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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目前對於外籍勞工感染愛滋病毒者入境之作為 

Q1 外籍勞工在臺工作，雇主或仲介可否要求外籍勞工檢驗愛滋病或

提供檢驗結果? 

A1 不可以。 

為尊重愛滋病患者人權並符合國際趨勢，「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已於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

令生效，刪除外籍人士在臺停留超過 3 個月需接受愛滋篩檢相關

規定，衛生福利部配合修正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外

勞入國前及入國後的健康檢查項目，皆刪除愛滋病檢驗項目，不

會再要求檢驗。 

但勞工有感染疑慮，仍可自費檢驗，至於檢查結果，依法醫療

機構只能將告知當事人，不得通知雇主，雇主如在招募及僱用外

勞時，要求篩檢或提供愛滋病檢查結果等非屬就業所需的隱私資

料，將會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規定，依法可處新臺幣 6 萬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將對雇主後續申請聘僱外勞案件不予核發或

廢止招募許可及聘僱許可之一部或全部。 

另外，人力仲介公司若受雇主委任，要求勞工篩檢或提供檢

驗結果，亦將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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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若外籍勞工來臺後感染愛滋病毒，是否會被遣返出境呢？  

A2 我國自民國 104 年 2 月 4 日總統令公布「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

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已取消外籍愛滋

病毒感染者之入境、停留及居留限制，因此外籍勞工不須因其感

染愛滋而被遣返回國。  

Q3 感染愛滋病毒的外籍勞工，在臺是否有相關愛滋治療費用的補助? 

A3 我國政府不補助外籍人士在臺開始服藥治療愛滋的二年內醫療

費用；至於服藥 2 年後治療費用，若有加入我國健保者，則依健

保署之規定辦理，相關問題可洽健保署諮詢服務專線 0800-030-

598。 

Q4 若外籍勞工在臺感染愛滋病毒，每年治療費用為何? 

A4 每年治療費用約新台幣 30 萬元(約美金 1 萬元)，因此建議外籍勞

工可先於母國接受愛滋病毒篩檢，了解自身健康狀況；如果為愛

滋病毒感染者，建議留在母國接受治療；此外想來我國的工作者，

可先行購買醫療保險，以免造成個人財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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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 外籍勞工若在臺染愛滋，雇主可否遣返外籍勞工或廢止其聘僱許

可? 

A5 不可以。 

外籍勞工罹患愛滋病，其工作權益仍應給予保障。因愛滋病

已非健康檢查檢驗項目，無法僅因外籍勞工罹患愛滋病而廢止聘

僱許可，外籍勞工如罹患愛滋病，若其欲返回母國仲介或雇主應

協助其完成解約驗證等程序，若其仍有意願留臺工作，經與原雇

主達成合意，可辦理轉換雇主並由有意願承接之新雇主聘僱。此

外，患有愛滋病的外籍勞工，於勞動部規定等待轉換雇主期間，

倘無雇主願意承接，仍須於期滿後由原雇主安排出國。如與雇主

發生勞資爭議，符合勞動部安置相關規定，經地方政府認定雇主

無法妥善照顧，仍可予以安置。 

Q6 罹患愛滋病的外籍勞工，若在就業時受到歧視或不公平待遇，該

怎麼辦? 

A6 外籍勞工除可向雇主提出申訴，如對於該項申訴處理有延遲或對

處理結果不服，亦可透過 1955 或自行向當地勞政主管機關提出

申訴(如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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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協助感染愛滋病毒的外籍勞工取得醫療專業之資源 

Q7 如果外籍勞工檢驗出感染愛滋病毒後，該怎麼辦？  

A7 由於愛滋病在臺灣屬於通報列管的疾病，因此當外籍勞工在醫療

院所檢驗確定感染愛滋病毒時，醫院會通報衛生單位，有衛生單

位人員主動與之聯繫，後續則會並給予相關諮詢與適度的協助，

並協助轉介至醫療體系(如愛滋病指定醫院，詳如附錄 2)，因此不

用過度擔心。如有就醫相關問題也可洽各縣市衛生局(附錄 3)。 

Q8 愛滋病指定醫院是什麼，要如何尋找最近的愛滋病指定醫院呢? 

A8 愛滋病指定醫院為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指定設立之愛滋病特

約醫事機構，它可提供愛滋病相關的篩檢、諮詢服務及醫療照護，

若您需尋找離自己最近之指定醫院，可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網站搜尋 (專業版/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疫缺乏

病毒感染/治療照護/指定醫事機構(醫院,藥局) /愛滋病指定醫事機

構名單)。 

Q9 臺灣的愛滋病指定醫院，是否僅對本國人提供服務呢? 

