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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14-2015是令人警醒的一年。在新呈報感染個案中，20至29歲組別首次超越其他

年齡組別，成為佔最大比例的一羣。涉及男男性接觸者的個案數字持續上升，佔

新增個案的60%，創歷年新高。他們的年齡中位數則降至31歲，為過去30年以來最

低。

然而，如我們深入探究，便會發現在這些令人憂慮的統計數字背後，愛滋病的監

測和預防工作已經加強，並取得不少突破。在2014年，由非政府組織發現的新增

個案佔總數的18%，為歷來最高比例，反映非政府組織在診斷愛滋病病毒感染方面

貢獻續增。衞生署已把一些場所和男跨女跨性別人士新加入至愛滋病預防項目指

標調查當中，這將有助把愛滋病的監測工作向前推進。此外，非政府組織推出了

家用及流動測試先導計劃，為診斷愛滋病病毒感染開闢嶄新渠道。

既然愛滋病的流行情況不斷轉變，在策劃新的愛滋病防治措施時，便需要新的觀

點。本年共有八名來自不同背景人士獲委任為顧問局的新成員，當中包括臨牀心

理學家、傳媒專家和資深青年輔導員，他們的經驗及專業知識將有助應對不斷轉

變的愛滋病疫情。這年內顧問局有幸邀請到愛滋病學專家顧問Tim Brown博士和澳

門衞生當局的代表到訪，作出簡報以分享數據資料，讓我們從多個角度了解本港

愛滋病的流行情況。

顧問局面前仍有不少工作。面對眾多不明朗因素，我們必須繼續掌握愛滋病的最

新發展趨勢，探討科學證實有效的介入措施，以及向目標社羣試行新的防治工

作。鑑於愈來愈多證據顯示暴露前預防藥物可有效防止愛滋病病毒傳播，日後在

制訂政策時，值得在這方面進行深入探討。此外，新測試方法、新治療模式、愛

滋病疫苗、家用測試和網上輔導等策略，也值得進一步研究。

來年，顧問局將會着手草擬新一份愛滋病策略。我們期望各政府機構、非政府組

織和相關持份者（包括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患者）能提出具建設性意見，

共同制訂創新方針，對抗愛滋病。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主席

范瑩孫醫生，JP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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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香港的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情況

愛滋病（後天免疫力缺乏症）由愛滋病病毒（後天免疫力缺乏症病毒）所引起；感

染病毒者如不接受治療，半數會在十年間發病。傳播病毒的主要途徑有四個，即性

接觸、注射毒品、血液接觸及母嬰傳染。本港首宗的病毒感染個案，於1984年呈

報。與許多已發展國家的情況一樣，愛滋病流行初期，大多數病者都是經由輸注血

液或血液製品而受感染。其後情況有變，異性及同性的性接觸成為最普遍的傳染途

徑。截至2015年6月30日，經性接觸感染病毒的人士，佔全港呈報個案的76%。因

此，要有效監察及計劃這方面的預防及護理工作，了解現時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

病情況至為重要。

2. 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監測包括一套有系統和持續一貫的監察架構，其

中不可或缺的就是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數據的蒐集、整理和分析工作。至於最

後的監測過程，則包括詮釋及發布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的資料。監測系統所得

的適時資料，成為制定有效預防及控制計劃的重要一環。

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監測

3. 衞生署轄下的特別預防計劃，負責維持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監測系統

的運作。該系統由五個主要環節組成，分別是（a）自願呈報愛滋病病毒感染／愛

滋病個案；（b）愛滋病病毒感染流行情況調查；（c）性病個案量統計數字；

（d）行為調查；以及（e）愛滋病病毒一型基因型鑑定研究，以提供有關愛滋病病

毒感染／愛滋病本地情況的詳細說明。

4. 有關成年人及青少年愛滋病的監測定義，已於1995年由愛滋病科學委員會

制定。最普遍的愛滋病界定疾病是肺囊蟲肺炎，其次是結核分支桿菌感染。

5. 根據相關的愛滋病病毒感染風險而選定進行血清現患率監測的目標人口分

為三類，即（1）有感染風險因素的社群；（2）沒有已知感染風險因素的社群；以

及（3）未界定感染風險的社群。 

甲. 自願呈報 

6. 於1984年開始實施的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自願呈報系統，是一項不記

名的呈報計劃。化驗所及醫生均可使用指定表格第 DH2293號向衞生署呈報新增愛

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及愛滋病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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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截至2015年6月30日，透過這制度呈報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共有7345宗，

其中1607宗已發展成為愛滋病個案。近年，愛滋病個案數字維持在每年大約80宗的

水平。愛滋病個案的數字能穩定下來，部分原因可能是從1996年年底開始採用高效

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療法（或俗稱雞尾酒療法）所致。

8.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以男性居多，截至2015年6月受感染男女比例為4.1:1。

9. 本港的愛滋病病毒感染呈報個案中，大部分（67.7%）是華裔人士。

10. 性接觸仍然是本港最主要的愛滋病病毒傳播途徑，佔呈報個案76.3%。累積

個案中39.2%是透過男男性接觸感染，而37.1%是透過異性性接觸受感染。因注射藥

物而感染病毒的個案至今維持在低水平的338宗（或4.6%）的。截至2015年6月，母

嬰傳染個案共錄得28宗。 

乙. 非聯繫不記名檢查 

11. 自1990年11月起，香港推行非聯繫不記名檢查計劃。2014年毒品治療中心／

機構的戒毒人仕及懲教院所新收囚犯的血清現患率，分別為0.27%及1.04%。 

丙. 選定人口組別的血清現患率 

12.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於2014年對所有捐贈血液進行檢查後，發現其中

0.004%對愛滋病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社會衞生科診所於2014年對病人所作的檢查

中，則發現0.404%呈陽性反應，較上一年（2013年的比率為0.340%）略為增加。 

13. 從2001年開始，醫院管理局轄下所有產前服務診所及衞生署轄下所有母嬰健

康院實施愛滋病病毒抗體普及測試計劃。2014年，共測試了51263個樣本，當中2名

孕婦的樣本對病毒測試呈陽性反應，現患率為0.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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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產前愛滋病測試： 

