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暴露愛滋病毒

前預防性投藥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

愛滋病是什麼？

對於愛滋病你/妳真的了解嗎，讓我們一起來認識吧！

認識愛滋病

愛滋病（AIDS）是由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簡稱為愛滋病毒），

侵犯人體的免疫系統所引起的疾病，愛滋病毒會破壞免疫系統，使病患

的身體抵抗力降低，當免疫系統遭到破壞後，原本不會造成生病的

病菌，變得有機會感染人類，嚴重時將導致病患死亡。

感染HIV≠AIDS愛滋病，感染愛滋病毒後通常沒有明顯症狀，病患

外表也是看不出來的。直到免疫系統被嚴重破壞後，出現某些特定

的伺機性感染、神經系統病症或腫瘤等「發病」症狀，才稱為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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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是什麼？

認
識
愛
滋
病

感染愛滋病毒（HIV）              愛滋病（AIDS）≠

感染愛滋病毒 破壞人體的免疫系統 愛滋病



傳染途徑主要有三種，分別是：未保護的性行為（不論肛交、陰道

交）、血液交換及母子垂直傳染，臺灣現在主要傳染原因則是性行為

和血液交換傳播。

構成愛滋病毒傳播須具備時間、溫度、濃度及數量等要件，唾液、汗

水、眼淚、尿液雖然都是體液，但所含病毒量極微，並不具傳染性。

愛滋病毒離開人體後，在環境中無法生存，很快就會失去傳染力，所

以和愛滋病毒感染者在日常生活的接觸，並不會造成愛滋病毒感染，

所以我們不需要恐懼，應以關懷及接納的態度去面對愛滋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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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毒會透過什麼方式傳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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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毒會透過什麼方式傳染呢？

血液交換 母子垂直

未保護的性行為 空氣或水

蚊子 共用馬桶、食物或飲水

會透過以下方式傳染 不會透過以下方式傳染

唾液、汗水、眼淚、親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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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性

這個表格的數字表示，當你與愛滋病毒感染者發生一萬次

的行為後，有多少次的機會可能會感染愛滋病毒：

輸入到愛滋感染者的血液，被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是百分之92.5。

與愛滋感染者共用針具，被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是萬分之63。

因為針扎而接觸到愛滋感染者的血液，被感染的機會是萬分之23。

與愛滋感染者發生不安全性行為時，如進行肛交、陰道交，不論是

接受方或是進入方，被感染的風險是萬分之4~138不等。

研究指出，與愛滋感染者發生口交行為，被感染的機率是很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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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性

輸血

共用針具

針扎

肛交（接受方）

肛交（進入方）

陰道交（女性）

陰道交（男性）

口交

咬傷

吐口水

揮濺體液（包括精液）

共用性道具

9250

63

23

138

11

8

4

很低

可以忽略的

可以忽略的

可以忽略的

可以忽略的

不同HIV傳染途徑的風險 每暴露一萬次,有幾次會造成感染



空窗期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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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愛滋病毒後，需要經過一段時間，血液才會產生愛滋病毒抗體，

因此在遭受感染的早期，可能因抗體尚未產生，而篩檢結果呈陰性

反應，此即為空窗期，但在此時體內已有病毒且具有傳染力。

空窗期的長短因人而異，大約是遭受感染後的6-12週。

不同的篩檢方式，則有不同的空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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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窗期是什麼？

感染愛滋病毒後需經過一段時間，血液才會產生病毒抗體。

感染的早期，可能因抗體尚未產生，而篩檢結果呈陰性反應，

此即為空窗期，但在這時候已能夠傳染愛滋病毒。

空窗期的長短因人而異，最長可達12週，且不同篩檢方式，

空窗期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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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愛滋病毒後，我會有什麼症狀呢？

感染愛滋病毒後通常無症狀，外表看不出來。

在急性感染期可能會出現如發燒、喉嚨疼痛、疲倦等症狀，往往

會被當成是感冒而忽略。而發病之前的帶原階段是沒有明顯專一

症狀的，所以無法從外觀去判斷一個人是否為愛滋感染者。

另外，CD4細胞在身體中是很重要的警察，協助對抗外來病原。

由於愛滋病毒專門攻擊CD4細胞，造成免疫力變差，所以我們

可以透過測量CD4細胞數，作為免疫力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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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愛滋病毒後，我會有什麼症狀呢？

發病期
（２至５年）

潛伏期
（5至１５年）

便進入所謂之愛滋病期

當CD4細胞降到200左右時，免疫系統的力量已微弱至無法對抗

各種伺機性感染。（例如口腔食道念珠菌感染、帶狀皰疹）

疲倦

嘔吐

喉嚨疼痛

胃口不佳

皮膚發疹

肌肉疼痛

噁心

關節疼痛

發燒

腹瀉

只有一半的人會有症狀

但愛滋病毒會持續破壞人體的CD4細胞

急性感染期
（2至6週）

HIV病毒感染

當第一次急性症狀發生後，絕大多數的患者會有很長一段時間
（約10年以上）沒有症狀。



什麼時候需要進行愛滋篩檢呢？

感染愛滋病毒後無法從有無症狀來診斷，
唯一確認的方法只有靠篩檢，因此：

具有多重性伴侶者。

與陌生人性行為而未採取任何保護措施者。

曾與他人共用針頭、針筒之注射藥癮者。

性病患者。

曾有危險性行為又準備或已懷孕之婦女。

性伴侶為愛滋病毒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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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性伴侶者。