A9 愛滋病在現今醫療科技下已可服藥控制，臺灣目前共有 62 家愛

滋病指定醫院及 1 家指定藥局，來協助愛滋感染者醫療服務，且

無論是本國人或外籍人士，都可提供必要的醫療照護，但目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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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政府不補助外籍人士在臺開始服藥治療愛滋的二年內醫療費

用；至於服藥 2 年後的醫療費用，若有加入我國健保，即依健保

署規定辦理。 

Q10 國內還有哪些資源及管道可尋求協助? 

A10 目前臺灣除有前列之愛滋病指定醫院及縣市衛生局(所)外，還有

民間團體(如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臺灣露德協會等，詳如附錄 4)，

協助辦理如愛滋病衛教宣導、篩檢、諮詢及個案輔導等服務，此

外也有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等資源(如附錄 5)，皆有提供服務及

諮詢。你可以找離你居住地最近的地點尋求協助。更多愛滋病的

相關資訊也可上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或可撥打 1922

詢問。 

Q1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是否有提供免付費專線可洽詢呢? 

A11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已設有 24 小時免付費專線，若有任何傳

染病相關疑問即可撥打疫情通報及關懷專線 1922 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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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愛滋病衛教宣導內容 

Q12 什麼是愛滋病? 

A12 愛滋病又稱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它是由愛滋病毒（HIV）侵犯

人體免疫系統所引發的疾病。感染愛滋病毒的人，通常不會立即

發病，感染初期的症狀與感冒類似。但這種病毒卻會在無形中，

持續在體內繁殖，使感染者逐漸喪失免疫力，甚至死亡。 

Q13 愛滋病的傳染途徑? 

A13 愛滋病是透過血液與體液交換而感染的，因愛滋病傳染途徑特定，

因此當與朋友/學生正常相處時並無被傳染之虞，其感染途徑如下； 

(1). 性行為感染：不安全的性行為(無固定單一性伴侶、沒有全程

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 

(2). 血液感染：與感染愛滋病毒者共用針具（針頭、針筒、稀釋液）

或刮鬍刀、牙刷等尖銳器具。 

(3). 垂直感染：感染愛滋病毒的母親，也可能經由懷孕、生產及哺

餵母乳等過程，由母體直接將愛滋病毒傳染給新生兒。 

Q14 愛滋病的症狀? 

A14 感染愛滋病毒的初期，有些人不會有任何症狀，有些人則在感染

後初期數週或 1-2 個月出現：發燒、頭痛、皮疹或頸部淋巴腺腫

等症狀，這些症狀類似感冒，通常在 1-2 周內消失，易被誤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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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的相關症狀甚為複雜，全身性症狀如體重減輕、食慾不振、

持續且經常性的皮膚發疹。 

Q15 感染愛滋病毒後，是不是很快就會發病死亡? 

A15 許多人都認為感染愛滋病毒 (HIV)後很快就會惡化成愛滋病

(AIDS)，但並非所有感染愛滋病毒(HIV)患者都會變成愛滋病

(AIDS)，目前已發展很好的藥物，可控制患者體內病毒量，使其

活得更健康。因此若真的感染了愛滋病毒，獲知感染後無須驚慌，

主動積極早期治療且持續規律服藥，可與非感染者擁有一樣的生

活品質。 

Q16 針對感染愛滋病毒的外籍勞工，有需要規劃特別的生活嗎? 

A16 感染愛滋病毒的外籍勞工在臺灣的生活應與一般人相同，不需要

做特別的安排。但必須按時服藥，並積極治療。 

Q17 若有發生疑似暴露愛滋病毒的事件(如接觸到血液等)，該怎麼辦？ 

A17 面對此狀況，在不知感染風險大小的情況下，可先撥打衛生福利

部疾病管制署 1922 諮詢專線洽詢，並於暴露後儘快前往愛滋病

指定醫院就診，由醫師了解暴露情形，評估是否需使用愛滋病毒

預防性投藥。 

Q18 若懷疑自己可能有感染愛滋病毒的話，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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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 您可以至全臺的篩檢服務地點來檢測及諮詢，目前相關資源如下： 

(1). 匿名篩檢：為保護個人隱私，目前全台有 41 家醫院有提供匿

名篩檢服務，其中有 7 家醫院提供網路預約服務，分別為衛

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

分院、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高雄榮民總醫院、義

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和花蓮慈濟醫院。民眾可透過匿名

諮詢網來評估愛滋感染風險後，不用掛號也不須留下個人基

本資料，即可連結至這 7 家醫院來網路預約。 

(2). 各縣市衛生局(所)、同志健康中心、民間團體(例如紅絲帶基

金會、同志熱線、露德協會等)，也提供免費篩檢服務。 

Q19 什麼情況下需要進行愛滋病毒篩檢呢? 

