格化的生存技藝。也就

是說，帶病者是在其生活境況中，以自己的方式嘗試努力「活下去」，而非只是

為了專家界定的「健康」。 

「疾病」提醒的是「健康」、是「生命」、是對自我的整體關照，並經由自我

照顧技藝而具體落實在身體上。因此，這種自我照顧並非只針對生物學上的免疫

系統而為，而是跳脫了「疾病—介入」因果邏輯的生存風格；並非僅為了預防或

因應疾病（針對身體的智性知識），而是更深層地對自身的倫理關懷，隨著帶原

生涯的漸長，慢性病生活方式逐漸發展出個人風格化的生存美學，並且是在真實

生活情境中，融合多樣性且具動態過程的實作產物。 

總之，病者的病苦經驗，往往無法完全由醫療處理；更多時候，病者會發展

出一種與疾病「共處」而非「對抗」的生存藝術（aesthetics of existence），因此

「自我照顧」不只是積極的作為，更是一種帶病生活的「自在之道」。 

 

 

 

 

 

 

 

 

 



 

 135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性實作中的風險管理性實作中的風險管理性實作中的風險管理性實作中的風險管理與倫理與倫理與倫理與倫理實作實作實作實作 

 

可是我有毒欸（笑）。（阿威，20080318） 

就覺得身份不同，人鬼殊途（笑）。（阿淵，20100330） 

有些事，你永遠無法體會、也不會懂的。我討厭我自己現在這樣...（阿民，

20100312） 

 

「有毒」作為一種隱喻，「人鬼殊途」作為身份區隔的一個註解。而有些事，

我—一個非感染者—永遠無法體會。在傳染病的威脅下，考驗的是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 

以上受訪者的說話脈絡，都是在談論關於「性」或「親密關係」（我統稱為

「性實作」）當中，他們對於自身當前狀態的一個認識。人我之間的界線，在疾

病的傳播途徑—性行為—之中、甚或一段親密關係中，尖銳地被突顯出來。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探討了在 HIV 的慢性病面向上，生病是病者面對自身

處境、重新建立一種「與自我的關係」的事件；在傳染病面向上，則是病者在現

實的性互動（亦是一種社會互動）情境中，重新面對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或

許可以這麼說：就一個感染者的疾病經驗而言，在慢性病面向上體現的是生存焦

慮，在傳染病面向上體現的則是人我界線，以及跨越界線的潛在焦慮。 

隱形的人我界線，在日常生活中如何現形？就一個感染者的立場，隨之而來

的課題是什麼？在本章中，我將呈現感染者的性實作樣態，探討感染者在性實作

過程中的心態與考量、性實作中的自我照顧意涵，以及隨之而來的風險、責任與

倫理問題。 

（在本章中，我主要呈現一個集體的脈絡，有些地方涉及較為敏感的議題，

在引用受訪者的話時並不指名，以免讓受訪者感到不安。如有需要特別交待受訪

者的個人背景時再指名。）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性實作情境與風險管理性實作情境與風險管理性實作情境與風險管理性實作情境與風險管理 

在醫衛論述中，「安全性行為」是感染者被關注的焦點，是體制中期許一個

感染者應該「負責任」的作為。為了保障「無辜大眾」的健康，身為病毒傳染源

的感染者必須負起責任，避免或拒絕一切不安全性行為。這個「負責任」除了避



 

 136 

免將 HIV 傳染給他人，也包括避免自己再感染抗藥性病毒、或感染其他疾病（如

梅毒、菜花、肝炎、阿米巴痢疾等）。一個理性的感染者，應該為自己、同時也

為他人的健康「負責」。 

這個原則同樣適用於非感染者。儘管我沒有 HIV，但我的行為模式受到質

疑，而被視為「高風險行為者」或「準感染者」，同樣也需要行為改變。在這個

問題界定的過程中，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你體內是否帶有 HIV，而在於你的行為

模式是否「有問題」。每個人都應該保護自己、為自己的健康負責，必須避免或

拒絕一切不安全性行為，讓自己免於感染。在整個公共衛生體制中，「為自己負

責」是先存的、所有人都應該執行的倫理原則。同時，對於那些行為有問題的人

而言，「行為改變」成了一個必要的途徑。感染者之所以成為「需要行為改變」

的個案，就是因為他們行為有問題，所以被感染了；如果他們持續這種有問題的

行為，就會傳染給他人。 

「行為改變」作為一種手段、「負責任」作為一個倫理原則，同時兼具健康

的與道德的目標。也就是說，只要感染者發生了不安全性行為，就既「不健康」

也「不道德」；個人行為成為問題的核心、被檢討的標的。 

然而，個人行為可以脫離個人所處的情境、而被真空地檢視嗎？感染者可以

理所當然地符合體制的假設，經由一個「理性的選擇」－安全性行為，使自己作

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嗎？「安全性行為」有可能經由感染者個人的努力而完全

做到嗎？我認為這一切必須放回性實作的情境中來討論。 

 

感染者的性實作樣態感染者的性實作樣態感染者的性實作樣態感染者的性實作樣態 

接下來，我試圖就一個感染者的立場，探討他們在帶原生涯開始之後，性實

作樣態是否有些變化，以及他們是否有些考量或顧慮。這裡所謂的「性實作」，

不單指涉「男性間性行為」，也指涉某種「男同志的性文化」，在具體性行為中呈

現了某種男同志生活風格或價值觀、以及男同志性文化中某種可能的「性常模」

與倫理。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是男同志，都處在這樣的「文化」中。那麼，身為這

個文化中的特殊次群體，感染者在性實作當中，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境遇，是局外

人「永遠無法體會」的？ 

 

（零）禁慾期 

這是一段插曲。許多受訪者在初得知感染時，會經歷一段或長或短的「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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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這個「禁慾」並非一種行為上的自我約束，而是剛驗出陽性時，感染者在

當下的身體或生命狀態中，一種直覺式的行為傾向。用一種更貼切的說法，有受

訪者說是「乖一陣子」。這陣子不見得完全「禁慾」，也可能是一種低度性活動的

狀態。從這段時期，我們可以看到感染者面臨的許多內心掙扎。 

有些人是因為藥物副作用—腹瀉，或是因為同時感染梅毒或菜花，陰莖或肛

門出現外顯症狀，因此自然不會想肛交，例如小林、阿兵和阿特（阿特另外還因

為結腸潰瘍，一直拉肚子）。當然，或許可以口交或其他，只是一個人在為病所

苦的當下，大概不太會想發生任何性行為。 

有些人則是由於對先前性行為模式的（暫時）否定。例如使用派對藥物時意

識模糊而發生不安全性行為，而因此感染。他們當下會將「感染 HIV」與「當時

的性行為模式」做連結，內心抗拒「感染 HIV」這個事實，也就同時否定當時的

性行為模式，儘管使用派對藥物不見得真的不安全。當然，也有人並不會出現這

種否定情緒，他們可能在發生不安全性行為時，就已經（某種程度地）準備好面

對可能感染的結果。 

其中一位受訪者的經驗比較特別。他回推應該是 2008年 7 月時的一次不安

全性行為而感染（並在 10 月時驗出）。他之後經歷約一年的禁慾期，完全不想發

生性行為。但他的原因不單純是「感染事實」與「性行為模式」的連結，而是因

為他發生不安全性行為時，使用 K 他命而發生了「奇異經驗」—據他的說法，

是「看到鬼」。因此，他進入禁慾期主要不是因為 HIV，而是因為「看到鬼」；只

是「看到鬼」與後來驗出 HIV 有奇妙的巧合。 

除了以上因為某種經歷而「自然地」低度性活動，感染者也可能因為初得知

感染時，內心處在一個失序和尚待調適的狀態，而暫時進入這種狀態。 

淵：比較不會去亂認識人吧，就比較不敢去亂聊天或幹嘛的，因為覺得

很麻煩。聊天室或交友網站這些幾乎都被我關掉了。 

我：為什麼？ 

淵：就不敢認識一般正常人，就覺得身份不同，人鬼殊途（笑）。驗出來

之後就覺得，萬一遇到不該愛的人也很痛苦，喜歡上了可是他不是

（感染者），你又要想說到底要不要告訴他。光想這個就覺得很複雜。 

我：你這段時間有認識人嗎？ 

淵：是有認識，可是就變成過了一段時間就會冷掉，就會覺得好像再這

樣下去也不是辦法。就覺得好像沒什麼機會的感覺。都只是先粗淺

的認識，還沒到很深入的時候，自己就會想很多，就會想說還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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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著好了。就變得跟以前比起來比較不積極。（阿淵，20100330；底

線為我所強調） 

阿淵得知感染後、至訪談時約半年，正經歷一段心理調適期。此時的他，覺

得自己和「一般正常人」有所不同，因此「是否告知」成為跨越人我界線時的一

個課題，而此時的他還沒有準備好面對這個課題。這個課題會是一個過程，許多

感染者都是一再地「練習」之後，才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告知藝術。阿淵因為還沒

準備好，現在認識人時，還沒開始面對這個課題，內心已經先打退堂鼓了。 

 

（一）疾病風險與性行為常模 

在經歷這段或長或短的低度性活動期後，感染者或許會回到先前的性實作風

格，也可能調整了他的風格。不論如何，這些風格是相當多元的，而且與整個台

北都會區的男同志性文化有著密切連繫。然而在此要關注的是，感染者經歷了一

段社會身份—自我認同的轉變，在不同的身份認同中，他們的性實作如何可能？

我們必須先梳理感染者性實作與整個男同志性文化之間的關係，並從性行為的實

際發生脈絡中，才能真正理解感染者如何落實（或不落實）安全性行為。 

不論頻率多寡，多數受訪者仍不時會發生一些暫時的性互動。在此我先探討

在一個暫時的性互動或性場域中，感染者—作為一個病毒帶原的主體—如何進行

性實作，而他們有沒有些什麼顧慮或困難。這裡所說的「暫時」或許是一夜情式

的，也可能是一次以上的、甚至一段長期的性關係中
91
，發生多次的暫時的性互

動，雙方或多方之間以「性」來建立和維繫彼此的關係，並以「性」作為主要的

互動方式（或許也可能產生或多或少的友情）。性互動的方式也是多樣的，互相

手交、口交、肛交、或其他可能。 

通常男同志可能發生性互動的場域，有網路（同志聊天室、交友網站、BBS

等）、三溫暖、健身房、夜店、男同志聚集的公園等。由於男同志在既有的社會

網絡中較難認識到男同志朋友，經由科技、消費、或是具有歷史意涵或空間上的

方便性的地點，成為男同志發展情欲的主要途徑。此外，經由原有的男同志朋友

網絡而認識到其他朋友，也有發生情欲互動的可能。 

                                                 
91 俗稱「炮友」，許多男同志會用的詞。也可說是「性伴侶」，總之是一種介於一夜情和情侶之

間的多元關係。通常「炮友」是在發生第一次性互動之後，彼此覺得日後可以再發生性互動，

而且彼此沒有刻意、也沒有義務要維持這段關係。一位受訪者提到他與炮友的互動，說明了這

種關係的大略樣貌：「一開始可能沒有想要當炮友，可是後來覺得對方找你好像就是為了那個，

那我就想說好吧就這樣子。那也輕鬆啊，至少彼此有需求的時候，我有空的話就可以，沒有的

話也不會彼此吵對方。那我想要的時候，他願意的話，何樂而不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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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通常是約一對一的性互動，但也會有人約多人的性聚會。在三溫暖中，

就更容易發生多人的性互動，或是一個人可能在不同時間與多人發生性互動。在

傳染病防治論述中，常常以「社群群聚傳染」來理解這種多人性互動的疾病風險，

尤其是轟趴、三溫暖（「靜脈注射」也在這個論述框架中）。以性互動的「型態」—

單一性伴侶、一對一的短暫性互動、多人的性互動等，來界定疾病風險的高低程

度，雖然可以得到一個概略的圖像，然而並沒有從實際的性互動過程中來理解疾

病風險。事實上，關鍵並不在於性互動的型態，而在於性互動中的細微動作，以

及這些動作背後反映的文化意義、風險感知與社會關係。 

就一個感染者而言，在這些暫時的性互動場域中，有一個明顯的方便性：可

以立即而直接地與「看對眼」的對象發生短暫性互動。例如三溫暖，可以經由「消

費」這個相對簡單的方式，快速而短暫地得到人與人間的親密感與性愉悅，而不

必深入觸及個人的背景或過往生命經驗。 

- 現在覺得聊天都很麻煩，我根本就不想跟人家聊，我只想說，快，看對

眼就好了，不要再問我有的沒有的(笑)。 

在男同志的性互動中，HIV 是個相當尷尬敏感的議題。通常感染者在短暫的

性互動中，並不會選擇告知對方自己是感染者。 

- 如果只是做一做就走了，我幹嘛要跟他講？ 

- 你跟人家講，徒增困擾啊。就是他嚇到，然後你也不知道怎麼收場。我

覺得我也要保護自己啊。 

因此，感染者並不認為「告知」是基本的義務，而是視與對方的關係而定；

如果有可能進一步發展長期關係，才會有隨之而來的「告知」問題。逢人就告知，

無疑是給自己找麻煩的作法。然而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所有受訪者都仍然同

意安全性行為是基本的原則—先不論實際上究竟如何。也就是說，安全性行為是

一個普遍的共識。這個「共識」同時有兩個層次的意涵：感染者認為「應該做的

事」、以及男同志文化中的性行為常模，兩者彼此密切關連。 

- 如果不跟人家講，跟人家發生關係的話，反正就是要小心，該做的都有

做就好了。 

在此我先不討論口交，而將「安全性行為」先單純界定為戴保險套的肛交（並

假定在對方不知道自己是感染者的情況下），以方便此處的討論。「戴套」是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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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文化中的「常模」，意指一種文化中的行為傾向，大家「理所當然」地按照這

個常模來行事；這種行為傾向是基於傳染病風險的集體治理，假定大家都是「潛

在的感染者」。在這個文化常模中，如果有人想要「不戴套」，就必須與他的性對

象進行協商。尤其在短暫的性互動中、在感染者未現身的情況下，雙方或多方的

性互動中相當仰賴這種「文化中的共識」，如果這個共識不存在、或是在性互動

過程中被打破，「不戴套」就有發生的可能。 

至於就感染者的立場，這個「共識」更多了一層倫理上的要求：他理所當然

地應該這麼做，毫無協商的餘地；如果他沒有這麼做，就算是對方希望與他不戴

套發生性行為，他都應該義無反顧地拒絕。 

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不會否認這個「原則」。事實上，大家也都照著這個「共

識」來行事，受訪者中沒有人表示曾經主動尋求不安全性行為，也沒有人刻意要

發生不安全性行為而使他人感染。然而，疾病風險之於感染者的意義，不只在於

保護他人免於感染，同時也在於保護自己避免交叉感染抗藥性病毒92，或是梅

毒、菜花、肝炎等其他疾病。就感染者的立場，「保護自己」與「保護他人」在

現實中並非二分，經由「安全性行為」可以同時落實兩者，並且同時符合「健康

的」與「道德的」原則；只是受訪者賦予兩者的意義，在程度上存在著一些差異。 

- 以前覺得 HIV 就是最可怕的。現在就會覺得，我也會怕被傳染其他病

啊，那這樣不是我比較衰嗎(笑)。我還是要保護一下我自己啊。 

對於已感染 HIV 的人來說，已經必須承受 HIV 對身體造成的威脅；如果又

感染其他疾病，必須另外再承受立即的外顯症狀與疼痛，或是這些疾病在治療上

比 HIV 更麻煩，無疑是雪上加霜。因此，某些受訪者會認為安全性行為的意義

在於「保護自己」多過於「保護別人」。 

然而對於多數受訪者來說，經由不安全性行為而傳染 HIV 給對方，是一種

相對已知的風險；但自己因此而感染抗藥性病毒或其他疾病，則是相對未知的風

險：我知道自己已經是個 HIV 感染者，但我不確定對方的狀態，對方也許並沒

有任何疾病。這點在一個人從「非感染者」到「感染者」的身份轉移之間，可以

看得特別明顯。 

- 後來（得知感染後）就有一點點變得比較敢玩，以前去聲色場所還會有

一點怕怕的，現在就還好。就是說，最擔心的事情已經發生啦，所以就

                                                 
92 若交叉感染其他病株，可能會導致病程的加速，甚至可能因為感染抗藥性病毒，而導致目前

的藥物治療失效，增加治療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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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沒什麼好擔心了。 