測試數目 陽性反應
所佔比率

(%) 
不接受測試比率

(%) 

2001 (9月至12月) 12965 7 0.05 3.4 

2002 41932 8 0.02 2.8

2003 36366 6 0.02 3.1

2004 41070 6 0.01 2.1

2005 42750 5 0.01 1.9

2006 43297 9 0.02 2.0

2007 47472 11 0.02 2.6

2008 51737 2 0.00 1.8

2009 51227 7 0.01 1.7

2010 54360 10 0.02 1.4

2011 55984 6 0.01 1.2

2012 53117 9 0.02 1.4

2013 48871 7 0.01 1.5

2014 51263 2 0.004 1.7

丁. 美沙酮診所愛滋病病毒抗體尿液普及測試計劃 

14. 美沙酮診所愛滋病病毒抗體尿液普及測試計劃於2003年在香港試行，並於

2004年在所有診所全面推行。2014年從美沙酮診所收集的6527個測試樣本中，53個

呈陽性反應，所佔比率為0.812%。 

表二.  美沙酮診所愛滋病測試： 

測試數目 陽性反應
所佔比率

(%) 

2003（7月至9月） 1834 9 0.491
2004 8812 18 0.204
2005 8696 28 0.322
2006 7730 28 0.362
2007 7314 26 0.355
2008 7955 37 0.465
2009 7765 38 0.489
2010 7445 36 0.484
2011 6960 37 0.532
2012 6742 42 0.623
2013 6925 47 0.679
2014 6527 53 0.812





圖1：  香港每年愛滋病及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 
1984 – 2014 (N=6993/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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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香港每年感染愛滋病病毒人士之族裔 
1984 – 2014 (N=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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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香港每年感染愛滋病病毒人士之傳染途徑 
1984 – 2014 (N=6993) 

圖4： 香港每年感染愛滋病病毒人士之轉介來源 
1984 – 2014 (N=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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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香港愛滋病患者最先出現的愛滋病界定疾病 
1985 – 2014 (N=1545) 

圖6： 香港每年透過性接觸*而感染愛滋病病毒人士之性別分佈 
1984 – 2014 (N=5332) 

 
 
 
 

 
 

*　 性接觸指異性性接觸、同性性接觸及雙性性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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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香港的愛滋病計劃

15. 香港的愛滋病計劃乃根據本港愛滋病的流行情況及不同社群的需要，以及

愛滋病顧問局的愛滋病建議策略的方針來制定。過去多年，有份參與制定和落實愛

滋病計劃的機構、它們的角色、功能、以及愛滋病防治和支援服務的範疇都隨著社

會發展而經歷了許多轉變（《香港愛滋病計劃發展史》請參考附錄甲）。

16. 現時，有份參與愛滋病計劃制定和落實工作的機構包括以下數類： （甲）

諮詢團體；（乙）衞生署；（丙）其它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以及（丁）非政府組

織。

甲. 諮詢團體 

17. 香港兩個主要經政府委任的愛滋病諮詢團體包括：

(1)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 負責檢討愛滋病的最新發展，並就所有涉及愛

滋病感染方面的政策提供意見；以及

(2) 愛滋病及性病科學委員會 – 屬於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轄下的科學委

員會，負責就愛滋病及性病這兩項公共衞生問題及相關臨床工作提

供技術指導和建議。

18. 另外，愛滋病顧問局轄下的愛滋病社區論壇，為參與愛滋病服務工作的機

構和人士提供了一個分享和交流平台，並讓會員與顧問局委員有直接對話的機會。

乙. 衞生署 

19. 特別預防計劃 – 衞生署轄下的特別預防計劃的服務範疇包括以下四方面：

(1) 臨床項目 － 包括提供愛滋熱線、自願輔導及測試、臨床診治、護

理和心理社交支援等；

(2) 社區健康推廣 － 主要透過「紅絲帶中心」推行，並透過與本港和

地區性的衞生當局和社區機構合作推展多個教育項目和流行病學研

究，並爲非政府組織提供訓練及技術性支援；

(3) 政策擬定 － 為「香港愛滋病顧問局」及「愛滋病社區論壇」提供

秘書處服務及運作支援；以及

(4) 監測及研究 － 與不同持份者合作，通過多個監測系統以監察本港

的愛滋病流行情況，並於每季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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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衞生署其他相關服務

(1) 社會衞生科 － 提供性病預防、輔導及治療；

(2) 胸肺科 － 提供愛滋病／肺結核共患感染管理；

(3) 公共衞生檢測中心 － 提供與愛滋病相關的各項測試；

(4) 美沙酮診所 － 為鴉片類藥物倚賴者推行美沙酮治療計劃及其他緩

害活動；以及

(5) 家庭健康服務及學生健康服務 － 分別向育齡婦女及在校學生提供

性及生殖健康服務。

丙. 其它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 

21. 其他積極參與愛滋病活動規劃的政府部門／決策局包括–

(1) 懲教署 － 參與健康教育及定點監測的工作；

(2) 教育局 － 提供性／愛滋病教育及教師專業發展；

(3) 政府新聞處 － 向大眾宣傳愛滋病預防訊息；以及

(4) 社會福利署 － 為邊緣社群和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有關愛滋病預

防的社會及復康服務。

22. 醫院管理局及其轄下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分別提供醫院臨床服務，

以及確保血液及血製品的安全。成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可於伊利沙伯醫院及瑪嘉烈

醫院的特別內科接受愛滋病治理，而受影響兒童則會被安排到瑪麗醫院及伊利沙伯

醫院兒科部接受護理。

23. 愛滋病信託基金旨在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血友病患者、以及從事愛滋病

預防及病人支援工作和研究活動的機構提供經濟援助。從 2002 年至 2006 年期間，

一共有七十九個項目獲得愛滋病信託基金資助，總資助額達一億零七百萬港元。從

2007 年至 2015 年期間，一共有一百三十八個項目獲得愛滋病信託基金資助，總資

助額達二億二千六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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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非政府組織 