A19 若曾有發生不安全性行為(如發生未戴保險套的性行為)，或共用

針具等，就應進行愛滋篩檢，而對於性伴侶數眾多、頻繁更換性

伴侶、性行為伴隨用藥或酒精等發生不安全性行為風險較高的人，

則應該至少每半年檢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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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縣市勞工行政主管機關 

名 稱  專 線 電 話  

臺北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2-25502151 

高雄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7-8117543 

新北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2-89659091、02-89651044 

桃園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3-3344087、03-3341728   

新竹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3-5320674  

新竹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3-5520648    

苗栗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37-559058、037-370448  

臺中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4-22289111 

南投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49-2238670  

彰化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4-7297226、04-7297228 

雲林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5-5338086、05-5338087 

嘉義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5-3621289  

嘉義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5-2162633  

臺南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6-2951052、06-2991111 

06-6328407   

屏東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8-7510894  

基隆市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2-24278683、 

02-24201122轉 2207、2208 

宜蘭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3-9254040 

花蓮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38-239007、038-220931、038-232582  

臺東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89-328254轉 369 

澎湖縣外勞諮詢服務中心  06-9267248 

金門縣外勞查察暨諮詢服務中心 082-373291 

連江縣外勞查察暨諮詢服務中心 0836-25022轉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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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指定醫事機構及指定藥局 

所在縣市 醫療院所名稱 

臺北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三軍總醫院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 

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基金會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台北長庚紀念醫院 

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 

新北市 

財團法人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醫院淡水分院 

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附設亞東醫院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北慈濟醫院 

基隆市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 

宜蘭縣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 

國立陽明大學附設醫院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金門縣 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 

桃園市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新屋分院 

新竹市 

馬偕紀念醫院新竹分院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新竹分院 

倫洋藥局 

苗栗縣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臺中市 

臺中榮民總醫院 

林新醫療社團法人林新醫院 

衛生福利部台中醫院 

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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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醫療院所名稱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台中慈濟醫院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彰化縣 

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員林基督教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秀傳紀念醫院 

秀傳醫療社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南投縣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 

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 

雲林縣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雲林長庚紀念醫院 

新生松藥局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臺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 

嘉義縣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大林慈濟醫院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衛生福利部嘉南療養院 

高雄市 

高雄榮民總醫院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高雄市立大同醫院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雄市立民生醫院 

人和藥局 

澎湖縣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屏東縣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衛生福利部屏東醫院 

家安藥師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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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縣市 醫療院所名稱 

花蓮縣 
醫療財團法人佛教慈濟醫院 

臺灣基督教門諾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 

台東縣 馬偕紀念醫院台東分院 

 

資料更新：106年 

愛滋病指定醫事機構每年會更新，請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感染/治療照護/指定醫事機構，下載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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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各縣市衛生局 

衛生機關名稱 電話 

基隆市政府衛生局 02-24230181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03-9356519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02-23759800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2-22577155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03-3340935 

新竹市政府衛生局 03-5723515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03-5518160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037-338250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04-25265394 

彰化縣政府衛生局 047-115141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049-2222473 

雲林縣政府衛生局 05-5373488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05-2338066 

嘉義縣政府衛生局 05-3620600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06-2679751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07-7134000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08-7379006 

花蓮縣政府衛生局 03-8227141 

臺東縣政府衛生局 089-331171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06-9270508 

金門縣政府衛生局 082-330751 

連江縣政府衛生局 0836-2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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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臺灣愛滋民間組織 

名稱 網址 

臺灣關愛之家協會 http://www.hhat.org/ 

台北市愛慈社會福利基金會 http://www.aidscare.org.tw/ 

台灣露德協會 http://www.lourdes.org.tw/index.asp 

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http://www.taiwanaids.org.tw/ 