在這種「已知」和「未知」不對稱的風險感知中，感染者會傾向認為安全性

行為的意義（先不論實際上如何）在於「保護他人」多過於「保護自己」：因為

最可怕的事情，自己已經發生了。「保護他人」在一個絕對的道德命令中，意味

著感染者必須負起責任，完全拒絕、防止一切不戴套發生的可能。這個「拒絕」

有兩個層次的意涵： 

1. 我不主動尋求不戴套性行為，或是盡可能避免不戴套發生的可能：「去三

溫暖也都會帶著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覺得拿保險套會很麻煩」93； 

2. 對方希望（或作勢要）發生不戴套性行為時，我不容許（或默許）這個情

況發生。 

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訪者都表示不會主動尋求不戴套性行為94，因此關鍵在

於是否「容許（或默許）」。「不容許（或默許）」依然符合了男同志文化中的性行

為常模，也同時符合了「保護他人」的健康與道德原則（實際上也同時「保護自

己」）。在對方不知道我是感染者的情況下，基於這個文化共識，我如果仍然希望

戴套，對方只會認為我比較謹慎、怕得病而已，通常都會尊重我的決定，「不會

有人那麼白目啦，堅持不要戴」。 

就落實戴套而言，「1」與「0」95也有著不同的策略。通常戴套動作的主導

權掌握在 1 這一方，當 1 者比較不需要和對方協商是否戴套：「如果我當 1 的話

就一定會戴，就自己戴上」96。但這不意味著 0 沒有主動性，當 0 的一方仍可以

使用一些策略，既不打亂性愛的氛圍，又能落實安全性行為： 

我：一般來說，對方如果當 1 的話，他會自己戴上吧？ 

A：7、8 成會自己戴上。進來之前我就會先摸一下，如果沒有套的話就會跟

                                                 
93 目前三溫暖都會免費提供保險套跟潤滑液，但是必須向櫃台索取，小房間裡不會放置，一般

人很可能因為沒有事先準備，進到房間並且性欲勃發之後，才發覺彼此都沒有準備套子跟潤滑

液，在當下覺得還要到櫃台拿很麻煩，就可能容許不戴套性行為發生。當然有些人還是會堅持

去櫃台拿；有些人則是一去到三溫暖，就會先向櫃台索取。這些都是感染者經由具體行動，以

減少因為環境阻礙而發生不戴套的可能。 
  相較之下，轟趴的保險套與潤滑液通常都隨手可得，環境阻礙較小，其實是比較安全的。 
94 本研究受訪者不代表所有的感染者。這是本研究的限制，我找不到那些「刻意」想要發生不

戴套性行為的感染者。就算是既有的受訪者可能有這樣的經驗，他們也不見得願意和我說，因

為一個感染者「刻意」不戴套意味著極端地不道德。 
95 在男同志文化中，1 即插入者，或稱 top；0 即被插入者，或稱 bottom。1 與 0 並非固定的角色，

多數情況是視情境或對象而決定，而且彼此的角色也可以互換。只是有的人可能較偏向當 1，

有的人較偏向當 0。 
96 也有的人是基於「衛生」的考量：「我當 1 的時候一定要戴。我不喜歡往糞坑裡跳(笑)。」「如

果我做 1 的話，我會戴套。因為我覺得肛交本來就不是很乾淨啊(笑)，不戴套就很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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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一下。 

-- 

我：你在（轟趴）裡面當 0，可以確定對方有戴嗎？ 

B：就是摸啊。而且我姿色又沒有好到拉 K 之後就會有人自動撲上來。 

-- 

- 我有時吹一吹就直接幫對方戴上，通常對方也不會說什麼啦。 

以上呈現的是感染者「不容許」不戴套的情況，基本上符合一種「理性人」

的假設與期待：感染者可以「選擇」拒絕或避免不戴套，作為一個為自己也為他

人的健康負責的人。那麼，「容許」不戴套的情況呢？ 

 

（二）不安全性行為的發生 

「容許」意味著一種開放的或不拒絕的姿態。這看似可以單純經由自我意志

而決定，然而在實際上，「容許」不戴套往往是在性實作情境中雙方（或多方）

互動而來的結果。因此，我們必須先了解不戴套發生的可能情境，才能就一個感

染者的立場來理解他「容許」不戴套的心態。 

以下我先基於受訪者的經驗、以及我自身的經驗和觀察，概略整理出 4 個不

戴套發生的可能情況。這些情況並不特別單就感染者而論，而是就整個男同志社

群的情況來呈現一個整體的脈絡；而且是基於一個假設：處在被動的情況下而發

生不戴套性行為，不論是知情容許還是不知情97。並且，這 4 個情況不見得彼此

互斥，可能同時發生在一個情境中，或是在性互動過程中先後發生： 

1. 一開始沒說好，在要發生性行為時，有一方要求不戴套；或是直接無套插

入，對方不拒絕； 

2. 中途拿掉保險套（另一方可能不知情，也可能知情而「默許」）； 

3. 允許無套插入後，雙方說好不在體內射精（但結果如何很難預期）； 

4. 在使用派對藥物時，可能因為意識模糊或親密感，而不拒絕無套。 

以上的情況，不論當事人知情或不知情，結果都是「不戴套」發生了。在這

個整體的脈絡中，受訪者—身為男同志—也許會面臨與此相同的情境，也可能—

身為感染者—有一些特殊的考量。以下我就受訪者發生不戴套性行為的情境，來

                                                 
97 當然也可能有一種情況，雙方（或多方）一開始就先說好不戴套。在男同志文化中，這種「有

意識」地不戴套性行為，被稱為 “bareback”（簡稱 BB），原意是「不套馬鞍騎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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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理解他們的處境與心態；我先呈現一些「不知情而無套」的情況，而後再論

「知情而容許無套」的情況為何。 

有些受訪者提到他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了不戴套性行為： 

- 有時候吃 E（搖頭丸），意識可能有時候不清楚。剛開始使用你不清楚

那個藥性，所以可能就會整個失去意識，人家跟你無套你也不知道。

而且用了 E 之後很難硬，所以就會被人家無套進入。 

- 我剛開始用的時候，不太熟悉那個量，會超出那個量，可能用到 1 件，

那時候意識就整個模糊掉。因為我那時不是朋友帶進去的，是自己去

找到這樣的場合，所以也沒有人在旁邊看著，那時候還蠻危險的。 

在使用派對藥物時（尤其是剛使用不久者），在不熟悉自己的身體是否適應

藥性、適當的藥量、以及沒有朋友陪伴的情況下，容易被無套插入。使用 K 他

命時也容易有這種狀況98。重點不在於派對藥物很危險，而在於缺乏資訊流通的

情況下，對藥性與藥量不熟悉而無法適當、適量使用。此時如果有朋友在旁互相

提醒或照顧，就可以減少不戴套發生的可能。99 

另外，有些受訪者提到一個不知情下「不安全性行為」的情況，並非不戴套，

而是雖然 1 戴了套，在插入不同的 0 時卻沒有換新的套子；尤其在轟趴、或三溫

暖的暗房100特別容易發生。 

- 有些 1 就很低級啊，他們可能就會吃威（威而剛），都是硬的嘛，他們

就會用同一個套子，可是幹很多不同的 bottom。 

- 以我的經驗啦，暗房是最容易重複用套子的(笑)。 

- 暗房真的很難確認套子是不是新的、或是不是破的。 

在「不知情」而發生不戴套性行為的情況下，或許一般人都會覺得：「好危

險噢」。如果我們將立足點轉移，以感染者的立場來看，可以發現他們其實也跟

一般人有同樣的想法：「好危險噢」。在這個情況下，「潛在受害者」與「危險的

他者」之間的界線是模糊的；即便我已經是個感染者，但我也需要保護自己啊！

                                                 
98 使用 K 他命時，人可能會感到自己與身體呈現「解離」狀態，失去身體的知覺，並且當下的

時空感可能會扭曲或凍結。 
99 相較而言，某些情況下，在三溫暖使用派對藥物可能比在轟趴安全，因為三溫暖是半公共空

間，通常派對藥物使用者會更斟酌自己的用量，避免在這樣的半公共空間失去意識。另外，也

由於是半公共空間（而不像轟趴的封閉性較高），也減少了在意識不清時被人「硬上」的可能。 
100 男同志三溫暖一般都會有大間的「暗房」，裡面有並排的沙發或通舖、並播放流行的電子音樂，

燈光通常都十分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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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不論對方的狀態如何，我也無法預期到底會不會感染到其他疾病。 

接下來，就必須討論在「知情」的情況下，感染者可能「容許」不戴套的情

境。以下我仍然先就一般男同志的整體概況，來呈現容許不戴套的可能心態有哪

些，而且這幾點也可能同時兼有： 

1. 感覺對方很「安全」，例如年紀小、長得可愛； 

2. 某種「快感」，可能是身體上的（通常 1 會直接感受到不戴套的身體快感），

也可能是心理上的（例如感到與對方更親密、或是「跨越禁忌」的快感）； 

3. 在對方拿掉套子後，不想破壞氛圍，以確保性互動的過程順利； 

4. 彼此互有好感，想要進一步發展長期關係； 

5. 不見得真的喜歡對方，但可能當下產生好感或「被愛」的感覺； 

6. 有一就有二，一旦開了頭以後，可能從此就和對方不戴套。101 

再度強調，這是呈現男同志的一般情況。這裡出現一個弔詭：在彼此都無法

確知感染狀態的情況下，公共衛生的原則是假設性對象為「潛在的感染者」，並

理性地執行安全性行為以保護自己。然而在實際情況中，人們可能出現以上直覺

的、「非理性」的判斷，並假設對方為「潛在的非感染者」。如果「潛在的感染者」

這個假設已經不存在，那麼「戴套」這個行為常模也就可能被打破。 

就感染者的立場，不全然適用上述的一般心態。我是個感染者，但我不知對

方的狀態（是不是感染者、有沒有其他疾病），而且對方也不知道我是感染者。

因此，感染者可能出現以下 4 個判斷： 

1. 我可能將對方假設為「潛在的感染者」（或有其他疾病）。此時，感染者和

一般人一樣，必須執行安全性行為以保護自己（實質上也保護對方）。 

2. 我可能將對方假設為「潛在的非感染者」，此時，純粹的「保護他人」律

令就出現了；如果在彼此互有好感的情況下，感染者通常不會容許不戴套

的發生。 

3. 我也可能將對方假設為「潛在的非感染者」，而出現上述基於直覺（對方

可能是安全的）而「容許」不戴套的情況發生。 

4. 我可能將對方假設為「潛在的感染者」，而且這種假設基於某種隱微的直

                                                 
101 我在網路上約人或去三溫暖時，有時也會遇到這樣的狀況：一開始時仍然戴套，在中途對方

問我能不能不要戴，甚至已經作勢要拿掉。我問他們為什麼會想拿掉套子，不外乎 3 種說法：

「不戴套比較爽啊」、「不知道欸，你看起來就還蠻乖的」、「我覺得你很可愛」。這都是基於一

種「直覺」而產生的行為傾向，與一般理性上認為要「堅持原則」有一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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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對方可能也是感染者。在彼此「狀態相同」的情況下，或許可以「容

許」不戴套性行為。 

第 1、2 點完全符合「理性人」的期待；那麼，關鍵就在第 3、4 點。此時就

必須回到前面所提：當一般人不存在「潛在的感染者」假設時，戴套常模就可能

被打破。然而，感染者會多一層考量：我已知我是感染者，但我未知對方有沒有

其他疾病或帶原抗藥性病株，此時「風險感知的不對稱性」就出現了。 

a. 就第 3 點而言，我沒有主動要求不戴套，因此我仍然維持了「保護他人」

的原則；但對方要求不戴套，意味著這是對方的選擇，對方沒有基於假設

我是「潛在的感染者」而保護自己，因此對方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b. 第 4 點，完全與一般狀況相反。一般狀況是：假設彼此都處在同一狀態，

即「潛在的非感染者」，而容許直覺而生的行為傾向。感染者的情況是：假

設彼此都處在同一狀態，即「潛在的感染者」，如果你要求不戴套，那麼我

就假設你是感染者，彼此都必須承受可能感染其他疾病或抗藥性病株的未

知風險，但是當下可以享受到不戴套的快感。 

不論哪一種情況，「戴套」這個常模都因此被打破。然而要打破這個常模，

必然經過一番互動與協商的過程。這個過程的啟動，有可能是對方先提出要求，

也可能是雙方（或多方）都做出了某種「開放」或「不排除」的姿態，也可能是

一方把套子拿掉後，另一方「默許」了無套性行為繼續進行。 

首先，要打破這個常模，可能會有一些「藉口」： 

- 最常聽到的一個藉口就是：我（戴套後）硬不起來。 

「藉口」開啟了一個協商的縫隙，邀請另一方接受這個理由，接受無套。當

然，也可能由於某種情境氛圍，例如在三人性互動中，另外兩人已經無套了，感

染者可能選擇不打斷這個氛圍： 

- （在三溫暖）我看到那個弟弟在幫哥哥
102
口交，我實在忍不住，就跟他

說我想看他幹那個弟弟，然後他們兩個（無套）幹一幹，我就不小心在

中間了(笑)。 

也有的情況，是一開始有戴套，後來對方（通常是 1）中途拿掉： 

                                                 
102 「弟弟」、「哥哥」（或「底迪」、「葛格」）也是常見的男同志角色分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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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這樣比較爽啊，我好像也不能說什麼，不然好像就是我有鬼的樣

子。反正他都插進來了。 

也或許對方連「藉口」都沒有，直接提出要求無套、或已經作勢不戴套插入。

在性愛的激情氛圍下，也許感染者在當下也很難考慮那麼多了。 

- 他已經在洞口磨來磨去了，然後我就跟他說，我很癢(笑)，很想他趕快進

來，然後他就真的就進來了。這時候如果再叫他拿出去，把套子戴上，這

樣應該很解吧(笑)。 

 

那麼，回到前述的 4 點，如果在對方明確地要求不戴套的情況下，感染者可

能基於前述第 1 或第 2 點而不接受： 

- （我：有遇過要求不戴的嗎？）有，有人會不要。我就會跟他說這樣

危險啦，然後他就說 OK，就戴上這樣子。 

- 如果他真的不要的話，就乾脆不做啦。不過通常講一講還是會戴啦。 

當然，也可能基於第 3 點而接受： 

- 真的不戴就算了啊。反正要戴或不戴（保險套），都是你來決定，你如

果不戴，我也沒辦法。 

或是基於第 4 點：「感覺」到對方或許也是感染者，彼此心照不宣；或是已

發生過無套性行為，之後再發生性行為時就都不戴套。 

- 就一個粗屌壯男，他就說他不想戴啊。就覺得好爽噢，而且還內射(體

內射精)。雖然還是有點不好意思啦。後來又再約了幾次。就有點回味

無窮(笑)。 

- 我知道有些人，他們是真的有那種不戴套的趴，但他們幾個都是固定

咖，而且他們彼此都知道對方可能也有（HIV）。
103
 

因此，感染者可能由於情境使然，並且基於第 3 或第 4 個心態，而產生某種

                                                 
103 他們的前提是「固定參與的人」。有些情況是不存在這個前提而邀約無套趴，此時很可能會出

現一個假設：來參加的人都可能是感染者，所以才願意來；或是你既然願意來，你就要為自己

的決定負責。在此情況下，一個非感染者如果不知道這種「隱微共識」，就很可能假設參與者

都是「潛在的非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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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的理性」。這並不單純是單方意志「能不能把持住」的問題；人們的日常