24. 非政府組織於近年積極推行各項愛滋病計劃及相關活動，它們的工作包括

以下幾方面：

(1) 於前綫推行愛滋病預防活動 – 包括場地及網上外展、宣傳和教育、

社區計劃、派發安全套，以及媒體倡導等；近年愈來愈多非政府組

織開展了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及輔導服務；

(2) 為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 – 透過探訪、家居護

理、轉介、免費專車接送及專人陪診、輔導、支援小組及復康計劃

等；

(3) 與政府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 積極參與（1）包括對男男性接觸者、

女性性工作者及其他高風險社群進行的社區性調查；（2）制定指引

；及（3）倡導策略等；以及 

(4) 籌款 – 資助其運作及支援社區計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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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25.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顧問局）於1990年成立。現屆顧問局的職權範圍如

下：

(1) 關注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在本地及海外的趨勢與發展； 

(2) 就有關香港預防、護理及控制愛滋病病毒感染及愛滋病的政策向政

府提供意見；以及

(3) 就預防愛滋病和爲感染者提供服務這兩方面的協調和監察工作提供

意見。

26. 顧問局成員來自社會多個不同界別，特別包括專業人士和社區領袖。顧問

局每屆任期為三年，現在已進入第九屆（2014年8月1日至2017年7月31日）的第一

個年頭。第九屆成員名單已載於附錄乙。

27. 顧問局在本年內研究和審議過的主要事項及文件已載於附錄丙。於2014年

10月舉行的會議上，全體成員一致同意在年報中列出各次會議的整體出席率。顧

問局的23名憲報公布成員在過去四次會議的整體出席率已載於附錄丁。 

28. 顧問局自二零零五年起推行兩層溝通架構，由愛滋病社區論壇負責協調從

事愛滋病預防及護理工作的機構，以及促進各方接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

患者。

愛滋病政策

29. 顧問局於1994年制定了第一份名為《香港防治愛滋病策略》的政策文件。

其後，當局定期檢討本港的愛滋病感染情況以及愛滋病防治項目，並制定了四份

策略文件，分別為《香港愛滋病策略：1999年至2001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

略 － 2002年至2006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 － 2007年至2011年》以及現

正推行的《香港 2012年至 2016年愛滋病建議策略》（策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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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以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專責小組（專責小組） 

30. 因應策略文件有關愛滋病教育的建議，顧問局於2012年6月29日的第79次會

議 中 ， 同 意 成 立 「 香 港 發 展 以 生 活 技 能 為 本 愛 滋 病 教 育 專 責 小 組 （ 專 責 小

組）」。該專責小組的職權範圍包括：

(1) 就鼓勵和支援全校推行以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所需的行政及技

術指引提供意見；

(2) 就籌辦跨界別研討會，提高相關人士對中學生愛滋病及性健康的關

注提供意見；以及

(3) 就籌劃在初中推行以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調查，以及發布調查

結果提供意見。

專責小組名單已載於附錄戊。

建立社群關係

31. 顧問局於 年 月 日參與由衞生署在沙田大會堂廣場舉辦的 年全

球同抗愛滋病運動啓動禮，並由顧問局主席擔任主禮嘉賓。行政長官夫人梁唐青

儀、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衞生署與深圳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澳門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的官員、非政府組織的代表以及公眾人士均有出席，標誌着全城和地區性夥

伴機構在對抗愛滋病方面的共同參與。

2014 11 29 2014

《愛滋病顧問局專訊》、其他刊物及顧問局網頁

32. 《愛滋病顧問局專訊》是顧問局出版的月刊，於1994年1月首次刊發。旨在

讓顧問局成員及社區論壇成員瞭解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的最新流行病學趨

勢，有關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的活動計劃、顧問局及社區論壇會議的討論重

點和愛滋病相關訊息及活動。截至2015年7月該專訊已出版了259期。 

33. 連同《愛滋病顧問局專訊》一併分發的其他刊物包括：《紅絲帶》、《愛

滋病專訊》、《萌》及《滋心話集》。

34. 「 愛 滋 病 顧 問 局 網 頁 」 為 一 雙 語 網 頁 ， 公 衆 人 士 可 到

http://www.aca.gov.hk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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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在匯報期內上載顧問局網頁的資料包括：

(1) 《愛滋病顧問局專訊》（共12期）；

(2)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年報（2013年8月至2014年7月）；

(3) 顧問局會議議程（共4次）；

(4) 愛滋病社區論壇會議議程（共4次）；以及

(5) 《香港2012年至2016年愛滋病建議策略》中期檢討（檢討已在匯報

期內完成，結果已於2015年初上載顧問局網頁，詳情載於附錄

己）。





15 

第四章 愛滋病社區論壇

36. 愛滋病社區論壇於2005年成立，以取代（1）於1999年成立的愛滋病預防

及護理委員會（預護委員會）和（2）接納愛滋病患者促進委員會（促進委員

會）。預護委員會旨在提升本港愛滋病預防及護理活動的質素；而促進委員會則

負責統籌及建議旨在促進社會人士接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患者的策略。

37. 愛滋病社區論壇的主要目標是提供一個平臺，讓參與愛滋病倡導、教育和

服務工作的機構和人士，可直接分享及收取意見和專業知識，從而支援顧問局制

訂愛滋病策略。

38. 愛滋病社區論壇的職權範圍如下 –

(1) 加強顧問局與愛滋病工作的機構及前線工作者的溝通；

(2) 研究及確實愛滋病社區預防工作的需要；

(3) 建議促進接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患者的策略；

(4) 提供一個合作平臺，共抗愛滋；

(5) 透過發展最佳實務與指標，提高愛滋病服務的質素；及

(6) 提倡及促進有關團體的能力發展。

39. 愛滋病社區論壇的成員來自五方面，分別是專責處理愛滋病病毒感染預防

及護理工作的機構、與愛滋病工作有關的主流非政府組織、易受愛滋病病毒感染

社群代表、專業人士以及顧問局委員。第四屆（2014-2017）愛滋病社區論壇的成

員名單，載於附錄庚。

40. 愛滋病社區論壇於2012年6月14日第25次會議開始設有旁聽席，有興趣市

民可先向秘書處登記。

41. 愛滋病社區論壇在本年報匯報期內所研究和審議的主要事項及文件，載於

附錄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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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點工作（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