台灣預防醫學學會 http://www.aids.org.tw/ 

中華民國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 http://praatw.org/ 

台灣愛滋病學會 http://www.aids-care.org.tw/ 

中華民國台灣懷愛協會 http://w3.csmu.edu.tw/~aidscare/ 

台灣愛之希望協會 http://www.lovehope.org/ 

台灣世界快樂聯盟 http://www.hiv.org.tw/hiv/ 

杏陵醫學基金會 http://www.sexedu.org.tw/ 

護理人員愛滋病防治基金會 http://www.napf.org.tw/ 

台灣愛滋病護理學會 http://www.tananurse.org.tw/index.php 

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https://hotline.org.tw/ 

台灣誼光協會 http://www.lofaa.org.tw/ 

中華民國社會工作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http://www.nusw.org.tw/ 

請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

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相關連結/民間團體，下載更新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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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 

單位名稱 地          址 服務時間 電    話 

大台北同學會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

路二段 250號 5樓 

週二至週六，13:30至

21:30 
02-22505110 

彩虹酷兒健康文

化中心 

台北市中正區羅斯

福路二段 70號 9樓

之 4 

週二至週日，14:00至

22:00 
02-23920010 

風城部屋 
新竹市民族路 25號

6樓 

週二至週六，14:00至

22:30 
03-5237969 

台中基地 
台中市北區錦新街

28號 8樓 

週三至週日，14:00至

22:00 
04-22266910 

陽光酷兒中心 
高雄市河南一路

120號 2樓 

週三至週一，14:00至

23:00 
07-2351010 

當我們同在一起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

街 100號 5樓 

週一至週五 08:00至

18:00；週六 19:00至 20:00 
02-23703738 

性福巴士 192-1

號 

新北市板橋區英士

路 192-1號 9樓 

 週二至週三 17:00至

20:00；週六 14:00至 17:00 
0800-001-069 

基隆市 G籠同學

會 

基隆市安樂路二段

164號 5樓(安樂行

政大樓 5樓) 

週一至週五 13:00至

21:00；週六 13:00至 17:00 
02-24315016 

小桃宜蘭的家 
宜蘭市健康路 2段

2-2號(健康大樓) 
週一至週五 08:00至 18:00 03-9356519 

桃緣彩虹居所 

桃園市桃園區大興

西路二段 61號 13

樓(桃園服務處) 

週五 17:00至 21:00、週六

13:00至 21:00(桃園服務

處) 
0920-6966103 

桃園市中壢區榮民

路 165巷 6號 2樓

(中壢服務處) 

週二、週四 17:00至

21:00(中壢服務處) 

彩虹風城 新竹市集賢街 3號 

週二至週四，15:00至

19:00；每月第二個星期

六，13:00至 16:00 

03-5249596 

彩虹山城

~Rainbow miaoli 

苗栗縣後龍鎮大庄

里光華路 373號 1

樓 

週一至週五 08:00至

17:00；(每週三延長至晚間

8點及每月第一及第三週

星期六上午 8點至中午 12

點) 

037-72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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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地          址 服務時間 電    話 

彩虹城堡 
台中市豐原區中興

路 136號 

週一至週五 10:00至

19:00；週六 8:00至 12:00 

04-

25265394#69

10 

彩虹奇蹟健康諮

詢服務中心 

彰化市中山路 2段

162號 

週一至週五，08:00至

21:00；週六 13:00至 17:00 
04-7114560  

志投道合 南投市復興路 6號 

週一至週五，08:00至

17:30；週六、日 8:00至

12:00 

049-2220740  

雲林彩虹工作坊 
雲林縣斗六市鎮西

里公園路 75號 

週一至週五，08:30至

17:30 

05-5322226、

05-5345811  

祈晴天地 
嘉義市德明路 1號

(衛生局 1樓) 

週一至週五，08:30至

17:30 
05-2341150 

諸羅部屋 
嘉義縣民雄鄉中樂

村文化路 7之 2號 

週四至週六，13:00至

21:00 
05-2266910 

南方彩虹街 6號 
台南市南區南和路

6號 
14:00至 22:00，週一公休 06-2631841 

彩紅逗陣聯盟 
高雄市苓雅區凱旋

二路 132-1號 
請電話洽詢 

07-

7134000#134

9、1351 

向日葵健康中心 
屏東縣內埔鄉學人

路 257號 
週一至週五，8:30至 17:30 08-7786950 

屏水相逢健康中

心 

屏東市自由路 272

號 2樓 

週一至週五，8:00至

17:00；週六 9:00至 16:00 
08-7379006 

洄瀾彩虹健康中

心 

花蓮縣花蓮市林森

路 391號 
請電話洽詢 

03-

8227141#318 

資料更新：105年 

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聯絡資訊持續更新，請至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

網(http://www.cdc.gov.tw/)/專業版/傳染病介紹/第三類法定傳染病 /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感染/相關連結/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下載更新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