行為往往是基於雙方（或多方）的互動而成，在互動中形成「共識」。也就是說，

「戴套」這個共識必須經由彼此的互動才能落實在行為中，當然也可能經由互動

而使這個「共識」出現缺口。那麼，我們可以說感染者明知自己感染，還不負責

任地「刻意」讓他人遭受已知的感染風險嗎？ 

事實上，感染者面臨很多情境中的難處。前面已經提到，戴套是個常模，在

對方不知道我是感染者的情況下，我可以說是為了保護自己，一般都會尊重，「不

會有人那麼白目」，此時常模仍然可以落實。然而，當對方出現某種說詞，或是

堅持他不想戴套的時候，感染者能拒絕嗎？尤其當雙方互有好感時，對方可能會

說：我相信你啊，難道你不相信我嗎？此時感染者就會面臨一個難題：難道我要

告知對方嗎？ 

如果雙方只是想要享受一段快感，當對方要求不戴套時，難道我要「喊卡」

嗎？會不會被對方質疑我有鬼呢？一位受訪者說他與某位固定「炮友」多次無套

性行為的情況： 

- 這樣不是很解（掃興）嗎？他就不要戴啊，我堅持的話很奇怪。 

當下由於情境使然，於是容許了無套的發生；也因為已經發生過多次無套性

行為，事後感染者可能會基於「這是對方的選擇」、或「對方可能也是感染者」，

來合理化無套的發生。 

就疾病防治與健康促進的立場，人們應該經由理性的選擇，避免一切「不健

康」的行為。然而，當「不健康」的行為在情境中難以避免時，人們就會產生一

種「情境的理性」，就當下的情勢來判斷對自己相對有利的作法（Rhodes, 1997）。

這種「情境理性」除了衡量「保護自己/他人」與「快感/失去一個可能的交往對

象」外，也基於「風險感知的不對稱性」：我感染到其他疾病或抗藥性病株的風

險是未知的。那麼，既然對方不假設我是潛在的感染者，那麼他就必須承受可能

的感染風險，這是他的「選擇」。 

因此，保護自己/保護他人的倫理原則並非先存的，而是在實作中不斷被協

商出來的。「容許不戴套」並不意味著感染者完全放棄了這個倫理原則；在實作

中，感染者可能會試著再度協商，採取一些降低風險的「減害」策略。 

 

風險的光譜與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的光譜與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的光譜與風險管理策略風險的光譜與風險管理策略 

「性」是一種身體技藝，在其中有著各種不同可能性。「負責任」的方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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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滴水不漏地完全符合「安全性行為」原則，「降低風險的性」更是在風險不

確定的情境中，實作出來的「負責任」方式。感染者在「容許」不戴套的情況下，

可能採取一些風險管理的隱微策略，這些策略是常民經由實作而得的某種「可能

性」，往往無法在當下或事後驗證其效果。因此，這種隱微策略的特性是：「試試

看」，在對方堅持不戴套的情況下，試著協商出「折衷辦法」。 

 

（一）風險的光譜：常民的判斷 

儘管多數的受訪者還是以戴套為優先（除了某些特定的「無套趴」，假定參

加者都可能是感染者），然而一旦發生了不戴套肛交，以下這些一般性的常民判

斷準則，仍然是他們判斷感染風險的依據。 

首先呈現一個概略的光譜：最安全的情況是戴套肛交；再者是不戴套肛交、

但不體內射精；最不安全的情況是體內射精。 

在不戴套肛交的情況下，還有一些綜合的考量，包括： 

1. 是插入者還是被插入者（一般認為插入者的風險比被插入者低）； 

2. 「抽插」的時間長短； 

3. 是否有傷口或流血； 

4. 感染者體內當時的病毒量。 

在行為發生的當下，往往很難經由嚴謹的計算，來確認行為發生的後果。這

樣的綜合考量，只能方便於當下的判斷與行動，很難確認是否「安全」。因此，

受訪者都是視當時情境，來試著協商出一些可能的作法，能做到多少就做多少。 

 

（二）風險管理的策略 

在一些受訪者的風險感知中，插入者與被插入者的風險不一。這種「相對風

險」是基於一個普遍流傳的論述：肛交接受者的感染風險是最高的，而且比肛交

插入者高出 8 倍。這是基於一定數量樣本所統計出來的機率數字，但事實上，風

險真正作用在每個人身上的「實際結果」很難預期；數字較小，不代表在實際上

不會被感染。 

然而，由於肛交接受者在性交過程中比較容易出現傷口，而且射精在體內的

動作主導權掌握在 1 這一方（雖然 0 有口語要求權），就常民的實作經驗來看，

幾乎沒有人認為這種插入與被插入的「相對風險」論述不合理。尤其當無法完全



 

 149 

做到安全性行為時，這種論述就開啟了一個隙縫，在一次無套行為偶發之後，「插

入者風險較低」就成為一種合理化的說法。 

如果就「保護自己」的立場，感染者可能會選擇當 1，例如某位受訪者說他

在有了 HIV 後，參加轟趴都固定當 1，一旦對方想要無套的話，他覺得自己「這

樣比較安全」。他認為當 1 有些好處：在當下的角色中，或許可以不必幫對方口

交而因此感染其他疾病（梅毒、菜花），也可以避免被別人射精在自己體內的風

險。104 

 

表 3 不同性行為方式得到 HIV 的相對危險性 

資料來源：疾管局「愛滋虛擬博物館」http://www.cdc.gov.tw/mp.asp?mp=220  

性行為方式 得到 HIV 的相對危險性 

口交(接受者) 1 

口交(插入者) 0.5 

肛交肛交肛交肛交(接受者接受者接受者接受者)    50    

肛交肛交肛交肛交(插入者插入者插入者插入者)    6.5    

陰交(接受者) 10 

陰交(插入者) 5 

 

 

有些情況，則是就「保護他人」的觀點：我當 0 的話，對方感染的風險沒那

麼高。 

- 如果我當 1 的話就一定會戴。如果對方是 1，通常是 1 才會要求不戴

套。我覺得如果他當 1 的話，不戴套應該還好。 

- （有 HIV 後）現在都當 0 比較多。...我只有遇過一、兩次會不要戴的，

不戴就也只能這樣啦。 

如前面提到的，會要求不戴套的比較多是 1，理由是「戴了硬不起來」。這

                                                 
104 有的人降低自己感染其他疾病的風險，採行的策略也可能是基於一種常民的默會知識。例如

菜花，事實上有許多人帶原人類乳突病毒（HPV），卻不見得會有明顯的症狀發作，而可能只

是局部的小丘疹。有些感染者會評估自己目前的 CD4，來判斷自己一旦遇到帶原 HPV 者，自

己是否可能不會發生症狀；或是自己本身已經帶原，是否可能因此而復發。有些 1 會在肛交前

幫 0 潤滑時，觸摸 0 的肛門內緣，來判斷對方是否可能有菜花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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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理由的背後是：相對於 0 被無套插入，當 1 無套插入會感受到比較多快感105。

對他們來說，自己沒有這個權利享受「無套當 1」的快感，因此當 1 時還是會將

保險套戴上。然而，若當 1 的對方要求不戴，基於「相對風險」的評估，感染者

可能會容許不戴。 

另一個情況是：在使用派對藥物時，因為人與人間的親密感增加、或身體界

線變得比較開放，而比較不堅持平常的原則。 

- 一開始我都還是會先提醒他要戴，可是如果他真的就不要戴的話，我可

能就不會那麼堅持。因為在 HI（藥效發作）的時候，很多事都變得不會

那麼堅持，在那裡面就會覺得，反正我也沒在怕的。可是事後也會想說

會不會得什麼其他的病，不過目前為止是還好沒有。 

雖然當 0 時無套，受訪者不見得認為這樣就理所當然地比較安全，但在性互

動發生的當下，也只能試圖以這種插入與被插入的「相對風險」論述來合理化這

件事的發生。雖然當 0 並非完全沒有戴套的主動性，然而「戴套」這個動作的主

導權仍然掌握在 1 這一方，在情境的當下如果被無套插入，感染者也很難說些什

麼。這種「相對風險」也幾乎沒有機會得到驗證，因為在短暫的性互動之後，彼

此可能就不再聯絡了。除了插入與被插入的相對風險外，有些受訪者表示也會顧

慮到自己感染其他疾病（梅毒、菜花、肝炎等）的風險。雖然這個風險可以在事

後得到驗證，但在無套發生的當下，受訪者仍然只能祈禱自己不會是比較倒楣的

那一群人。 

另一個降低風險的策略是：不在體內射精（「內射」）。 

- 就不會讓他射在裡面。就叫他快射的時候要拔出來。 

- 我自己是不會內射（對方）啦。那他可能既然想跟我無套的話，可能

也不會管那麼多，那我就自己快射的時候就拔出來射。 

感染者不論是當 1 還是當 0，都可以經由不「內射」來試圖降低風險。因為

容許不戴套已經是對「常模」讓步了，不對「內射」讓步是個底線，感染者可以

經由要求對方或主動「拔出」來守住底線。這裡又有 1 與 0 的不同：一般而言，

如果是 1 要求無套，0 會在意內射；但如果是 0 自己要求無套，0 自己不會在意

內射。此時當 1 的感染者就掌握不內射對方的主動權。如果當 0 的感染者在要求

                                                 
105 但也有受訪者提到：「自從有了岡本 0.03（一種保險套的品牌，0.03 mm超薄型）...超細膩

的，跟沒戴的感覺差不多。雖然有點貴，可是如果你是 1 的話，你一定會很捨得投資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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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內射之後，對方仍然內射了，感染者自己也沒辦法，「那就自求多福啦」。 

因此，這種「不內射」的協商仍然存有變數，在協商的當下無法預期結果：

對方到底會不會內射呢？在快感的當下，1 很可能忍不住就來不及拔出，射在體

內時 0 通常不會有感覺： 

- 我完全爽到不知道他已經射了啊。 

此外，減少「抽插」時間也是一個降低風險的策略。這個策略的實際操作是

「反悔」。 

- 如果他這麼堅持的話，可能就剛開始抽插的時候沒有（戴套），然後我

可能就會說：我想要上廁所、或怎麼樣，然後就請他戴上。 

- 他（無套）幹一幹，我就說我想休息一下，想去沖個澡。後來回來之

後也沒有繼續幹，我就說我有點累，就幫他吹出來(笑)。 

以上這些雖然是可能的降低風險策略，但不代表感染者就理所當然地認為這

是合理的作法。之所以這麼做，有時是情境當中的權宜考量，並且是雙方（或多

方）一來一往的議價結果。感染者只能在事後「合理化」無套的偶然發生，但在

無套發生的當下，其實內心仍然有些掙扎。 

- 還是會覺得怪怪的，就是沒辦法盡情享受。有時可能就會覺得就算了，

就乾脆不做了。 

- 會有一點罪惡感啦，尤其萬一剛好遇到喜歡的菜（對象）。 

當然，這是就一種「保護他人」的立場來考量。然而，當「保護他人」無法

經由一個被認為確切安全的作法而達到時，降低風險是不得已的作法，感染者甚

至可能因此「反悔」或「乾脆不做了」。在這個內心掙扎的過程中，「保護他人」

同時具有一種「關心自己」的意涵：當感染者認為沒有做到「保護他人」這個倫

理原則時，內心產生遲疑或罪惡感，反而使自己無法盡興。 

 

（三）口交：不確定性中的實作 

就相對風險而言，口交的風險又比肛交低，而且難以預期。對許多人來說，

無套肛交的感染風險幾乎是已知的，不論有沒有採取降低風險的策略，就是「有

風險」；但無套口交而感染 HIV 的風險則很難確知，未有定論。此外，又必須考

量到其他變數：口腔是否有傷口，尤其台灣人有相當高比例的牙周相關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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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口腔沒有明顯的傷口、或牙齦沒有流血，也難保是否可能有細微傷口。除了經

由口交而可能感染 HIV 的風險外，其他疾病也可能經由口交而傳染，例如菜花、

梅毒，或是經由肛吻而感染阿米巴原蟲。 

在男同志文化中，口交是相當普遍的；與肛交相比，口交的發生較為方便和

隨機106。一般而言，口交並不會戴套，因為經由口交而感染 HIV 的風險被認為

是較低的，而且戴套口交會明顯減損快感。對一般男同志來說，或許會因為無法

承受不戴套肛交的風險，而選擇犧牲較大的快感；但口交的風險是低的、不明確

的，一般人會選擇承受這樣的風險，而不願犧牲口腔直接包覆陰莖的快感。 

- 不會有人刻意戴套口交吧，戴套口交不是很奇怪嘛，就很臭（保險套

的乳膠味）啊。 

- 如果安全跟肉感要選一個的話，我還是寧願選肉感(笑)。不然都不要吹

啊。 

儘管「口交戴套」在原則上是最安全的作法，然而在實際執行上卻有困難。

「肛交戴套」已成為男同志性文化中的行為常模，但「口交戴套」卻不是如此：

一般人並沒有口交戴套的共識。因此，如果口交要戴套，就必須有一方特別提出

要求，開啟一個「口交的快感」與「戴套以保障完全的安全」之間的協商過程。 

人們總是順應群體的文化常模以確立日常行動模式，單憑意志的作用並不足

以改變一貫的行為傾向。一個男同志感染者同樣身處在這樣的文化中，其難處可

想而知：在不想告知對方的情況下，如果提出口交戴套的要求，其實是相當突兀

的舉動。並且，經由口交將 HIV 傳染給他人的風險是不確知的（同時自己經由

口交而感染其他疾病的風險也是未知的），但提出口交戴套後對方的反應也是無

法預期的。那麼，要選擇承受哪個無法預期的風險呢？就一個感染者的立場，通

常還是選擇避免給自己找麻煩（請注意，此處的討論仍然設定在「不知情」或「未

告知」的情況下）： 

- 口交就真的是沒有做防護措施。就想說可能性很低，雖然有風險但因為風

險實在太低了，所以就不管了。 

- 聽說現在很多人吹一吹就吹出梅毒。但我都還是照吹(笑)。 

                                                 
106 許多男同志在預期要肛交前，會以水注入肛門裡沖洗，因此要肛交其實頗麻煩；有些人甚至

沒有沖洗就堅持不肛交。口交在空間和動作上都較為方便，幾乎任何較為隱密的地點都可以進

行，尤其是非預期的性行為，多以口交為主。對許多人來說，性行為可以不肛交、只經由口交

就完成。 



 