顧問局和愛滋病社區論壇委任新成員

42. 顧問局第九屆任期由2014年8月開始，有七名成員在服務六年後卸任，另

有八名新成員獲委任。新成員來自不同背景，包括傳媒、醫學、微生物學、法

律、社會工作和民間組織。有兩名新成員獲委任加入愛滋病社區論壇。新成員組

合為愛滋病病毒感染的防控工作帶來新的觀點。顧問局安排了新舊成員到12個非

政府組織進行考察訪問，向成員介紹相關服務。

《香港2012年至2016年愛滋病建議策略》推行情況中期檢討 

43. 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愛滋病社區論壇和顧問局已分別審議《香港愛

滋病建議策略》推行情況的中期檢討。在非政府組織、衞生署和醫院管理局的共

同努力下，大部分目標已經達到或正如期推展，更有不少新措施於去年起試行。

簡介本港的戒毒治療和康復服務

44. 於2015年6月舉行的愛滋病社區論壇會議上，青山醫院屯門酗酒與藥物依

賴組精神科顧問醫生暨成人精神科部門主管林明醫生向各成員簡介濫用藥物的情

況、醫院管理局物質濫用診療所的服務，以及由非政府組織營運的戒毒治療和康

復服務。衞生署則於2014年11月舉辦了一個以濫用藥物為題的工作坊。 

Tim Brown博士以顧問身分進行訪問 

45. 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高級研究員Tim Brown博士於2015年4月到訪香港，

獲衞生署邀請就加強愛滋病監測工作和現行防治措施提供意見。Tim Brown博士在

一星期的行程中，曾與顧問局成員會面，分享對愛滋病病毒流行病學和防治措施

的見解。他也曾與愛滋病社區論壇成員會面，並舉辦為相關持份者而設的愛滋病

流行模型培訓課程。

在社區提供愛滋病病毒抗體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的推行和優質管理

46. 衞生署在愛滋病社區論壇和顧問局的會議上，簡報了2014年及2015年非政

府組織進行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內部審計的結果。結果顯示多個範疇均有進步，

包括參與比率（參與的非政府組織數目由七個增至十個）、設備採購、員工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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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以及測試工具的質量控制。非政府組織對內部審計表示歡迎，認為有助維持

服務質素。內部審計工作會繼續每年進行。

澳門愛滋病病毒感染情況和愛滋病計劃簡介

47. 於2015年7月舉行的顧問局會議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防治愛滋病委員

會委員梁亦好醫生簡報澳門愛滋病病毒的感染現況。新增感染個案中大多為女性

異性性接觸者，但近年男男性接觸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數字也見上升。

展開《香港2017年至2021年愛滋病建議策略》的制訂工作 

48. 衞生署於2015年7月舉行的顧問局會議上，就草擬新一份愛滋病策略的計

劃作出簡報。討論內容包括草擬策略時須考慮的因素、2015年舉行社區持份者諮

詢會議的初步計劃和2016年舉辦的公眾諮詢。顧問局同意有關安排，愛滋病社區

論壇已進一步商討詳情。

非政府組織簡報研究結果：生活技能教育和青年性健康

49. 關懷愛滋向愛滋病社區論壇簡報一項調查結果。該項調查主要研究青少年

對愛滋病病毒和性傳播感染的認識、他們的生活技能和性行為。結果顯示，雖然

青少年對愛滋病病毒和性病有所認識，但他們對保護自己和使用安全套等生活技

能的掌握卻未如理想。關懷愛滋在總結時指出，在支援青年男男性接觸者時，應

着重提供包含生活技能元素的愛滋病教育，而一般性的性教育應擴展至大專院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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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影廊

於2014年10月10日舉行的顧問局第88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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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局對從事愛滋病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機構進行考察訪問（2014年最後一季） 

關懷愛滋 

香港愛滋病基金會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 

香港戒毒會暨培康聯會 
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連心社 
紅絲帶中心 

綜合治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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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14年11月22至23日舉行的京港澳台四地愛滋病論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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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局對從事愛滋病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機構進行考察訪問（2015年第一季）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

青鳥 紫藤

青躍 貝夫人美沙酮診所

香港善導會 午夜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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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Brown博士以顧問身分到訪（2015年4月13至17日） 

 















與非政府組織會面


供政策分析用的愛滋病流行模型工作坊

於2015年4月17日舉行的顧問局第90次會議上作簡報





23 

於2015年6月10日舉行的愛滋病社區論壇第36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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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局對從事愛滋病工作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機構進行考察訪問（2015年第二季）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香港小童群益會

香港彩虹

智行基金會

伊利沙伯醫院

支援社

聖約翰座堂「愛之家」諮詢及服務中心 香港大學愛滋病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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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甲：香港愛滋病計劃發展史（由1984年起） 

香港愛滋病計劃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初期回應階段（1984年至1986年）

 愛滋病專家委員會在1984年11月由前醫務衞生署設立，負責討論及檢討愛滋

病的醫療問題，並在有需要時為監察及治理愛滋病制定所需計劃；

 愛滋病科學工作小組在1985年成立，負責在本港開展及推行有關方面的醫

療、監測及公共衞生活動；並設立愛滋病輔導診所及熱線電話；

 香港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實施血液測試來確保供應經過熱處理的安全血液

及其製品；

 設立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監測系統； 

 為易受感染人士提供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服務 。 

2. 加強公眾教育階段（1987年至1989年）

 愛滋病教育及宣傳委員會與宣傳工作小組由前醫務衞生署成立，負責開展、

落實及統籌宣傳及教育活動；

 愛滋病輔導及健康教育服務（前醫務衞生署轄下）亦予擴充，成為愛滋病教

育及宣傳委員會的執行單位，並負責籌辦活動；

 公衆教育在政府新聞處協助下一一推行，製作多部電視及電台宣傳短片和聲

帶，以提高市民對愛滋病的認識。

3. 鞏固階段（1990年至1993年）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顧問局）於 年 月成立；