 153 

因此，在不具備「口交戴套」這個常模的情況下，感染者是否有些什麼降低

風險的作法呢？ 

- 口交其實還好捏，基本上我是沒有戴啦。可是就是做完之後不要去刷

牙，那一般人是做之前不刷牙，可是其實做完之後也不要刷比較好。 

這個作法同樣適用於一般人：盡可能避免因為刷牙造成口腔內的細微傷口。 

此外，有的人原本就不喜歡口交，因此這剛好可以成為一個與對方協商的理

由：「我就會說不要，我不喜歡」。有的人則運用一種微妙的角色互動：當 0 時，

對方就會減少幫自己口交的機會，當 0 的感染者在幫對方口交後，就會自動幫對

方戴上保險套，再進行肛交。 

有些情況下，感染者則使用其他理由來減少口交時間： 

- 我就會跟他說我比較敏感(笑)，或是跟他說你這樣我會很快就出來（射

精），我不想這麼快就出來。 

- 就不會弄到覺得好像快要射，可能就大概幾下這樣子，那我就會跟他

說 OK，可以了。 

- 就盡量減少對方幫我口交的時間，可能吹一吹就直接換我幫他吹。 

不論是經由言語上的理由，還是動作上直接變換，減少口交時間是最可能也

最容易採行的降低風險作法。 

前面提到肛交時的底線是「不內射」，而口交時不射精在嘴裡通常也是底線；

一旦射精在嘴裡，最後的底線是不將精液吞入。在射精之後，也盡可能不讓對方

接觸到： 

- 有時候我射完對方會想含，我就會把他推開，就說不要。 

以上的風險管理策略多是站在「保護他人」的立場，試圖減少對方因此而感

染 HIV 的可能性。那麼，也可能會有另一種不同的角度，認為每個人都應該盡

到保護自己的責任。有的受訪者認為，如果對方還是「容許」射精在嘴裡的話—

請注意，通常不是事先說好，也不是一方要求的結果，而往往是在互動中默默地

發生了—那麼對方應該為自己的「容許」負責： 

- 他讓我口爆（射嘴裡）啊，我知道這樣有風險，可是我沒有說要射他

嘴裡啊，那他就含住啊。 



 

 154 

- 都這麼大的人了，應該知道要怎麼樣保護自己吧？ 

這同時也預設了一件事：如果「潛在的非感染者」最近口腔內有傷口的話，

就不應該去找尋性行為，否則後果自負。 

- 如果嘴裡有傷口，有蛀牙還是有在流血的時候，就應該不要去跟人家

做，這應該是自己要注意的。 

 

不論是口交還是肛交，以上這些都是在風險不確定性之下，在性實作過程中

不斷互動與協商的「選擇」問題。風險管理的實作，與其說是經過理性計算的結

果，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常模中的行為傾向，這種行為傾向是不穩定的、在日常實

作中經常變動的。杜思誠（2008）研究男同志轟趴的風險管理實作，指出風險分

析不應侷限於個人認知、態度、信念、效能等實證模型，而應納入社會互動情

境、社群文化等架構。在雙方（或多方）彼此不清楚對方的疾病狀態時，「風險」

其實相當模糊漂移，許多人仍然傾向容許不確知的風險，完全的「安全性行為」

在真實情境中是很難執行的。感染者的不安全性行為，在多數情況下是偶然發生

的，完全的「刻意」其實很少，而且是基於一個不確定的隱微判斷：對方可能也

是感染者。 

 

告知的藝術告知的藝術告知的藝術告知的藝術107 

以上的情境，都設定在感染者未告知的情況下。「告知」將使感染者面臨無

法預期的情況：對方的反應會是如何？他會接受我嗎？會不會嚇到呢？ 

如果感染者只想與對方發生短暫的性互動，那麼「告知」是一個給自己找麻

煩的作法。感染者會考慮「告知」，通常是希望與對方發展一段較長期的關係，

而且這段關係不只侷限在性互動（有些長期的性關係只以「性」作為互動的方式，

例如「炮友」）。這主要有兩個情況： 

1. 已經發生過性互動，而且日後雙方的關係有一些進展； 

2. 一開始認識時，感染者就傾向先不與對方發生性互動，等到告知對方之後

再視對方的反應，看能不能有進一步的進展。 

                                                 
107 此處的「告知」仍然聚焦於性實作上，這是本章討論的主軸。然而，感染者面臨的「告知」

課題不只針對性對象，也包括其他生活中的他人，像是家人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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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就性實作的風險而論，可以看到一個概略的光譜：不告知且不安全

性行為、不告知但（原則上）安全性行為、暗示且（原則上）安全性行為、告知

且（通常是完全的）安全性行為。在個案管理制度中，「知會伴侶」有降低醫療

成本的考量（「降低成本」是個案管理的重要工作目標），因為「知會伴侶」可以

減少性對象成為新感染者的可能。 

然而，就感染者的立場而言，「告知」並非基於純粹工具性的目的（避免病

毒傳染），同時也基於一種關係中的倫理考量。因為，工具性的目的並不一定要

經由告知，也可單純以安全性行為來達到。對於希望與對方發展一段長期關係的

感染者來說，「告知」是重要的一關，因為「告知」不只是性實作中的一種風險

管理作為，更決定了感染者在一段親密關係中能否較「自在」地與對方互動108。

或許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如果感染者沒有告知，通常就不會考慮與對方進一步

交往（在某些情況下，也就不會與對方發生性互動）。 

- 我是覺得在正式交往之前，一定要告知。 

- 我要講的話一定都是喜歡對方才會講。就會很擔心對方沒辦法接受，

可是不講又不行。 

- 就覺得兩個人可能有一點互相有曖昧的時候，我就會先講。就會請他

考慮看看。 

- 我很喜歡對方，或是我們有想要交往的前提下，我不想隱瞞。 

那麼，「告知」是在某個時刻中突發的事件嗎？並不盡然。「告知」不只是

單向的口語表達，同時也是個雙方不斷互動的過程。首先，感染者必須先判斷當

前彼此關係的狀態是否適合告知；再來，評估對方可能的反應；最後，考慮在什

麼時機或情境、以什麼方式來「正式告知」。 

有些情況，感染者會以感染者的身份來認識同為感染者的朋友。可能的管道

有：民間組織的病友支持團體、男同志交友網站、聊天室或 BBS 的感染者交流

版。在這種情況下，感染者彼此表明身份，知道彼此處於同樣的身體狀態、有著

同樣的社會身份，而不必經過日後「告知」的關卡。 

然而，也有一些較隱晦的情況，感染者覺得對方可能也是感染者，或假設對

方應該是感染者。例如某個知名的男同志交友網站，在會員的基本資料中有一項

是「是否介意擇友對象為 HIV 帶原者？」，雖然勾選「介意」或「不介意」不必

                                                 
108 但也有人選擇「自在」的方式是不告知，例如小韋並沒有告知男友，他認為只要做好安全性

行為就好；他同時也認為，男友也有保護自己的責任。因此告知並非親密關係中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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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是否為 HIV 感染者」直接有關，但一般人或許不會考慮與「不介意」的

人來往。某次我得知這個網站有一個「不介意家族」（「家族」是這個網站會員基

於某些主題而集結的群體），這個家族的成員全都是勾選「不介意」者。或許其

中也有非感染者，但會做出「加入家族」這個動作，可能表示「非感染者」真的

不介意；但更多情況，其實是假設成員為感染者，這是一個不成文的共識

（20101128筆記）。就我所知，有些受訪者會經由這個管道來認識「不介意」者。 

以上只是其中一個例子，感染者在認識對方時，已經假設對方可能也是感染

者。然而，生活中有許多機緣，感染者在認識新朋友後，經由日後的互動而敏感

到對方可能也是感染者，這時，彼此或許會進入一個確認對方身份的過程（也或

許停留在心照不宣的狀態）。感染者會試圖使用一些隱微策略，例如藥盒/藥罐、

回診單或抽血單等「物」，或是經由一些口語或動作，來作為暗示的符碼。 

- 他有一次提到什麼台大有一個醫療團隊，然後我就在想，嗯...醫療團隊？

然後就開始在猜。然後有一天他就給我看了一堆簡訊，就是說他不希望告

知衛生局兩個人的名單
109
，我就在想「告知這個名單」，就覺得怎麼好像

似曾相識，我就猜到有可能。後來他就跟我講了，我就沒有很意外。 

- 其實我在生活中，會故意放一些訊息讓他知道，比如說我的回診單、我的

藥，我都擺著，但我沒有很明確說那是藥，我會把它放在綜合維他命的罐

子裡。那他之前問我的時候，我就說那是維他命。但我每天都睡前吃，很

少有人睡前在吃維他命啊，我就說那是我的習慣。還有回診單故意擺在抽

屜裡讓他去翻到。後來他也告訴我，因為他看到那些訊息，所以他在想應

該我也有（HIV）。 

醫療團隊、告知名單、藥（不尋常的「維他命」）、回診單。這些是一種局內

人的符碼，基本上與醫療或個案管理有關，是基於感染者共有的經驗而來。這種

符碼對局外人而言並不具明顯的意義，只有局內人才能敏感領會到符碼發出的訊

息。經由這些具體的符碼，感染者之間有一些隱微的「感應」，彼此默會到對方

可能與自己同處於一個世界
110

。感染者有意識地運用這種符碼作為現身的策略。 

                                                 
109 在個案管理制度中，追蹤感染者的「性接觸對象」也是一個重要的工作項目。 
110 這點在原本身為「局外人」的我的移動歷程中，可以看得特別清楚。原本我也對這些物、語

言或動作不具任何想像，然而在與感染者的相處中，我逐漸習得了這種敏感度。就像男同志之

間也會有微妙的「感應」，可以經由一些衣著、舉止或眼神來判斷對方可能也是男同志；而有

些異性戀女生在與一些男同志朋友相處後，也逐漸習得如何在街上指認出誰可能是男同志。受

訪者中有一位（A）原本是我的朋友，但我認識他時並不知道他是感染者。後來我向他透露我

正在做愛滋相關的研究，他可能因此覺得我是一個可以告知的對象。某次中午一起吃飯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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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的情境是「懷疑對方也是感染者」而希望確認彼此身份的過程，

這種策略的目的是為了暗示後的相互攤牌。那麼，這種策略也同樣適用於「假設

對方為非感染者」的情況嗎？ 

以下是我紀錄了受訪者 B 向我「暗示」的過程。我一開始認識 B 時，並不

知道他是感染者。 

有一次路上，他說媽媽一直叫他買房子，可是他不想。我問他為什麼不

想，他說「不知道還能活多久」。後來有一次，他跟我說他不用當兵，可

是我也沒問他為什麼不用當兵，不過那時我就隱約有感覺了。（20100227

筆記） 

感染者在判斷對方可能為非感染者時，使用的並不是局內人的符碼（與醫療

或個管有關的物或作為），而是一般人對於感染者的印象：預期壽命較短、免役。

這種符碼更為隱晦、更難以確認，如果接受訊息的一方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尋常之

處，現身的過程可能就此中斷。111 

暗示是一種文化中的直覺，被暗示者或許可以感應到些什麼、卻又很難論斷

些什麼（尤其是非感染者）。然而，感染者與非感染者還是有一些生活世界中共

有的經驗：男生需要當兵。尤其對男同志來說，「當兵」可以當成一種判斷身份

的指標，許多男同志會敏感到「不用當兵」可能隱含的意義，即使感染者可能另

有一套說詞（例如精神疾病、脊椎側彎等免役理由）。 

通常，接收訊息者（不論是被暗示的非感染者，還是彼此確認中的感染者）

都只會感受到一些不尋常的氣息，但在無法斷定的情況下，並不會直接戳破，「這

件事情應該是當事人自己告知，這是尊重對方，所以不要直接戳破對方，因為那

種感受當事人會很難受」。等到情勢較為明朗、或是已到了「不得不說」的時候，

才是真正的攤牌時刻。 

在這個一來一往的過程中，感染者內心的掙扎可想而知，一方面希望能確認

彼此的身份與關係，但一方面又很難預期攤牌的後果；尤其當感染者判斷對方可

能是非感染者時，這種掙扎就更為明顯。 

                                                                                                                                            
就把藥盒給拿出來，默默地把藥吃下去；我當下並沒有多問他什麼，但我的確「感應」到他可

能想向我透露一些什麼訊息。日後某次當我提到我需要受訪者時，他就說他可以接受我的訪

談，這是他正式現身的場景。 
111 然而我必須指出，我的曖昧身份：「愛滋相關議題的研究者」，其實讓我不盡然被假設為非感

染者。受訪者 B 也曾向我確認我的研究動機，這個作為的背後其實有個意涵：懷疑我可能也

是感染者。因此我也進入了「彼此確認身份」的過程。不過在我向 B 坦承我的研究動機只是

單純想找個研究議題時，B 向我現身的策略基本上仍然假設了我是個非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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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跟「不說」之間，真的會決定很多事情。 

如果是在對方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者就更直接面臨了「告知」的掙扎。

那麼，在面對可能是非感染者的對象時，哪些時機是感染者覺得「該說了」或「非

說不可」的時候呢？一個情況是：感染者與曖昧對象彼此希望發生性互動，但感

染者希望先告知對方，在對方接受的情況下才考慮發生性互動。 

- 我其實也很想跟他做啊，可是我覺得我沒辦法這樣。所以後來我就跟

他講了。 

- 我一直在拒絕他（性行為），我就跟他說等到我們在一起之後，再發

生那件事（性行為），然後他說好，我會等你。然後有天我覺得時機

成熟了，我就跟他講，然後他就不能接受，就覺得做朋友就好。 

這是一種相對單純的作法。在發生性行為（甚至是不安全性行為）之後，情

況就較為複雜，此時告知就更是個難題。 

另一種情況則是：感染者已與對方發生過性互動（尤其若性互動一再地發

生），而且非常喜歡對方，感染者覺得應該要給對方一個交待，讓對方可以選擇

要不要讓這個關係繼續下去。 

- 第一次有發生性行為，可是我覺得那次是純屬意外，所以我那時沒有

先告知。後來覺得還是要跟他講。 

- 我跟他有發生關係，可是當我們發生關係的時候，我並沒有告訴他。

可是後來我很後悔，因為我其實很喜歡這個人，我覺得我不能這樣子。

所以我就跟他講了。 

也有的情況，是當對方向感染者坦承了某件「對不起他」的事，感染者會抓

住這個時機告知，此時告知可以減少焦慮、或試圖作為交換的籌碼： 

- 他有先坦白他其實已經有 B（男友）了，在國外。然後我就說，那我

也要跟你講一件事，然後我就說了。 

- 有一次他說他最近有跟其他人做（愛），可是他其實沒有很喜歡那個

人，他還是想跟我試試看。那時我就覺得，好像應該要講了。 

如果遇到某些情境，讓感染者覺得「不得不說」時，通常是面臨了一個尖銳

的攤牌時刻： 

- 他已經把我壓到床上了，我就一直說不要。我跟他說：「我不想做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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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也沒問什麼，後來就算了。他回去的時候，我就傳簡訊跟他說，

我不是要拒絕你，只是因為我有 H。 

因此，當對方可能為非感染者時，感染者覺得「該說了」或「不得不說」的

時刻，通常與「性」有關。在傳染病的威脅下，「性」成為一個敏感的、隱晦的、

卻又十分尖銳的焦點，隱形的人我界線在此時此刻，不得不浮現。 

 

告知告知告知告知後後後後...？？？？ 

攤牌的那一刻起，隨之而來的就是彼此關係的可能變化。被告知的那一方會

有什麼反應呢？他接不接受我呢？ 

不論結果如何，告知的那一方總算是鬆了一口氣，因為必須過的那一關終究

還是過了。這也意味著：告知的那一刻起，感染者已經盡了告知的義務，而選擇

權就歸於對方；同時，對方在必須做出選擇的那一刻，也或多或少被轉嫁了部份

責任、部份地承擔選擇的後果，感染者已不再需要自己承擔一切了。 

告知的後果有各種可能。一個常見的結果是：我們當朋友就好。這通常出現

在感染者與對方尚未發生性互動時，而且對方並沒有準備好要與一個已知的感染

者發生性互動、或發展進一步的親密關係。此時，雙方的關係並沒有惡化（但可

能淡化）。 

如果雙方已經發生過性互動，情況就較為複雜。此時感染者就面臨了相當尷

尬的處境，不知如何面對對方可能出現的情緒： 

- 我跟他發生三次關係才跟他講，可是他非常慌張，後來就陪他去做檢

查，三個月後也都沒事。後來我們也就沒有再做了。 

- 他聽了之後就整個人嚇到，然後很氣我，氣我沒跟他講。我想...他自

己擔心他自己的成分比較多，所以會覺得很恐慌，很無助，那個情緒

比較多，多過於他恨我的那個成份。他就一直問我，那他接下來要怎

麼辦。可是我的立場，我跟他說再多都沒有用，因為我的角色不對啊，

我也不是醫生、也不是輔導他的人。就不知道要講什麼。 

即便當時性互動的發生其實是雙方互動下的結果，感染者事後仍然必須承擔

大部分的責任，因為對方並不是在知情同意下與感染者發生性互動。就算事後證

明對方並沒有因此被傳染 HIV，這段關係仍可能陷入僵局、甚至瀕臨破裂。 

以上的結果，感染者都必須無奈地接受。然而，如果有一方、或雙方已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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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到對方可能是感染者時，在一方、或雙方已經有心裡準備的情況下，告知就只

不過是將彼此默會但不確知的事實給落定。 

- 其實我有隱隱約約猜到他是。結果有一天，他比我還早告知，他也是

(笑)，然後我就說我也是。他是我生病之後第一個交往的對象。 

阿特的故事更呈現了如此喜劇般的情節。他剛認識現在的男友時，彼此互有

好感（當時他們還沒有發生任何性互動），阿特因為想與對方交往，加上當時身

體屢出狀況，因此起了去檢驗 HIV 的念頭，想要確認自己的身體狀態。然而驗

出陽性之後，反而遇到了一個難題：要不要跟他說呢？ 

那時候其實不太敢跟他講。我一直有想要找一個適當的時機再跟他講，

可是一直找不出來。可是後來有一次，因為他那時感冒一直不好，身體

很虛。其實他也在找機會要想跟我講，他就趁那次身體很虛、必須回他

的醫院去就診，他就跟我講他也是。（阿特，20100417） 

原來他也是感染者！那麼，當時阿特有沒有把握這個機會跟他說自己也是感

染者呢？ 

我也還是沒有跟他說。因為我覺得，那時他告訴我的時候，他可能心情

也很糟。他也很怕我不能接受，我當下當然是跟他說 OK，我可以接受。

我只是擔心我如果跟他說我也是，好像是已經有一件壞事情了，然後又

多了一件壞事情。所以我心裡想，等他那陣子從這件事的情緒中走出來

之後，我再跟他講我的事。（阿特，20100417） 

阿特並沒有選擇在當下立刻告訴他，而是視當時的情境做出評估，這個評估

是關照對方的情緒與感受而做的一個暫時判斷。同時阿特也掌握了告知的籌碼，

在沒有了一般告知時需要的顧慮之後，他只待抓住一個更適合的時機： 

今年二月過年前的時候他要回診，我就說那我陪你去回診。因為那時候

我發現他的個管跟我的個管是同一個，他回診的時候一定會跟他的個管

聯絡嘛，我想趁那個機會告訴他。後來他說，其實他早就知道了(笑)。 

阿特其實就是前面提到的：他在日常生活中以不尋常的維他命罐（藥罐）及

抽屜裡的回診單作為暗示的策略，因此阿特男友已經在日常互動中「感應」到阿

特的特殊氣息。而阿特男友則是在身體出現異狀、以及需要回診時，營造了一個

相互出櫃的氛圍，趁勢丟出讓阿特得以正式現身的機會。看似阿特主導了整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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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則是雙方互動出來的結果，從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現身策略的運用其實需

要某些情境條件。最後，「個管師」成了正式確認儀式中的符碼；事實上在整個

過程中，他們使用的就是醫療系統（也就是感染者共享的生活世界）中的符碼作

為彼此感應的媒介。在這個互動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不以戳破對方

身份作為現身的手段，以避免造成尖銳或尷尬的狀態；等到彼此已確信對方為感

染者的事實，而現身的情境條件也相當成熟，才真正構成了最後的喜劇結局。112 

那麼，在知道彼此都是感染者的情況下，他們如何進行性互動呢？一個常見

的情況是：口交時不戴套，但肛交時還是會戴套。這其實與一般人的作法在實際

上無異，但是考量不盡相同： 

我們知道會有交叉感染的問題，所以就還是會戴套。口交的話就真的是

沒有。（阿特，20100417）113 

基於避免交叉感染的考量，因此戴套肛交以保護雙方仍有必要。但口交的感

染風險並不確定，在衡量「快感」與「風險」之後，阿特與男友仍然選擇忽略這

個風險。然而，這必須是在雙方感染狀態相同時才會做出這個選擇，如果有一方

是非感染者時，雙方通常不會容許任何的風險。 

然而，這種喜劇結局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雙方都是感染者。如果有一方是非

感染者（並隱約感應到對方可能是感染者時），這個腳本的演變就不會那麼皆大

歡喜，因為當感染者一方正式出櫃時，就轉而是對方掙扎的時候了。事實落定的

那一刻，非感染者一方會產生一種微妙的感受：他終於還是跟我說了；也終於，

他真的是個感染者。 

不論是在平日互動中已有感應、或在沒有心裡準備的情況下得知對方是感染

者，在事實落定的那一刻起，如果彼此的關係要持續下去，雙方通常只能抱持著

「試試看」的心態，誰也不知道後續發展會變得如何。因疾病而生的人我界線，

此刻成為雙方關係的一大考驗。在性實作上，隨之而來的就是「風險分攤」的課

                                                 
112 如果在感應到彼此可能都是感染者、但並沒有想要進一步交往時，告知就不見得必要，例如

一位受訪者提到他一個可能也是感染者的「炮友」：「我也不想去問那麼多，就覺得大家各取所

需就好。」 
113 阿祥與男友也是同樣的情況：「還是要戴一下啊，因為很難說他中間有沒有出去外面偷吃。我

也覺得無所謂啊，你如果跟對方還是有那個緣份，我覺得還 OK，可是我會提醒他要戴套子，

要讓對方跟我認識(笑)，然後要叫我大姐(笑)。」 
  另外一個相似的情況是：如果在一段關係中，其中一方被驗出陽性，此時就會面臨關係的考驗。

但在性實作的意涵上，如果雙方仍繼續有發生性互動，那麼情況其實跟彼此知道對方的感染狀

態的情況是一樣的；除非感染的一方並沒有告知另一方，而且如果原本雙方的性互動方式就是

無套的話，情況就變得很複雜，例如阿兵就是因為這樣，事後才發現自己被前男友傳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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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此時保護非感染者的責任並非理所當然歸於感染者單方；非感染者在已知情

的情況下，必須承擔起一部分的風險管理責任，即「保護自己」。這種「風險分

攤」在實作上並不同於其中一方（或雙方）不知情時，單純地將「保護自己」與

「保護他人」區隔為雙方各自的責任；知情的雙方必須協商出一套性互動的模

式，形成兩人互動之中的一種在地共識（或行為準則）—什麼可以做、而什麼不

能做。這種共識或準則不見得是言明約定的，也可能是在實作中形成的默契。 

以下整理出一些受訪者的經驗，在感染者向非感染者告知後，雙方在性實作

上協商出一些可能的作法： 

1. 肛交時，同一個保險套不會使用太久，以避免套子可能破損（尤其使用派

對藥物時，通常抽插時間會比較久，因此需要較常換新的套子）；114 

2. 雖然肛交有戴套，但還是將陰莖抽出來後才射精（一般人可能不會抽出，

在體內隔著套子射精），避免套子可能破損而造成傳染； 

3. 口交戴套：一種情況是非感染者幫感染者口交時戴套、但感染者幫非感染

者口交時並不戴套；另一種情況則是雙方口交時都戴套； 

4. 不見得要肛交或口交等插入式性行為，也可以經由其他方式而使彼此獲得

滿足，例如擁抱、愛撫、手交等。 

這些作法其實與一般人幾乎沒什麼差別，只是必須要更為努力地盡可能地避

免任何傳染的風險，並且讓雙方都能感到安心、自在。從這些作法中可以發現，

感染狀態不同的雙方會試圖發展出「雙人性身體」的不同可能性。這種「雙人性

身體」有別於現代醫學（尤其是解剖學）理解的形體—一種具有明確物理界線的

身體；在實際的性互動中，雙方的身體界線其實是模糊的，「雙人性身體」是在

一個動態過程中不斷地構成與變化（傅大為，2005）。性身體的形成不見得只能

以肛交或口交等一般理解的「交合」方式，也可經由其他方式來達到「做愛」的

感覺。例如有受訪者表示他在與男友還沒準備好肛交以前，就以「指交」（手指

插入肛門）作為彼此調情的方式，卻意外地觸摸到「前列腺」而達到高潮，在這

個過程中不僅獲得性愉悅，也更認識了自己的身體構造與快感來源。 

然而也有受訪者表示，如果不能和對方進行口交或肛交等一般男同志都會做

的性互動方式，就會有一種「我跟正常人不一樣」的感覺。因此，除了盡可能避

                                                 
114 也有受訪者表示他的陰莖較粗，因此在與男友做愛時，並不會使用一般政府或民間團體發的

免費保險套（符合一般東方人的尺寸），而必須買尺寸較大的保險套，以避免套子撐開而可能

造成細微的破損。這也是讓男友感到安心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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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傳染風險的作法外，也必須思考如何在性互動中以各種可能的方式來減少「異

態」，證明自己也能和一般人一樣的方式享有性愉悅，例如口交時使用黑色保險

套，會讓人覺得「好像在拍 G 片，好 high 喔！
115

」。 

感染者在帶原生涯中，一旦想要與非感染者建立親密關係，就會產生一種不

可逆的隔閡，雙方幾乎不可能出現無套性行為的空間；但同時雙方也會在性身體

的互動與構成中，發展出不一樣的身體親密連帶的可能性，儘管「疾病」突顯了

性身體的界線，但雙方仍然可以試著創造出在地的互動方式以跨越界線。在這種

「雙人性身體」的實作中，並不是由單方承擔起「保護自己」或「保護他人」的

責任，而是「雙人性身體」在互動過程中共同承擔風險，是一種由「我們」共同

實作出的傳染病之下的自我照顧，這種自我照顧是雙方同時關心對方、也關心自

己的一種作為。 

然而，疾病焦慮仍會在性互動的過程中隨時浮現，感染者仍不時地擔心會不

會在某個時刻把病毒傳染給對方。有受訪者表示，儘管使用保險套的傳染風險其

實非常小，但他仍會擔心偶然的風險卻發生在男友身上。原本平常細微的小地

方，會因為疾病焦慮而被放大，疾病的威脅以及隨之而來的人我界線，仍然若隱

若現、如影隨行。116 

此外，這種「雙人性身體」的協商並無法完全平等。因為「要做什麼、不做

什麼」的選擇權基本上掌握在非感染者一方，性互動勢必以盡可能減少對方的不

安為主要考量。例如有些情況下，非感染者可以接受在幫感染者口交時戴套、但

感染者幫非感染者口交時不戴套，這基本上完全以保護非感染者為考量。如果非

感染者與其他人發生性互動而感染梅毒或菜花，感染者就可能會經由不戴套口交

而被傳染這些疾病。有些情況下，非感染者一方也會對感染者不戴套幫他口交而

感到疑慮，就必須凡口交時都得戴套。 

- 他也會擔心我幫他服務的時候，所以就乾脆都戴套啊。 

有時則是感染者為了解決自己可能傳染給對方的疑慮，而主動要求在幫對方

口交時戴套。由於經由口交而傳染的風險是不確定的，相對於肛交來說並沒有一

套遵循的標準，因此只能協商出雙方都舒服、自在的方式來盡可能做到安全。 

在性互動—即病毒傳染途徑之中，感染者仍然承擔了大部分的壓力，因此「雙

人性身體」仍然是緊張的、不穩定的。此時，經由醫療檢驗科技來確認對方仍然

                                                 
115 G 片即男同志性愛片。有些日本 G 片會使用黑色保險套以增加視覺效果。 
116 也有受訪者表示，曾有次吃蘋果時牙齦流血，他注意到之後就不讓男友吃同一個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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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安全的，就成為感染者獲得安心與建立信心的途徑。例如阿中就曾與非感染者

試試看做愛後再驗血，後來證明了對方並沒有被傳染，經由這個過程讓阿中肯定

了安全性行為是有效的117，也肯定自己仍可以和一般人一樣享有性愉悅。「雙人

性身體」共同承擔風險之於感染者的意義，在於讓感染者在性實作中也能感到安

心自在，不必在性互動過程中時時感到擔心、在事後獨自承受罪惡感。或許可以

這麼說：「保護對方」同時也就是「關心自己」的一種態度與作為。 

感染者不僅要處理自己可能傳染給對方的焦慮，同時也要面對對方可能在互

動中隱約表達出的疑慮。因此，「試試看」之後，非感染者仍可能因為承受不了

自身的焦慮而選擇結束這段關係。 

後來分手也是因為我有 H 的關係，因為他還是會擔心啊，即便我們沒有

做 10。後來他還是承認他自己其實過不了他自己那一關。（阿中，

20100302） 

對阿中來說，「告知」是在生命史中不斷練習的過程。從第一個告知的對象

開始，當時他掙扎了半年，雖然後來告知後對方不能接受，但他認為他逐漸學習

到一種告知的「能力」，在往後的告知中，他逐漸知道要怎麼準備好自己內心的

掙扎、知道如何面對對方的反應。在第二個告知的對象時，他掙扎的時間從原本

的半年縮短到三個月，雖然後來必須面對對方的焦慮與質疑，但他還是試著陪伴

對方經過三個月的篩檢空窗期，後來證明對方沒有被傳染。後來遇到的對象，他

決定一開始時就告知，雖然對方仍可能在試試看之後「過不了自己這一關」，但

對阿中來說，這些練習仍然是有意義的，是一段自我充權的過程。阿中為自己的

這一段過程下了這樣的註解： 

就是有一個階段、有一個練習，慢慢去證明自己是 OK 的。當這一次證明

自己可以的時候，好像那個根基就穩了一點，然後再繼續往前走。就藉

由一個事情一個事情，讓自己慢慢走啦。（阿中，20100302）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許多人可能理所當然地認為，與感染者發生性互動是危險的事；事實上，與

一個已知的感染者發生性互動並不危險。在知情的情況下，非感染者一方其實在

                                                 
117 這個「安全性行為」指的是肛交時戴套、口交時沒戴套，但阿中試圖減少對方幫自己口交的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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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的過程中更有主動性，但這也意味著雙方的權力關係不盡然是平等的。安全

性行為之於感染者的意涵，在於保護他人、同時也關心自己，在實作上兩者往往

無法完全區隔開來。除非在不安全性行為的隙縫發生、感染者必須採取風險管理

策略時，才必須對兩者的優先順序做出倫理上的判斷，但這同時也讓雙方都陷入

風險中，感染者可能感染抗藥性病株或其他疾病、而另一方也必須承受自己選擇

的後果。從本節中我們可以看到感染者的倫理考量：在暫時的性互動中，感染者

較傾向於保護自己，而在較長期的關係中，較傾向於保護對方，從「是否告知」

的判斷上，就可以看出「關係」對於感染者自我倫理上的意義。但這種「保護自

己」跟「保護對方」的光譜必須在實作中才能發生意義，而且傾向「保護對方」

絕對不是與「保護自己」互斥的選項，因為在性實作中兩者可以同時落實/不落

實。在一段較長期的關係中，「保護對方」同時也具有「關心自己」的意涵，在

雙人性身體的協商過程中，感染者與對方逐漸找到一套可行的方式，同時讓對

方、也讓感染者安心自在的方式。雖然性互動過程中「疾病焦慮」仍然不時地浮

現，但這個過程讓感染者逐漸發展出一套「關心自己—關心他人」的自在之道，

並在往後的人我關係中逐漸獲得對自身充權的力量。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社群互助主義社群互助主義社群互助主義社群互助主義：：：：可能的倫理方案可能的倫理方案可能的倫理方案可能的倫理方案 