 首兩個愛滋病非政府組織成立，分別是關懷愛滋（1990年）及香港愛滋病基

金會（1991年）； 

 愛滋病信託基金在1993年由政府設立，為感染愛滋病病毒的血友病患者和接

受輸血人士提供特惠補助金，亦撥款資助本港的愛滋病教育及護理計劃；

 非聯繫不記名檢查計劃在1990年開展，被納入到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監

測系統中；

 愛滋病服務組已由原有的衞生署愛滋病輔導服務演變而重新成立。 

 199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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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社會參與階段（1994年至1997年） 

 顧問局第一份正式策略文件於 年發表，名為《香港防治愛滋病策略》；

 多個新愛滋病服務機構相繼成立，包括青鳥、愛滋寧養服務協會、香港愛滋

病紀念掛被計劃、聖約翰座堂「愛之家」諮詢及服務中心，以及青少年愛滋

教育中心； 

 傳統社會機構也在其固有服務上增設愛滋病服務，國際獅子總會港澳303區

推行的《香港社群關注愛滋病約章》便是一例； 

 關注及預防愛滋病的教育活動日益擴展，並有多個非政府組織及重組後的愛

滋病教育及宣傳委員會的參與。 

 1994  

5. 加強回應階段（1998年至2001年） 

 香港愛滋病服務機構聯盟於1998年成立，以提供平台讓各參與愛滋病服務的

非政府組織進行合作和經驗交流； 

 《香港愛滋病策略：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一年》由顧問局於1999年制定，並

已加入1998年的檢討結果； 

 新策略定出十項工作目標，包括前期、中期和後期目標，主要重點為： 

(甲) 專注易受感染社群的預防工作 – 鼓勵社會參與預防及護理愛滋病的

活動，以及促進社會人士接納感染者； 

(乙) 保證服務質素 – 切合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患者的需要，以及

促進愛滋病病毒測試的工作； 

(丙) 加強伙伴關係 – 包括制定共同策劃方向、透過社群策劃進程擴大回

應範圍、進行評估以監察進度，以及加強監察愛滋病病毒感染情況。 

6. 繼往開來階段（2002年至2005年） 

 制定二零零二年至二零零六年的策略，當時香港愛滋病感染率處於低水準，

不足總人口比例的百分之零點一； 

 愛滋病社區論壇於2005年成立，提供一個平台，讓委員可直接分享和交換意

見，並進行直接對話。 

7. 針對性回應階段（2006年至現在） 

 愛滋病信託基金在2006年12月至2008年8月設立了為期兩年的特別撥款計

劃，資助男男性接觸者的愛滋病預防工作，並修改撥款優次； 

 針對高風險社群的社區性監測系統開始實行； 

 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2007年至2011年把預防男男性接觸者感染愛滋病病毒列

為最優先行動領域； 

 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HARiS）於2013首次正式進行； 

 愛滋病信託基金於2013年獲注資港幣3.5億元； 

 在社區環境提供的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的首次內部審計於2014年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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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乙：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成員名單 
 

 
 

 
（第九屆：2014年8月至2017年7月） 

 

主席： 

范瑩孫醫生, JP 

副主席： 

衞生署： 

陳漢儀醫生, JP 

委員： 

周鼎樑先生 

張達明先生 

蔡劍華先生 

朱牧華先生 

馮興宏先生, SBS, JP 

何碧玉女士 

林明醫生 

李大拔教授 

李賴俊卿教授 

羅懿舒博士 

李鑾輝先生 

李子芬教授 

梁永宜先生 

鄧藹霖女士 

曾德賢醫生 

黃智偉先生 

任永昌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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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葉蔭榮先生 

食物及衞生局： 

 

 

謝小華女士, JP 

醫院管理局： 

劉少懷醫生 

社會福利署： 

方啟良先生 

秘書： 

衞生署： 

黃加慶醫生, JP 

顧問局秘書處：

衞生署： 

劉馬靜孫女士 

林瑞琪女士 

黎正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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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丙：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會議討論議題一覽 

n

開會日期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會議討論議題

第88次會議 1. 2014年至2017年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運作大綱

2014年10月10日 （顧問局第1/2014-2017號文件）

（星期五）
2. 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現況和愛滋病計劃

（顧問局第2/2014-2017號文件）

3. 澳洲墨爾本舉行的第二十屆國際愛滋病會議（AIDS
2014）的報告

（顧問局第3/2014-2017號文件）

第89次會議 1. 2014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結果：男男性接觸者

2015年1月9日 和跨性別人士的風險行為和愛滋病病毒感染率

（星期五） （顧問局第4/2014-2017號文件）

2. 《香港2012年至2016年愛滋病建議策略》推行情況中

期檢討

（顧問局第5/2014-2017號文件）

3. 2014/15年度以男男性接觸者為對象的宣傳運動

（顧問局第6/2014-2017號文件）

4. 愛滋病社區論壇報告

第90次會議 1. 香港愛滋病病毒流行病學現況綜合分析（Tim Brow
2015年4月17日 博士）

（星期五） （顧問局第7/2014-2017號文件）

2. 2014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結果：女性性工作

者、女性性工作者的男性顧客和注射毒品人士的風險

行為

（顧問局第8/2014-2017號文件）

3. 2015年中國省級愛滋病科長會議簡報

（顧問局第9/2014-2017號文件）

4. 愛滋病社區論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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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第91次會議 1. 澳門愛滋病病毒感染現況和愛滋病項目（澳門特別行

2015年7月10日 政區政府防治愛滋病委員會委員梁亦好醫生）

（星期五）

2. 非政府組織愛滋病病毒抗體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的推

行和優質管理概覽

（顧問局第10/2014-2017號文件）

3. 2017年至2021年愛滋病建議策略制訂工作綱領

（顧問局第11/2014-2017號文件）

4. 愛滋病社區論壇報告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會議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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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丁：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成員的整體出席率 

第88次會議 

23名憲報公布成員
20 17 16 20

的總出席人數

整體出席率
87% 74% 70% 87%

(%) 

第91次會議 第90次會議 第89次會議 

2015年 

7月10日 

2015年 

4月17日 

2015年 

1月9日 

2014年 

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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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戊 ： 香港發展以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