從上一節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傳染病風險問題的真正關鍵，並非在於安

全性行為或「行為改變」的技術問題，而在於「責任—倫理」問題。邱伊翎（2006）

即指出在公共衛生治理中，「責任分配」才是爭論的核心，一個道德的公民應該

為自己的健康、同時也為他人的健康負起責任。在安全性行為的專家論述中，一

個理性選擇的行為人，應該避免一切有風險的行為，來保障自己與他人的健康。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簡化的倫理圖式如下： 

為了保護他人/保護自己 � 安全性行為 � 負責任的行為者 

然而上一節中已經呈現了性互動情境與文化—行為準則的日常協商，在實際

生活中構成了安全性行為的各種變數。那麼，是否可能有其他的倫理方案，是有

別於專家論述中的絕對倫理原則、在實作中而生的一種「自我倫理」呢？ 

首先，我想先呈現兩種不同（且看似對立）的倫理模式，我姑且命名為「利

他主義」與「利己主義」，這兩種模式代表了目前普遍的倫理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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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主義利他主義利他主義利他主義 

「利他主義」的觀點，以〈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

例〉第 21 條之規定為代表： 

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針具、稀釋

液或容器等之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
118
 

    另外，根據民國 97 年 1 月衛生署發布的〈危險性行為之範圍標準〉第 2 條，

定義「危險性行為」為： 

危險性行為之範圍，指未經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而直接接觸，醫學上評

估可能造成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之性行為。
119
 

以上條文界定了構成處罰的 3 個要件： 

1. 知道自己是感染者； 

2. 沒有告知對方； 

3. 發生危險性行為。 

根據〈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第 69 期，最初在討論處罰的要件時，基本上假

設「行為人無意傳染他人」（頁 4），也就是說：行為人並不需要「故意」傳染給

他人，只要符合上述 3 個條件就應該被課刑。 

從這些要件可以發現，上一節我呈現的諸多現象，都被界定為需要處罰的範

圍。這是典型的「利他主義」倫理立場，基本上預設了一個恐怖的病毒傳染源，

因此需要藉由一個標準的規範以作為行為上的戒律。然而，從上一節的討論中已

經可以看到法條有其實際上的侷限： 

                                                 
118 民國 96年 7 月修正版本，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 

PCode=L0050004。 

  根據〈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第 69 期，最初在制定〈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時就有關

於刑責的討論，但多聚焦於刑度—也就是處幾年徒刑—的問題，幾乎沒有人對於「要判刑」這

件事本身有意見，所有人都同意規定刑責是有必要的。至於課刑的構成要件，則有行政院版本

與立委版本的差異，行政院版主張「致傳染於人者」才需要課刑，而立委版本主張「企圖」或

「導致」者都需要課刑。法務部代表說明了這個差異之處，在於「企圖」在法律上乃「預備或

陰謀階段」，但「尚未導致他人」被傳染，而行政院版本認為必須在法律上「確定故意」且「致

傳染於人則屬於結果犯」，排除了未遂者（頁 4）。 
119 資料來源：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5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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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個戒律在實際上很難適用於男同志的性文化，因為在短暫的性互動中，

很難直接證明到底是誰傳染的；或許只能在追蹤到性接觸者後，證明該感

染者是「明知」且「容許」不安全性行為的發生； 

2. 不安全性行為大多是情境性的，是雙方/多方互動的結果，很難全然歸責於

一方；然而在法條中，感染者只要「容許」不安全性行為發生，就構成了

入罪條件； 

3. 只要「未經隔絕器官黏膜或體液而直接接觸」就是危險性行為，這完全符

合了專家論述中的「理性人」預設，認為人應該要拒絕一切不安全的性行

為。任何感染者在情境中所做的「降低風險」的努力都被否定，因為在科

學上就是有風險。 

「利他主義」立場基本上是將感染者視為「他者」、問題的來源，將陰性視

為常態、而陽性—作為一種異態—必須主動告知；一個病毒帶原者避免將病毒傳

染給他人是理所當然的、絕對的、應該的。這個原則也區分了「負責任」與「不

負責任」，負責任的行為必須經由專業知識與自我規範的治理，而不負責任的行

為必須受到法律上的處罰。這個倫理立場將責任歸於感染者個人，基本上忽略了

感染者「關心自己」的層面，也看不見感染者「關心他人」的作為。然而實際上，

真正「刻意」要致他人感染者其實是少數，多數情況下，不安全性行為是雙方（或

多方）情境互動使然；因此，這裡出現了另一個倫理立場，即「利己主義」：每

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利己主義利己主義利己主義利己主義 

利己主義，即「為自己負責」，基本上預設的訴求對象是無辜的非感染者大

眾，每個人都應該保護自己、拒絕一切不健康的行為，並假設所有的性對象都是

潛在的感染者，這是非常典型的公共衛生論述。如果將立場轉移到感染者，事實

上也同樣適用，感染者為了避免自己交叉感染或得到其他疾病，而應該確實執行

安全性行為。然而，如本章第一節所述，這也意味著一個可能的缺口：理性人應

該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一旦選擇了不安全性行為，後果自負。 

以下節錄一段網路上的文字120，一位感染者陳述一段他在三溫暖中與人發生

無套性行為的經驗、以及他的倫理立場。這段文字清楚地呈現了「為自己負責」

                                                 
120 原文摘自網站「阿脫的男男之套」http://atogoesbare.wordpress.com/tag/hiv/，文章標題：〈一位

無套男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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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如何為行動者使用： 

我只是覺得在黑暗而迅速的性關係中，事前先談雙方 HIV 狀況實在是可

笑。他又沒有智力問題，也沒有學習障礙，他看起來很正常。他也不是剛

從鄉下來的十八歲小孩。他是個相貌端正的健康中年人。所以如果他要我

不戴套插入他，我就會假設他也是 HIV 陽性，因為有很多陽性的人喜歡被

無套幹。 

當他們把屁股翹高，把臀部掰開，讓人射在他們體內，他們已經作了資訊

充分的決定。要把澡堂裏所有 HIV 陽性的人指認出來，以便你判斷哪個可

以用來插你的屁眼、哪個不行，這是很可笑的。 

我是從不射在別人體內。這是為了我自己好，不是為了對方。射在別人體

內好像有點超過。可能因為這樣可以降低傳染。所以如果我可以在把風險

維持在合理適當的程度，又恰好不會犧牲太多滿足感，那我就願意這樣作。 

我唯一的責任是對我自己的責任。我會作的事是我覺得在道德上舒服的

事。但我不能對你的健康負責。你應該對你的健康負責。我對我的健康負

責。 

（問: 有擔心過其他性病/交叉感染嗎？）嗯，你搭飛機也承擔著墜機的

風險吧。就算吹喇叭，也會得性病啊。你也可能只碰到浴巾就染上陰蝨。

我的意思是說，這是代價。這是生活品質的問題。這麼說吧，我會被交互

感染或感染給別人，這是種模糊的機會，這機會很小，而生命是充滿風險

的。我寧可在這十年內到處跟其他陽性的人幹，享有充分興奮的人生，也

不要縮著屁股擔心那百萬分之一的交互感染機率。（底線為我所強調） 

這段文字鮮活地呈現了這位「容許」無套的感染者的「理性選擇」。這個「理

性選擇」基於以下 4 點而構成： 

1. 預設一個理性的成年人，足以判斷自己行為的後果； 

2. 假設主動尋求無套者為已感染者； 

3. 做出選擇的依據是「風險是否可以忍受」； 

4. 任何人應該、也只能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關於以上 4 點，本章第一節其實已經有很多討論，我也已經指出這些判斷在

實際上有諸多不足之處。我認為這不純然是這位無套者的開脫之辭。我們可以發

現這段倫理實作過程，有部份是當下立即的判斷（在無法確知一切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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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成份是一種事後「合理化」的說法，是一種事後建構並認肯的「理性」。

那麼，這種「理性」是如何形成的呢？ 

Adam（2005）在考察加拿大男同志不戴套性行為的脈絡時，指出在新自由

主義（neoliberalism）的政策導向下，「為自己負責」成為人們行為的主導準則。

新自由主義不只是政治經濟層面的議題，事實上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中，經由「個

人責任」論述來預設一個理性人的應所當為，所有從事性行為者都應該有能力衡

量風險、做出決策。論述必須放在實作中才能發生作用；人們往往不是基於某套

論述而行動，而是在行動後以論述來合理化自己的行動。日常生活中的隱微經

驗，經由「論述」而變得具體、可被解釋，但同時也遮蔽了那些發生無套性行為

的情境因素、以及性實作中的倫理判斷過程。 

在某個情境下一旦發生了無套性行為，行為者就必須解釋自己為何發生了這

種違反「為自己負責」原則的行為。如果是一個感染者容許了這件事發生，就更

必須為自己解釋。在「個人責任」前提下，當一個感染者在與未知感染狀態的對

象發生性互動時，對方也應該為自己的安全負起責任，如果對方選擇了不安全性

行為，那麼不應該完全由感染者來承擔責任。 

然而，一旦「個人責任」前提不存在的話，這一切都將無法建立起來，我們

預設的理性秩序也就無法運行。事實上，現有的防治政策立基於將所有的性對象

預設為潛在的感染者、因此無辜的大眾必須保護自己。這個根基其實是不穩固

的，因為這個預設同時也意味著：只要願意從事不戴套性行為者，就是潛在的感

染者，因為非感染者應該會保護自己、拒絕不安全性行為。 

那麼，感染者需不需保護自己呢？儘管無套性行為讓感染者也必須承受可能

導致共病或交叉感染的風險，但這個風險是「模糊」的，在常民的理性衡量之下

是可以忍受的。在此，「個人責任」論述就出現了缺口，只要你不為你自己的健

康負責，我也沒必要為你的健康負責。 

陳怡欣（2004）將感染者的安全性行為區分為「利己」與「利他」兩種行為

取向，並提出應以「利己」作為提倡感染者安全性行為的主要原則。這種看似二

元對立的區分法，其實是簡化且片面地理解感染者的倫理實作路徑；同時，「利

己」原則也並非在實際性互動中，理所當然地成為保障彼此安全的鐵律（前面已

經提到，感染者可能基於某些直覺判斷，認為對方或許是「安全」的）。在性實

作過程中，感染者有其理性的判斷，這種常民理性不能單只以「利己」或「利他」

來理解。那麼，是否可能有其他的倫理方案，能跳脫這種大原則的框架、真正看

見行動者的現實處境與倫理實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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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社群社群社群互助主義互助主義互助主義互助主義？？？？ 

不論是「利己」還是「利他」，這兩種主張的邏輯其實是一樣的，都是新自

由主義下將責任歸於個人的思維。若我們將傳染病的風險問題還原為一種倫理問

題，或許可以這麼說：感染者的自我照顧倫理不只在於保護自己、同時也具有關

照他人的意涵。從感染者在地的倫理實作路徑中，可以發現一種「關心他人—關

心自己」的倫理取向，這是一種以「我們」為位元而構成的關懷倫理，有別於將

責任區隔為兩方的普遍原則；這並非由既定的道德規範來形成行為準則，而是在

實際的社會關係中，基於對彼此的「關心」而實作出的倫理。 

然而，在本章第一節中我呈現了一個概略（但非絕對）的模式：在較親密的

關係中，傾向以「關懷」倫理來互動；在較疏離的關係中，則傾向以某種「個人

責任」的理性來互動。在彼此都知道對方感染狀態的情況下，基於「關懷倫理」

而生的「風險分攤」實作比較容易成形。但在較疏離的關係中，我們通常只能假

設性對象是一個「理性的性主體」，有能力、也應該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並假設

理性人應該具有「對於風險的警覺會大於一時衝動」的理性思維。但在實際情況

下，這種「理性主體」的假設其實是相當脆弱的。 

在此我要進一步討論的是：更多情況下其實對方並不知情，因此很容易落入

「責任歸於誰」的單方咎責邏輯。然而事實上，性互動是雙方（或多方）身體界

線模糊化、連結與重組的過程，亦即發生性互動的當下，構成了「雙人（或多人）

的性身體」。在這樣多重而動態的性身體實作過程中，超越單方歸責邏輯的「關

懷倫理」如何落實？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就感染者的立場，這種「關懷倫理」同時意味了照顧他人、並且也照顧自己。

事實上，即便在短暫的性互動中，也很少有感染者是真的故意要將病毒傳染給他

人；就算是那些以「個人責任」論述來合理化自己不安全性行為的感染者，也只

能在事後以「那是對方的選擇」來合理化已經發生的事（不要忘了，不安全性行

為的發生其實有很多情境中的權衡）。在更多情況下，感染者其實都肯定了安全

性行為作為落實「關懷倫理」的具體技藝： 

- 我覺得那是個過程啦。當我生病之後，我要去外面跟人家發生關係，我

也不希望我傳給對方啊。其實是自己要去面對，我要怎麼做才可以不傳

染給對方，我怎麼去相信我可以不傳染給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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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關心自己」的意義並不只在於保護自己免於交叉感染或共病，同時

也在於「關心他人」是一個自我倫理的修養過程。這個「自我倫理」不同於「個

人責任」的普遍化準則，而是在具體生命經驗中反思自身處境、以及自我與他人

的關係的過程中，逐漸創造出一種風格化的實作倫理，並在往後的性互動中得以

落實這種自我倫理。從以下這段 MSN 的對話，或許可以進一步說明這點： 

C：最近不知道為何超愛沒套。我一直以為我已經處理好所有情緒... 