專責小組成員名單

香港發展以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專責小組

召集人：

俞宗岱教授

委員：

蔡劍華先生

羅懿舒博士

梁永宜先生

黃敦義先生

邱霖業先生

周鳳萍女士

秘書處：

衞生署： 

梁偉民醫生（至2014年3月） 

舒寶兒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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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己：《2012年至2016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推行情況中期檢討 

第一優先領域：加強優先關注社羣的愛滋病預防措施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1. 方便獲取優質安全套及潤滑劑

在以下地方免費派發安全套及潤滑  劑： 擴大派發安全套的覆蓋  範圍：

- 男同志場所、男同志活動、性派對、性工作處所  ； - 在基層醫療環境，即衞生署專業發展及質素保證轄下五間公務員診

- 政府診所：愛滋病診所、社會衞生科診所、美沙酮診所、胸肺科診 所派發；

所、長者健康  中心； - 經由私人性工作處所的負責人派發；以及 

- 大學：自動售  賣機； - 把安全套郵寄給服務對象。 

- 非政府機構的  中心；

- 工作地點：建築地盤、機場的士  站；

- 邊境：落馬洲管制站  。

建議 2. 擴大社區及臨牀環境的愛滋病和性病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

提升服務能  力： 擴大愛滋病病毒測試服務的覆蓋範  圍：

- 增加社會衞生科診所（衞生署）夜診  時段。 - 流動應用程式預約服務； 

- 在新界提供流動測試服務； 

- 在青少年中心提供實地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並在各區增設服務地點； 

- 重啓石鼓洲康復院的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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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3. 推廣進行愛滋病病毒測試和慣性使用安全套 

通過傳  媒： 通過傳媒及宣傳活  動：

- 政府宣傳短片／聲帶、戶外媒體、電台、印刷媒體、互聯網  ； - 2014年製作了短片“愛•不難”，向男男性接觸者推廣安全性行為及愛

-  滋病病毒測試。該短片亦可於通過朋輩及社區輿論領袖。 YouTube瀏覽； 

- 2014年“Be Negative” 預防愛滋病／丙型肝炎宣傳運動。 
通過互聯網及免費流動應用程  式：

通過數碼裝  置：
- 加入本港的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地點  ；

- -  通過互聯網、短訊及流動應用程式，向女性性工作者發送私人信息把深圳及澳門加入流動設備的定位導航應用程式。
，提醒她們進行愛滋病病毒測試和經常使用安全套。

建議 4. 維持主動提供的愛滋病病毒普及測試服務

- 在社會衞生科診所、胸肺科診所、美沙酮診所及產前診所，維持高 提升覆蓋率  ：

覆蓋率的測試  服務； - 在三間美沙酮診所推行在家中收集尿液以作愛滋病病毒測試的先導
- 2013年重整美沙酮診所的愛滋病病毒抗體普及測試服務  ； 計劃。
- 更新預防嬰兒從母體感染愛滋病病毒的臨牀指引  。

建議 5. 針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積極預防措施

- 促使及早應用高效能抗逆轉錄病毒療  法； 加強性病測  檢：

- 減低風險及貫徹用藥輔導  ； - 進行一項先導計劃，使用直腸及咽拭子，加強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 伴侶輔導及轉  介； 的淋病及衣原體檢測。

- 性病測檢  ；

- 預防母嬰傳染  。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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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6. 主動接觸更多隱蔽的次羣體

- 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男男性接觸者、跨性別人士  ）； 擴大覆蓋範圍至性工作者及少數族  裔：

- 在青少年中心提供以男男性接觸者為本的服務（男男性接觸  者）； - 男性性工作者（男男性接觸者及異性性接觸者）：通過在各場所、

-  增加對在按摩院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的外展服務（女性性工作者）； 互聯網及流動應用程式提供外展服務；

- 向難民、尋求庇護者、來自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偏高地區的新移民、 - 女性性工作者：通過在水療設施、髮型屋、美容院及馬檻提供外展

跨性別人士，以及聽力或肢體殘疾人士派發安全套，並為他們制訂 服務；

愛滋病病毒預防計劃  。 - 家庭傭工：通過在其他非政府機構的中心及中環提供實地自願輔導

及測試服務。

建議 7. 無限制購買針具 

- 探討在便利店（24小時）銷售針具的可行性  。 提供免費新  針具：

- 計劃向注射毒品者派發包含新針具的 “健康關注包”。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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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優先領域：繼續提供全面的優質愛滋病治療、護理及支援服務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8. 醫護服務提供者及非政府機構工作者分享與愛滋病有關的最新知識

A. 培訓及  教育 加強前線醫護人員培訓  ：

- 為醫護人員提供培訓  ； - 私家醫生 － 2013年及2014年與香港醫學會及香港西醫公會舉辦研

討會。相關視聽記錄可於網上免費瀏覽；

- 為  2014年首次舉辦跨界別愛滋病培訓活動；社工及非政府機構提供  －培訓； - 安老院舍員工  

- 資深非政府機構員工 － 開辦有關愛滋病的深造工作坊，涵蓋愛滋

病治療、同時感染愛滋病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以及濫藥等課題。

把培訓擴展至不同院系的學生  ：
- 安排醫科及護士學生在衞生署進行實習計劃  。

- 把實習／培訓計劃擴展至正修讀護理學、社會學、社會工作、行為

健康及教育的學生。

B.  刊物 就最新流行病學情況加強與公眾溝  通：

- 製作定期刊物；向同業評審刊物投稿；發布新的愛滋病治療手冊；以 - 在衞生署雙周刊《傳染病直擊》發表一則文章，增加公眾及醫生對
 及頒布有關愛滋病病毒流行病學、防治、測試及護理的本地指引。 男男性接觸者經性接觸傳染丙型肝炎病毒的認識。

X. 出席學術會議／研  討會 出席2014年國際愛滋病會議，並展示海報。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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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9. 維持高效能的臨牀管理

- 繼續為合資格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廣泛的高效能抗逆轉錄病毒療 在臨牀環境提供的醫療  服務：

法，並提供津  貼； - 提供一站式醫護服務，包括監察肝纖維化的纖維化掃描，以及為女

-  性服務對象配戴子宮環和注射避孕針。就數目日增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所需的服務水平進行檢討；

- 提供資訊，以增加就診病人對健康的  認識； 在社區提供的護理服務  ：

- 重整衞生署綜合治療中心的臨牀管理及資訊系統  ； - 《在社區環境提供的愛滋病病毒抗體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優質保證

- 爭取新的資源，以改善現有／設立新的愛滋病診所，以及向愛滋病 管理評核清單》會於2015年納入為評核愛滋病信託基金申請人的其

信託基金注資  ； 中一項評估工具。

- 根據既定標準實施臨牀管  治。

建議 10. 協助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康復 

- 賦權並動員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參與宣傳、提供服務，並教育服務提 加強社區環境的跟進服  務：

供者關於感染者的需  要； - 開始為新確診病人及其伴侶提供跟進服務； 

- 開發有關愛滋病的新網站。 - 把有吸毒問題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轉介醫管局及私家診所； 

- 培訓印尼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以便向新感染的印尼籍人士（家庭

傭工）提供朋輩輔導服務；

- 接收醫管局轉介的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輔導服務； 

- 研究男男性接觸者在接受高效能抗逆轉錄病毒療法前後在網絡聯繫

方面的改變。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38



第三優先領域：締造支持安全性行為、緩害及消除歧視的環境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11. 教育公眾《殘疾歧視條例》 

- 教育：為機構及僱主舉辦講座、培訓和提供諮詢  服務； 大學生  ：

- 計劃／項目：社會參與資助計劃、特別合作項目，以及出版  刊物； - 非政府機構與平機會合作，就有關在不同環境接納愛滋病病毒感染

- 活動：推行平等工作間運動，運動由平機會資助，在企業間推動平 者及不同性傾向人士的課題，為相關院系（例如心理學、社會工作

等工作間，讓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工作  。 及護理學）的大學生舉辦講座。

建議 12. 促進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優先關注社羣的接納 

- 公眾：通過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微電影、主題曲、政府宣傳短片 針對前線員工的教  育：

／聲帶及劇集  ； - 社會衞生科員工：為他們提供培訓，並邀請男男性接觸者及跨性別
- 特定羣組：為教師、社工、紀律部隊、非政府機構及公私營機構醫 人士講者分享如何提供對男同志及跨性別人士有善服務；

護人員，提供  培訓； - 企業單位（例如酒店集團）：基本愛滋病知識。 
- 工作間：通過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舉辦社區為本的計劃

或媒體計劃，並增加計劃的預算  傳媒：；  

- 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進行先導研究，以衡量愛滋病病毒感染者被負 - 港鐵廣告、青少年微電影、木偶劇、政府宣傳短片／聲帶、2014年
面標籤的情況  。 世界愛滋病日活動。

建議 13. 審視相關法律及政策對獲取與愛滋病有關服務的影響 

- 檢討同性性行為的性罪行及相關罪行  ； 非法賣淫活動的證  據：

- 探討剔除以安全套作為非法性工作的  證據。 -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致函警方，探討進行針對有組織賣淫活動執法行

動期間不檢取安全套的可能性。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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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14. 擴大對青少年進行生活技能為本的愛滋病教育 

- 在教育機構、外展服務地點、互聯網及其他媒體教導使用安  全套； 生活技能為本的愛滋病／性教育調  查：

- 持續在學校推行生活技能為本的愛滋病教育  ； - 2013年進行了有關在初中推行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的基線研究； 
- 成立專責小組，就在中學推展生活技能為本愛滋病教育提供  意見。 - 結果已於2014年1月公布；以及 

- 為學校校長及教師舉辦跨界別研討會。 

推廣生活技能為本的愛滋病教  育：

- 衞生署“紅絲帶動力”愛滋病教育計劃； 

- 在2014-2015年度，衞生署及非政府機構在校內進行生活技能為本的

愛滋病教育；

- 推動青少年參與2014年世界愛滋病日及微電影製作； 

- 舉辦公開論壇，就促進青少年的性教育進行討論。 

建議 15. 應對優先關注社羣的易感性 

- 個人支援：針對男男性接觸者的自我接納、使用安全套的自我效能  濫藥：

、性伴侶之間的溝通、濫藥、健康意識及心理健康的計  劃； - 在石鼓洲為年輕濫用精神藥物者提供住院戒毒治療及康復計劃。 

- 社會經濟支援：為性工作者及吸毒者在就業、關係問題、法律事宜
職業培  訓：

及社會支援方面提供協助  。

- 為年輕女性性工作者提供職業培訓，包括寵物美容班、修甲班、英

文班及互助小組。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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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優先領域：推行具有策略性信息依據及負責任的介入措施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16. 改善個別愛滋病項目的監察及評估 

- 訂定具體、高質素和有預算的監察及評估方  案； - 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的首輪內部審計已於2014年3月完成。 

- 制訂在社區環境推行的自願輔導及測試服務的內部審計  。

建議 17. 改善對全港性措施的監察及評估 

- 加強愛滋病病毒感染／愛滋病個案呈報、性病個案呈報、愛滋病病 增加呈報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的渠  道：
毒感染率、高危行為、愛滋病病毒普及測試計劃、愛滋病病毒亞型 - 增設呈報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的傳真熱線； 
及耐藥模式的調查，以及跟進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治理成效  ；

- 制訂一套通用指標，以監察為非政府機構所接觸的優先關注社羣而 全港性措施  評估：

設的愛滋病項目的成  效；
- 首輪及次輪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已於2013年及2014年完成，有

- 研究監察人口病毒載量的可行性  。 關結果可於網上瀏覽。

建議 18. 按特徵分析男性性工作者、跨性別人士、援交人士及非注射毒品者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風險 

- 研究男男性接觸者到深圳肛交時不使用安全套的  模式； 易感染羣體的愛滋病病毒感染風險  調查：
- 比較男男性接觸者通過虛擬及實質渠道建立性網的風險  ； - 2014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加入“男跨女的跨性別人士”； 
- 分析在港非洲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的性行為風險及濫用藥物情  況； - 2013年以驗血方式研究男男性接觸者的疱疹及人類乳頭瘤病毒感染