我：嗯...大家都保重吧 

C：別擔心 （20100917） 

或許，「無套」與「抗拒吃藥」在心態上有巧妙的相似性：在這些疾病符碼

浮現的場域，總是提醒了自己是個不一樣的人。在這段近乎告解的對話中，我體

會到一件事：當一個感染者願意同我談論他的無套經驗時，或許表示了他們「需

要談論」。「感染者無套」這件事被認為是極端不道德的，在一般的理性架構與疾

病防治議程中無法被納入討論，因為這件事根本就不應該發生、這件事完全不能

被接受。然而，一個人需要經由討論自己的生命經驗，才能真正面對自身處境，

也才能真正產生一種自我的倫理；不能因為在道德上完全不該發生，就完全避而

不談、或只是一味地責備。更重要的，我認為這是一段重新認識自我、關注自我

的過程，儘管這個過程可長可短、方式因人而異，但可以肯定的是：「關心自己」

是一種做中學的道理，並非並非並非並非既存既存既存既存的的的的普遍普遍普遍普遍道德原則道德原則道德原則道德原則，，，，而是而是而是而是在在在在具體事件與社會情境具體事件與社會情境具體事件與社會情境具體事件與社會情境中中中中

實作實作實作實作出的自我出的自我出的自我出的自我倫理倫理倫理倫理。也由於是發生在具體的社會關係與互動中，是一種人我關係

的倫理思考，「關心他人」同時也具有「關心自己」的意涵。 

回到性實作中的雙人/多人關係，或許我們可以視之為一種「照顧關係」；也

就是說，這是在社會互動中發生的一種互助互助互助互助的倫理關係。這種「互助」並不見得

需要考慮彼此關係的親疏遠近，在「關心他人—關心自己」的倫理實作中，其實

就可以體現出這種「互助」的精神： 

- 大家都是出來玩的，其實玩得開心、玩得安全就好。 

或許我們可以把男同志的性互動社群視為一個互助社群。Ingram（1997：95）

指出：「建構酷兒空間的核心就是社會關係。儘管他們社會交流形式是片段、不

易察覺的，但仍能導致堅實的社區建構歷程」。儘管「社群」概念相當模糊，但

我們可以在實際情境中不斷界定這個「社群」—事實上，這個社群本身也處於變

動不定的狀態。社群是經由各種媒介與行動所中介出來的，網路聊天室、交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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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三溫暖、轟趴...等虛擬和實體網絡，以及身處其中的行動者，共同交織出這

個性互動的社群。 

這種對於「社群」的動態認識，可以補充目前流行病學上「社群群聚感染」

論述的不足，不只將「社群」單純界定為高風險群，經由探討在地的微觀互動與

常民倫理，在集體疾病防治上其實更有貢獻。也就是說，「公共衛生」不能只考

慮到國家或個人的角色或責任，更應該促成一種「以社群為基礎」的集體行動，

經由社群成員自發性的互助來保障「我們」的健康。 

Adam（2005）即指出，加拿大在早期 HIV 擴散時，政府和公衛系統並沒有

正視此問題，此時民間同志團體致力於提倡同志社群的自我管理以因應 HIV 的

威脅。這種社群內部的自我倡導有別於後來國家政策提倡的「風險承擔的個人責

任」理念，當初社群內部之所以能成功減少 HIV 傳播，是基於社群內部集體風

險控管的「為彼此負責」邏輯，並非假設大家都是潛在的感染者，而是務實地在

性互動中以彼此的互助來控制傳染風險（Weeks, 1995）。 

在此我想進一步指出，這種社群互助的邏輯，是根基於「我們」的彼此關心。

這不只適用於感染者，同時也適用於非感染者；不只適用於已告知狀態，也適用

於未知狀態。女性主義哲學家 Kittay（2001）認為，我們對於「人」的認識，不

應該侷限於狹隘的理性能力，而更應該看見人維繫關係、照顧關懷彼此的能力。

這種關懷倫理是在具體的性實作過程中發生的，不只是假設彼此都有能力做出風

險管理的理性決策，而是參與性互動的雙方/多方能協商出讓彼此都能自在、安

全的性實作方式。 

 

 

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本章小結：：：：不只是傳染病不只是傳染病不只是傳染病不只是傳染病 

當自我與他人發生關連時，疾病的殊異性與尖銳性不得不浮現。傳染病不只

是生物學上的病毒、體液和血液，更是一個社會互動與倫理的議題。 

我的研究對象是那些已知自己感染的人。防疫漏洞的責任，我認為很難完全

歸屬於哪些特定的群體；但絕對不能只歸於那些勇於面對自身感染事實與處境的

人。在本章中，我呈現了感染者存在一種「關心自己—關心他人」的實作倫理，

這是基於自己是個「帶病者」、以及真實的生活經驗而來的省思；這種省思就算

發生了不安全性行為，也仍然存在。在政策上，我們無須將感染者一味地視為「危

險的傳染源」，而是必須更進一步理解感染者作為一個「人」的倫理判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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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倫理判斷在人我關係與疾病防治上的意義。 

感染者的性實作路徑與一般人有所不同：一般人傾向於短暫性互動中戴套、

而長期關係中可能容許不戴套；但感染者相反，如果想和對方發展長期關係，通

常會戴套以保護對方，對短暫的性對象才容許不戴套。然而這種「容許」往往是

偶發的，絕大多數的感染者仍然不希望對方被傳染，也不希望自己因此交叉感染

或得到其他疾病。因此，我試圖提出「社群互助主義」的倫理方案，以修正「為

自己負責」的新自由主義倫理。此外，流行病學上「社群群聚感染」這種說法過

於同質與簡化，容易使男同志社群被一概地污名化，因此必須檢視其中細微的動

態過程與異質性，才能有較完整的理解，並且在公衛工作上提供更有效的對策。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我認為感染者的「性權」是在實際互動中協商出來

的。在這些討論中，我試圖開啟感染者與非感染者（或確切地說，尚未驗出為感

染者的人）之間的對話；我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標準的安全原則，警告非感染者

一定要遠離感染者，只因為感染者「很危險」。或許戴套性行為對一般人來說，

只是預防未知威脅的不得已的防範措施；一旦面對一個已知的感染者時，可就不

這樣想了；只要是和感染者做愛，就算戴套，就是很危險。但這種擔心其實不盡

然有道理：跟一個已知的感染者做愛、而採取彼此都可接受的性行為模式，和在

未知的狀態下發生性行為、而採取「有限」的安全性行為（例如口交和偶然發生

的不戴套肛交），哪一個比較危險呢？ 

在「我們」這個社群、這個世代裡，必須準備好身邊隨時會出現感染者；甚

至自己也可能成為感染者。在生命的機緣中，也許就在某個生活場景裡、甚或是

枕邊，他們可能隨時準備著要跟你說：「我是感染者」，就看你準備好了沒。這也

提醒了我們，必須面對、思考自己與 HIV 之間的關係，這是一段重新認識自己、

重新思考自我與他人關係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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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第五第五第五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不只是疾病不只是疾病不只是疾病不只是疾病 

 

整個一代的男同志正在這麼做，照顧彼此，安葬彼此，其間能有多少次緩刑，

就爭取多少。當然，這也要看這一切觸及了你有多深，當時你感覺到了多少，最

靠近你的關係也正是你真正的一切所有。 

                     Paul Monette（楊月蓀譯，2008：374），《借來的時間》 

 

《借來的時間》一書紀錄了 HIV 初流行時期的美國男同志感染者處境，作

者 Monette的時代背景—1980年代，那時人們對 HIV 所知有限，HAART 藥物也

尚未問世，死亡的威脅如此立即、切身、如影隨形。值至今日，儘管 HIV 仍無

法治癒，但 HAART 藥物與醫療檢驗技術仍足以支撐感染者度過一段不算短的精

彩人生。或許，我們不再需要安葬彼此；但我們仍需要照顧彼此。 

台灣自 1984年出現第一個 HIV 感染者至今已 25 年了。在我們這個與愛滋

共處的年代裡，我們卻仍然把愛滋視為不可言說的禁忌、把感染者視為不可見的

他者。愛滋被理所當然地當成一個社會問題，所以我們要揪出問題的來源與製造

者，以保護無辜大眾的健康與安全。近年來，我們將問題的焦點一度從男同志轉

移到靜脈注射毒癮者，而今又轉回到男同志身上，尤其當新感染者的年齡層逐漸

下降，年輕的男同志成為被關注的主要對象。 

本研究的受訪者為活動於台北都會地帶、年齡介於 22 至 40 歲之間較為年輕

的男同志感染者，這群人正是當前愛滋政策所關注的主要對象。如果我們從目前

男同志社群（以民間同志團體為主）與國家公衛系統之間最主要的爭論點—男同

志是否為高風險群—來看，可以發現這個爭論對於「男同志」與「愛滋」之間污

名的脫勾或許有幫助，卻排除了男同志感染者作為同志社群一份子的真實生活經

驗。這個爭論也沒有觸及真正的問題核心；在本研究中，我已經指出真正的關鍵

在於「行為」與「生活型態」，如果我們對此沒有更深入、細微的理解與討論，

那就只能流於男同志作為「群體」的「流行病學建構」與「擺脫集體污名」之間

的浮面爭論與拉扯，卻無益於男同志社群集體的健康與福祉。 

更進一步地，我認為我們應該重新認識愛滋之於男同志的意義，而從感染者

的經驗出發，或許能幫助我們開啟這個重新認識的過程。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個真

實的感染者生命，我們的理解從「危險的傳染源」轉移為感染者作為一個「人」，

於是我們可以試著重新連結感染者生命與男同志流行病之間的脈絡。事實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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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的現象並非自外於主流的「邊緣」，而是都市社會中的「縫隙」，這個「縫隙」

是內在於整體社會紋理之中。男同志感染者的疾病與生活經驗，不能脫離整體醫

衛系統、男同志文化與社會關係的脈絡來理解，但這些豐富異質的經驗也絕非標

準化的專家知識所能框架。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過於浪漫地展現感染者陽光健康的

那一面，而忽略了個人默默面對的病苦不適；但他們也不是深陷身體病苦與社會

結構的重重限制之中，而是有著關照自身的身體/生命能動性。 

我試圖以社會及文化的視角，重新理解傳統上被歸為醫學、護理、公共衛生

領域的研究議題。在生物學與行為科學的知識脈絡中，病者的自我照顧被認為個

人行為或效能問題；在當今新自由主義滲透的生活世界中，自我照顧被視為個人

的責任。而本研究希望呈現的是：病者的疾病經驗與自我照顧可以有不同的認識

途徑。如果我們將疾病問題還原為倫理問題，疾病事件則開啟了一段對生命重新

認識與反思的過程，而病者的自我照顧實作則反映了一種關照自我的倫理，是帶

病主體對自身生命的治理。因此，經由探討「自我照顧」這個看似技術性的經驗，

我更核心的關懷其實在於：病者如何面對帶病狀態中自身的生命處境。 

我的研究取逕，是將疾病「浮現」的生活場景：就醫、服藥、病苦感的出現、

養生法、性實作等感染者切身體會到疾病存在的時刻，作為探究的起點。在這些

看似平淡無奇的日常動作中，感染者隨時可能被提醒自己是一個病者，是一個與

「正常人」不同的人。在生活中的細微枝節裡，感染者隨時要面對可能發病的焦

慮、維持 CD4 與身體狀況的焦慮、以及跨越人我界線的焦慮。感染者對於生病

這個醫學上的「事實」，有著某種心理深層的抗拒感。這種感覺是隱晦的，但經

由一些具體事件而表露出來：抗拒吃藥、不安全性行為、積極的養生法、規律的

生活...等等。這些看似「健康」與「不健康」對立的作法，其實都反映了同一件

事：對於「生病」與未來不確知的潛在焦慮。 

然而，每個人表現這種焦慮的方式不盡相同，自我照顧的方式也異質而多

樣，這與感染者的患病處境、生活情境與社會脈絡有關。如果我們回到感染者的

生活經驗來看，可以發現常民的自我照顧實作是在日常生活中點點滴滴，在動態

過程中權宜而「做」，儘管不完全符合專業知識與體制涵納的範疇，然而卻也並

非反體制、反社會的極端者。感染者以種種行得通（making do）的方式，重新

編排、重新使用，並再現出各種異質的技法，而這一切都依靠環境所能提供的可

能性。因此感染者並非逃離這個強加於他身上的體系，而是在它的法則中建立起

一個有創造力的不同可能性（De Certeau, 1984）。這是一種實作而生的自我照顧

知識，做了之後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做，同時也是在帶原生涯中面對各種不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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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試試看」的自身知識與實作感。 

基於以上的理解，我們可以試圖翻轉「具備知識的專家」與「負責任的病人」

的二元架構。我們可以重新再思考：「好病人」如何界定？有別於「為自己負責」

的專家理性模式，本研究強調的是一種常民的自我理性模式，感染者本身即是帶

病生活中的專家，「負責任」的方式也不見得完全遵從醫衛系統的期待，而是以

自己親身實作的方式在關心自己。或許「體制」與「病者的生活世界」之間有著

某種經驗上的斷裂，但事實上，兩者處於動態地相互拉扯與嵌合的過程當中，經

由感染者當下的日常實作而發生意義。 

因為無法治癒、但也沒有立即的生命威脅，在漫長的帶原生涯中，感染者關

心的是「如何好好活下去」，亦即一種「自在」的生存美學。這種「自在」是一

種帶病生活中的生存心態，並不是「我要勇敢對抗病毒」或是「算了吧！聽天由

命」這麼簡單而已，而是在具體而微的每日操作中，實作出的一種身體習性、一

種慢性病人生活風格。從這個觀點出發，或許我們可以把「生活品質」看成是帶

病者的生存美學實作，而不只是科學測量的結果。因此，「自我照顧」並不是「因

為生病，所以我要好好照顧自己」，不只是變項與變項間的關係，而是一種生活/

生存的路徑，在多重的社會情境中匍匐而行，隨機應變，像是一條蜿蜒而富變化

的逕流（林文源，2009）。生病這件事，是對自身生命處境的提醒與關照，而「自

我照顧」的日常實作則具象化了這種自我倫理學。 

 

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研究限制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與建議 

我的研究如同許多同志相關研究，具有強烈的「台北性格」。儘管這不見得

可以單純視為「研究限制」一筆帶過，但這的確是相當值得反省的面向。如同許

多年輕男同志，我在考上大學後就一心飛往台北這個「同志天堂」，深受台北都

會男同志文化的浸濡，對於台北以外的男同志生活面貌，所知相當有限而且浮面。 

然而，我認為就本研究的價值而言，這不必然成為限制，因為我的研究基於一個

重要的脈絡，即「生活型態/風格」。台北都會男同志的生活風格具有某種同質性，

但也存在不可忽略的異質性，經由深入探討這些相同背景和其中存在的差異，本

研究就發揮了我所期待的一個價值：重新認識男同志社群與流行病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亦有取樣上的限制，沒有納入以下群體：完全無法接受自己感染事實

的人，「刻意地」拒絕服藥、中斷就醫或不安全性行為者，發病狀態接受醫療照

護者，以及「純粹的男性間性行為者」或雙性戀者。此外，本研究的受訪者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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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中產階級的生活風格（不見得是經濟上中產，而是生活方式與文化上的「中

產階級風格」），沒有納入足夠的異質群體進行深入的比較。除了藍領勞動者外，

我也曾在三溫暖遇過年紀較小（約 20 歲上下）、沒有在就學、工作不穩定的一群

男同志，我觀察到他們對於無套性行為似乎抱持著見怪不怪的態度，讓我非常好

奇他們的經驗。然而本研究並沒有找到這樣的已感染者。 

對於未來研究的建議，或許可以比較男同志與其他感染社群（異性戀、性工

作者、靜脈注射毒癮者）的生活風格與社會處境，比較這些不同文化社群的疾病

與生活經驗。尤其是本研究中的男同志普遍具有較高的文化資本，如果與文化資

本較低的靜脈注射毒癮者的生命經驗做比較，應該會更有助於我們理解疾病經驗

的社會文化脈絡。另外，我也建議能進一步研究雙重慢性病者—例如 HIV 與結

核病、精神疾病或肝炎帶原等—的共病處境與自我照顧經驗，能讓我們對慢性病

的生活形貌與自我照顧有更豐富而深厚的體會。 

 

實務與政策建議實務與政策建議實務與政策建議實務與政策建議 

    本研究從「常民知識」的角度出發，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究竟是為誰而生產

「健康知識」？是為了專家？還是為了俗民大眾？因此，我們必須要問：「誰」

的知識被真實地呈現出來？從這裡反省我們的愛滋政策與實務，我們必須強調健

康行為的社會文化脈絡；如果公共衛生政策與人們日常實作之間要發生關聯，那

麼「健康知識」就必須納入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與隱微知識。 

  在面對感染者的實務中，我們必須將疾病經驗視為一整體性的「帶病生活」

經驗。我們不能否定「病苦」是一種實存的身體經驗，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把它視

為個人的生活危機與轉機。另外，我們也應該「探究疾病意義的結構：疾痛意義

構成的方式，產生意義的過程，決定意義以及被意義所決定的社會環境和心理反

應」（方筱麗譯，2010：220）。在長期帶病生涯中，「不確定性」是慢性病者共有

的經驗，我們不能期待病者以標準化的方式來處理自己的病苦，而忽略了疾病與

治療是在一動態過程中不斷協商與重組的生活經驗—即「與病共處」的風格化生

存藝術。在政策層次上，我們也必須反省「責任個人化」的新自由主義式倫理，

重新思考一種社群集體、風險分攤的關懷/互助倫理，並從中發展出在地的、以

社群為基礎的公共衛生行動。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結論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78 

1. 在醫療與個案管理實務上，納入「實作」的動態觀點以修正行為主義邏輯，

非以標準化的知識來指導感染者，而是讓感染者能思考自身的社會處境與生

活條件，發展出適合自己生活風格的自我照顧模式。 

2. 在社群層次上，試圖以「關懷倫理學」作為社群互助的公衛行動方案。 

3. 在政策層次上，修正將問題與責任歸於個人的邏輯，重新強調健康的集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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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                                         

訪談說明書訪談說明書訪談說明書訪談說明書 

親愛的朋友您好： 

    我是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的碩士生陳馨傑，想了解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您在日常生活中如何

照顧自己照顧自己照顧自己照顧自己，非常希望能在訪談過程中聽您分享寶貴的經驗。 

    以下以條列方式幫助您盡快了解訪談進行的方式。 

    關於訪談的形式： 

1. 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原則上，，，，我們一對一進行訪談一次我們一對一進行訪談一次我們一對一進行訪談一次我們一對一進行訪談一次，，，，約約約約 1 到到到到 1.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如果事後有需要的話，會再徵求您的同意後多訪一到二次，不會超過 1

小時。 

如果事後有需要的話，會再徵求您的同意後進行團體訪談。 

2. 基於論文撰寫上的需要，訪談過程會全程錄音訪談過程會全程錄音訪談過程會全程錄音訪談過程會全程錄音，並於事後將錄音檔謄打成

逐字稿，逐字稿全文會寄給您。訪談過程中您可以隨時要求停止錄音訪談過程中您可以隨時要求停止錄音訪談過程中您可以隨時要求停止錄音訪談過程中您可以隨時要求停止錄音。 

訪談的錄音檔及逐字稿完全用於論文撰寫之用訪談的錄音檔及逐字稿完全用於論文撰寫之用訪談的錄音檔及逐字稿完全用於論文撰寫之用訪談的錄音檔及逐字稿完全用於論文撰寫之用，，，，絕對不會外流或另做他絕對不會外流或另做他絕對不會外流或另做他絕對不會外流或另做他

用用用用。 

3. 您的身份在論文中會以匿名方式處理您的身份在論文中會以匿名方式處理您的身份在論文中會以匿名方式處理您的身份在論文中會以匿名方式處理，並盡可能模糊化您的個人特質。 

 

    關於訪談的內容： 

1. 請您回憶您當初在篩檢和確診時的過程。 

2. 請您描述您定期複檢時的情形。 

3. 請您描述您跟醫院人員互動的狀況。 

4. 請您描述目前您一天的作息。 

5. 您覺得您在感染之前與之後，自己的身體有沒有什麼改變？ 

6. 若您正在(或曾)服用治療藥物，請您分享您的用藥經驗(包括用藥組合、副

作用、以及服藥上是否遇到困難)。 

7. 您是否有使用其他的補充療法或保健方法？ 

8. 您如何取得照顧自己或維持身體健康的資訊？ 

9. 請您描述您感染後的性經驗。(以您覺得自在的程度和範圍內；當然若您

願意分享愈多，對我的幫助會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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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際訪談過程中，我們不一定會完全照著上面的問題順序進行，這些提問

只是協助您的敘說能較為順利。在我們的訪談中，說故事的主角是您，希望是在

輕鬆自在的狀態下，以聊天的方式分享您的經驗和心得。 

 

    非常感謝您的幫助！ 

 

                                 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   陳馨傑 

                                 TEL：0937115955 

                                 E-mail：pinchntnu@hotmail.com 

                                 112臺北市北投區立農街二段 15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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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附錄二    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訪談大綱 

 

以下的訪談大綱，只是幫助我順利進行訪談的一些提示字眼，訪談過程中並

不會照著這些項目一問一答，而是隨著受訪者的敘說而組織。以下項目可以讓讀

者知道我關切的面向有哪些，但這些不代表全部，因為受訪者隨時可能衍生出其

他有趣的面向。 

 

 

ＣＤ４與病毒量數字 

在抽血前後是否會特別做什麼或避免什麼？ 

用藥組合與決策過程 

換藥的決策過程 

藥物副作用 

覺得身體有變好或變壞？ 

在得知感染後，有任何症狀或不適感？ 

併發身體症狀 

另類或補充療法 

飲食、保健食品 

運動 

作息、睡眠情況 

勞動場景 

社會支持 

與醫師和個管師的互動 

資訊取得 (從哪裡聽來或看來的？) 

性生活與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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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附錄三    「「「「成為個案成為個案成為個案成為個案」：」：」：」：一個一個一個一個過程過程過程過程的描述的描述的描述的描述 

 

讀者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閱讀以下的筆記，我試圖呈現感染者進入體制流

程的一般脈絡；然而隨著就醫地點與個管師的風格不同，這個過程會有些差異。

以下流程的描述，根據 2008 年 11 月 14 日、12 月 18 日的訪談紀錄、以及醫院

個案管理相關文件整理而來。 

 

    我們先看一個 HIV 感染者從篩檢到「宣判」確診的過程：在 Elisa檢驗出陽

性之後，他將被安排進行 Western Blot（西方墨點）複檢，這段時間內他就會先

被分案；Western Blot確診後旋即被通報列管，公衛個管師在 24 小時內通知他盡

速辦理「全國醫療服務卡」，若遲遲不辦卡則會被催促，直到前去辦卡為止；辦

卡後由公衛個管師監督就醫，若需服藥者由國家提供免費藥物以抑制病毒量，門

診並有醫護人員和門診個管師關心他的各種醫療、心理及社會需求。 

日後每四至六個月抽血監測病毒量與 CD4、回診看報告、領藥，公衛個管

師並追蹤他的就醫狀況、生活狀況與性行為。 

「個案」在進行 Western Blot複檢時，個管師首先調查一些基本問題，包括：

來院原因、保險套使用次數、性對象、個案外觀描述、個案問題與處置、個案狀

況評估等。這是「個案」首次正式向這個體系揭露關於自己的私人故事，而以上

述格式化的項目呈現。這份表格會被貼在病歷後，成為醫護人員初步「認識」這

個個案的依據。確診後個案被通知辦理醫療服務卡，此時必須填一份文件，內容

包括「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全國醫療服務卡申請書」、「XXX 政府衛生局個

案管理追蹤調查表」、「XXX 政府衛生局個案就醫過程之醫病關係調查問卷」、

「XXX 政府衛生局全國醫療服務卡發放個案諮商會談紀錄」。這些表格(即便是

「問卷」)都必須詳細填寫，並由個管師確認是否填寫完全。也就是說，個案必

須先接受政府的列管追蹤，才能享有接受醫療的權利。 

其中最關鍵的是「個案管理追蹤調查表」，內容包括：是否原為外國籍；是

否曾變更過性別；HIV 女性感染者懷孕情形；性傾向；HIV 感染危險因子；HIV

接觸者資料(含配偶)等。 

另外，「個案就醫過程之醫病關係調查問卷」也有些關乎個人的問題，如是

否定期就醫治療；是否注射成癮藥物；得知感染後是否仍有性行為等。 

再看到「全國醫療服務卡發放個案諮商會談紀錄」，以條列式問題由個案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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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勾選或填寫，最後再由「諮商師」(通常為監督填表的個管師)署名；這份表格

的內容概述如下：（1）從得知感染至今，是否一直住在原地址；（2）婚姻狀況有

無改變，以及改變的狀況與原因；（3）個案的職業，疾病是否影響工作，是否改

變工作及其原因；（4）伴侶是否固定，伴侶的性別，與伴侶有無使用保護措施，

在一起過的性伴侶有無接受過檢查，以及是否願意帶朋友前來檢查；（5）是否記

得定期接受複查，以及是否更換過複查就醫的醫院；（6）為了定期關心個案的健

康，個管師對個案而言最好的關懷方式為何，以及個案是否願意與諮商師談論自

己的健康與心情。 

    填完上述文件並取得醫療服務卡後，個案隨即進入醫療過程，檢驗病毒量與

免疫指數並評估是否需要服藥。初診結束後個案須填寫「初診問卷表」，除了個

案基本資料(包括是否有其他性病、藥癮或靜脈注射習慣、輸血、刺青、針灸、

捐血、嫖妓、出國等經驗)以及相關症狀外，還包括個案來源(第一次檢查愛滋病

毒抗體的地點、時間與原因)，家族史(父母狀況、是否與家人同住、何人知道病

情)，以及詳細的性行為資料：性行為，包括同性戀、雙性戀或異性戀；首次性

接觸年齡與對象；最後性接觸日期與對象；性行為型態，包括陰交、口交、肛交、

自慰或其他；性伴侶是否固定；性行為場所；性伴侶人數；是否與外籍人士有過

性行為。就診結束後，個案接受個管師的諮商，並取得一份衛教資料，內容包括

日常生活注意事項、法令規定(個案行為規範)以及回院複檢流程。 

    爾後個案定期接受公衛追蹤，每個列管個案都有一份「個案管理記錄卡」，

公衛個管師詳細填寫關於個案的一切資料，包括個案的定期就醫狀況、服藥順從

情形、生活狀況、健康史與性行為資料、毒品藥物使用史，以及詳細的護理及社

會評估紀錄。「個案管理記錄卡」讓公衛追蹤系統快速有效地掌控任何關於個案

的狀況，透過細緻卻片段的格式化項目描繪出「個案」的樣貌。這些個案的資料

透過表格與統計的技術，使體制得以有效率地建構出關於人口的知識，並成為國

家衛生政策及行政上的重要依據。 

       

以下是一位男同志感染者描述他進入醫療流程的情形： 

 

個管師會從頭到尾跟你解說這個疾病的一些簡介，他會跟你說這個疾病可能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或者有什麼樣的症狀。那他可能會跟你提醒一些日常生活

當中，可能有些東西要避免，他就會舉例，譬如可能生魚片就不要吃，或是生食

的東西儘量不要，最好是注意衛生...之類的東西，就是在生活起居上，還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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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要注意什麼事情。而且他也一再強調，這個東西就是不會有立即的生命危險

之類的，他讓你的恐懼會降到最低，並且讓你信任醫療院所的一些措施，讓你願

意繼續回到醫療院所裡面繼續接受治療。他可能也會跟你講解一些要避免做的活

動，譬如做愛要用保險套之類的。 

我第二次去的時候還是會抽血，那次抽血就是要驗出你的 CD4，就是 T 細胞

的數量，跟病毒數，還要驗肝指數，看你的肝指數正不正常。再來就有醫生跟你

講解，他就直接給你看報告，直接跟你講說這個是代表什麼意思，那醫生應該會

給你一些建議，譬如說 CD4 降到多少的時候，他建議你可能開始要吃藥。那時候

他是建議我，如果你覺得還不需要的話，就再看一下，就再等 3 個月之後再說。

就每 3 個月會追蹤。他就會有這方面的一些 information 給我。 

那你有什麼問題的話，其實就找個管師，他都會給你一些援助，或者是一些

資訊上面的提供。他是有跟我講說，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通常是比較不好的消

息才會打電話給我。其實他的意思是說，平常如果沒事的話，其實他不太會打電

話給病人，因為怕可能騷擾，或是怕你接電話的地點跟時間不 OK。像個管師打

電話來，他第一句話就會問你現在方不方便講話，你可能是在會議當中、你可能

是在辦公室、或什麼什麼的地方，你可能沒辦法講話。所以他也不會常打電話給

你，他打電話給你一定是要求你到醫院，或是要做什麼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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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附錄四   台灣目前可用的抗愛滋病毒藥物台灣目前可用的抗愛滋病毒藥物台灣目前可用的抗愛滋病毒藥物台灣目前可用的抗愛滋病毒藥物 

資料來源：台灣露德協會《藥物治療手冊》，2007 年 10 月版 

 

一、核苷酸反轉錄酶抑制劑 (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RTIs) 

 

 

二、非核苷類反轉錄酶抑制劑（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 NNRTIs） 

藥名  商品名與其他名字  成人每日服藥劑量及注意事項  

衛滋

(Viramune)  

nevirapine  起始劑量：前14天以一天一次，每次服用一

顆200mg錠劑。  

維持劑量：一天兩次，每次服用1顆200mg

錠劑。  

藥 名  商品名與其他名字  成人每日服藥劑量及注意事項  

滋利特（d4T） Zerit, stavudine  一天兩次，每次服用1顆  

40mg膠囊（體重＞60公斤）或30mg膠囊（體

重＜60公斤） 

立妥威（AZT） Retrovir, zidovudine  一天兩次，每次服用3顆100mg膠囊。  

速汰滋（3TC） lamivudine  一天兩次，每次服用1顆或一天一次，每次服

用2顆150mg錠劑。  

卡貝滋

(Combivir）  

(AZT/3TC合併)  一天兩次，每次服用1顆錠劑。（每顆含立妥

威300毫克與速汰滋150毫克）  

惠妥滋（ddI） Videx  一天一次，每次服用1顆  

400 mg膠囊(體重＞60公斤）或250mg膠囊

（體重＜60公斤）。 

濟而剛

(abacavir）  

Ziagen, ABC  一天兩次，每次服用1顆或一天一次，每次服

用2顆 300mg錠劑。  

※ 5%的人會引起過敏性反應，甚至致命。

服藥的最初二個月應該密切注意醫療監測  

克為滋 

(Kivexa)  

(3TC/abacavir合併)  一天一次，每次服用1顆錠劑。（每顆含速汰

滋300mg與濟而剛600mg）  

主要副作用為過敏性皮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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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的人可能會有皮疹等過敏反應，亦可能

造成肝功能異常 

希寧  

(Stocrit）  

efavirenz  一天一次，每次於睡前服用1顆600mg錠劑

或3顆200mg膠囊。  

主要副作用包括頭暈、失眠、多夢等。  

 

 

三、蛋白質酶抑制劑（Protease Inhibitors; PIs） 

 

 

藥 名  商品名與其他名字  成人每日服藥劑量及注意事項  

克濾滿

(Crixivan）  

indinavir  一天三次，每次服用2顆400mg膠囊或每次4顆

200mg膠囊，需要以空腹方式服用，（飯前1小

時或飯後2小時服藥），每日飲用至少1.5公升

的水，以防止產生腎結石，同時避免併用胃藥

或ddl。另一種處方為該藥以低劑量與ritonavir

併用，可以每天服藥2次。  

快利佳

（Kaletra） 

Lopinavir/ritonavir  一天服用兩次，每次服用2顆錠劑。  

或一天服用一次，每次服用4顆錠劑（依DHHS 

guideline不建議用於初次使用雞尾酒療法之病

患）不需冷藏；不受食物影響藥品吸收，空腹

亦可服用。  

諾億亞

（Norvir）  

ritonavir  一天兩次，每次服用6顆100mg膠囊，飯後立即

服藥。  

另一種用法是利用此藥以低劑量與其他蛋白質

酶抑制劑併用，稱為加強型蛋白質酶抑制劑療

法，可以減少其他蛋白質酶抑制劑的服藥次數。 

維拉賽特

(Viracept）  

nelfinavir  一天兩次，每次服用5顆250mg錠劑。  

或一天三次，每次服用3顆250mg錠劑。  

腹瀉是最常見的副作用，和食物倂服可增加藥

物吸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