- 2013年愛滋病預防項目指標調查加入女性性工作者衣原體及淋病測 率。

 試。

建議 19. 就先導計劃進行進展性研究 

- 進行隨機對照試驗，以評估以男男性接觸者為對象的網上愛滋病朋 - 評估進行愛滋病病毒自行測試的男男性接觸者在尋求性及健康服務

輩教育介入措施的成  效； 方面的改變  。

-  評估只有單一性伴但染有性病的婦女對使用女性安全套的接受程度；

- 研究男男性接觸者進行愛滋病病毒自行測試的可  行性。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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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優先領域：加強本港境內及與鄰近地區的合作，以作出有效回應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20. 促進服務提供者、政策制訂者與資助機構之間的溝通 

愛滋病社區  論壇： 非政府機構  之間：

- 愛滋病顧問局、服務提供者與持份者的溝通平台  ； - 非政府機構之間就與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有關的課題舉行分享會。 

- 擴大成員組合，邀請持份者作意見交流，並自2012年起允許觀察員
政策制訂者與服務提供者之間  ：

出席愛滋病社區論壇會議  。

新一屆愛滋病顧問局到不同非政府機構進行訪問，以了解工作情況香港愛滋病服務機構聯盟：定期每 次 - 3個月舉行1  會議。
。

愛滋病信託  基金：

- 召開愛滋病顧問局與愛滋病信託基金的會議，並修訂愛滋病信託基

金申請指引，使之與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一  致；

- 定期更新愛滋病信託基金的撥款情況、申請統計數字及常見問題，

以及網站，提高愛滋病信託基金的透  明度；

- 為愛滋病信託基金申請人舉辦簡介會及經驗分享研討會  。

建議 21. 動員易感染社羣及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參與應對愛滋病的措施 

- 培訓朋輩工作者在其社羣傳揚有關信  息。 - 培訓少數族裔（例如印尼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為其社羣提供輔導

服務。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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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的建議及持續推行的措施

建議 22. 香港與其他城市（尤其是內地城市）的交流與合作 

- 繼續現有為內地愛滋病工作者舉辦的學者計  劃； 愛滋病工作者的培訓及  教育：

- 維持網上“珠江三角洲愛滋病趨勢信息平台”，分享有關珠三角地區 - 衞生署醫生參加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愛滋病培訓課程； 
的愛滋病監測  信息； -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香港非政府機構、香港大學及內地地壇醫院為

- 香港、深圳及澳門圍繞世界愛滋病日協同進行宣  傳； 愛滋病病毒專家舉辦第三屆京港澳台四地愛滋病論壇（2014年）； 

- 就內地社區為本組織的策略性發展，合辦培訓工  作坊； - 為前線工作者舉辦 “中國培訓項目同學會”； 

- 在內地提供培訓及實  習； - 通過與深圳、珠海及澳門的非政府機構及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合作，

- 參與亞太區有關愛滋病、性病及跨性別人士的其他健康需要的地區 把愛滋病預防教育計劃擴展至深圳多個區域的跨境旅客，包括來自

諮詢會，以及支援一項為昆明的跨性別人士推行的先導計劃  ； 香港的男男性接觸者及女性性工作者顧客。

- 研究跨境男男性接觸者的高危行為及愛滋病流行病學情  況。

新措施（2013年及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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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庚：愛滋病社區論壇成員名單

召集人：

俞宗岱教授

委員：

陳偉良先生 香港明愛

周峻任先生 香港小童群益會

張曉華女士 關懷愛滋

蔡少芳女士 愛滋寧養服務協會

朱崇文博士

郭立樹先生 連心社

賴德賢女士 聖約翰座堂「愛之家」諮詢及服務中心

林錦純先生 午夜藍

婁小君女士 香港愛滋病基金會

劉子進先生 香港善導會

李景輝先生 香港戒毒會

梁嘉慧女士 香港紅十字會

梁詠恩女士 跨性別資源中心

貝詠弟先生 支援社

岑子杰先生 香港彩虹

尹慧兒醫生

溫茂昌先生

黃敦義先生

邱可珍女士, MH, JP（至2015年7月31日） 

易君璧女士 青躍

嚴潔心女士 青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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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寶珠女士

周鼎樑先生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朱牧華先生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何碧玉女士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任永昌博士 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秘書：

衞生署： 

李慧茵醫生 

劉馬靜孫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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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辛：愛滋病社區論壇會議討論議題一覽

開會日期 愛滋病社區論壇會議討論議題

第34次會議議程 1. 2014 預防愛滋病項目指標初步結果 - 針對五個社群

2014年12月16日 （愛滋病社區論壇 第1/2014-2017號文件） 

（星期二）
2. 2012-2016 愛滋病建議策略中期報告

（愛滋病社區論壇 第2/2014-2017號文件） 

3. 衞生署彙報2014年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

第35次會議議程 1. 2014預防愛滋病項目指標結果補充 - 注射毒品人士

2015年3月18日 （愛滋病社區論壇 第3/2014-2017號文件） 

（星期三）
2. 回顧2014年香港愛滋病病毒感染情況 及 修訂呈報愛滋

病病毒/愛滋病表格（DH2293）

3. 生活技能如何影響青少年社群性健康狀况

（愛滋病社區論壇 第4/2014-2017號文件） 

4. 衞生署網站增設性伴通知系統建議

（愛滋病社區論壇 第5/2014-2017號文件） 

第36次會議議程 1. 醫院管理局的戒毒治療及康復服務和轉介制度

2015年6月10日 
（星期三） 2. 2014年社區提供愛滋測試服務的質素保證內部評核結果

（愛滋病社區論壇 第6/2014-2017號文件） 

3. Dr Tim Brown 顧問計劃摘要（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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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愛滋病顧問局秘書處

地址 ： 香港九龍聯合道東200號 

橫頭磡賽馬會診所3樓 

電話 ： (852) 3143 7281 

傳真 ： (852) 2337 0897 

電郵 ： aca@dh.gov.hk 

網址 ： http://www.aca.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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