與陌生人性行為而未採取任何保護措施者。

曾與他人共用針頭、針筒之注射藥癮者。

性病患者。

曾有危險性行為又準備或已懷孕之婦女。

性伴侶為愛滋病毒感染者。

感染愛滋病毒無法從有無症狀來診斷，

唯一確認的方法只有靠篩檢。

C
T

C
T

什麼時候需要進行愛滋篩檢呢？
C
T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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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結果代表的意義為何？

陰性：檢驗呈陰性，代表沒有被感染或正處於空窗期，如有疑慮，

建議3個月後再檢驗１次。

若持續有危險行為，則建議可每3至6個月到愛滋病指定醫院、　        

匿名篩檢醫院、衛生局（所）和同志健康社區服務中心進行篩檢。

陽性：檢驗呈陽性，代表可能感染了愛滋病毒，需進一步到醫療

院所檢驗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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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檢結果代表的意義為何？

篩 檢 結 果

陰性

意義

未感染愛滋病毒

空窗期

篩 檢 結 果

意義

陽性(未確定)

可能已感染愛滋病毒

需進一步確認檢驗



如何有效預防感染愛滋病毒？

性行為，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

避免多重性伴侶

不共用針頭

曾有不安全性行為，至少每半年篩檢愛滋（也包括其他性病）１次

有暴露愛滋病毒風險者，應於72小時內儘快讓醫師評估是否需服用

暴露後預防性藥物（PEP）

若您常有不安全性行為，則可詢問醫師是否要服用暴露前預防性

投藥（P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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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預防感染愛滋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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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行為發生72小時內，可以服用
暴露後預防性藥物（PEP），
可降低感染風險

你還知道嗎？

若您常有不安全性行為，則可
詢問醫師是否要服用暴露前
預防性投藥（PrEP）

不共用針頭

避免多重性伴侶

性行為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
及水性潤滑液

曾有不安全性行為至少每
半年篩檢一次



「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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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感染愛滋病毒的人，經醫師評估後，穩定持續服用藥物，

讓體內有足夠的藥物濃度來預防可能被病毒感染的風險。

認識PrEP
HIV陰性的你/妳，是否擔心自己可能變成陽性呢？

讓我們來和你/妳好好聊一下新的預防愛滋方法。

認
識
P
r
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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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病毒暴露前預防性投藥（PrEP）」是什麼？

沒有感染愛滋病毒的人，

經醫師評估後，穩定持續

服用藥物，讓體內有足夠

的藥物濃度來預防可能被

病毒感染的風險。



PrEP真的有效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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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照醫師的指示服用PrEP，讓體內有足夠的藥物濃度，可以

高達90%以上的保護力。

但PrEP無法預防其他性病（如梅毒、淋病），所以您應同時採取
其他預防措施（如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以達到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及其他性病（如梅毒、淋病等）的最大效果。

PrEP可以讓您於性行為時再多一層保護，防護加倍，更放心。

PrEP可能會有一些副作用（如輕微噁心、頭痛、體重減輕），因人而異。

但目前國際上的研究並未觀察到嚴重的副作用，且醫師會評估並
定期檢查以監測。

若您正準備要服用PrEP藥物，可先與醫師討論，再決定是否要服藥。

PrEP會有副作用嗎?



PrEP真的有效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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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效
如果依照醫師的指示服用PrEP，讓體內有足
夠的藥物濃度，可以高達90%以上的保護力。

更放心
讓您於性行為時再多一層防護，防護加倍，
更放心。

PrEP會有副作用嗎?

有些人可能會有一些副作用，如

輕微噁心、頭痛、體重減輕。

若您正準備要服用PrEP藥物，

可先與醫師討論，再決定是否

要服藥。

但目前並無嚴重的副作用。
同時採取其他預防措施(如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
等)，預防效果更好。

更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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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的服用方式

建議每日服用1顆PrEP以維持藥物濃度。

另一種則是「依需求時使用 (on-demand PrEP)」，與醫師充分
討論後，服用方式為可能發生性行為的前2-24小時服用2顆PrEP，
並在吃完第1次PrEP後的24小時與48小時後再各服用1顆藥物。

若性行為頻繁，建議每日服用，以使體內有足夠的藥物濃度來預防
可能的感染風險。

平常有規律服用PrEP，只有忘記服用1天不會有太大影響。

請注意！只在發生性行為前服用1次藥物，並不能有效阻隔愛滋
病毒感染。

若是預定服藥日忘記吃藥時，要盡快補吃，隔天再恢復預定的時間
吃藥；如果發現忘記吃藥的時候已經是隔天的預定吃藥時間，只服用
當天的藥物即可，不需再補吃。

忘記服用時要不要補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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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要怎麼服用？

建議每日服用1顆PrEP以維持藥物濃度。

另一種方式則是「依需求時使用(on-demand PrEP)」，此需要與醫師充分討論。

提醒您！若性行為頻繁，建議每日服用，以使體內有足夠的藥物濃度來預防可能的感染風險。

24小時

性行為

事前2-24小時

2顆

服藥後24小時

1顆

服藥後48小時

1顆

24小時

平常有按時服用PrEP，只有忘記吃1天，對預防感染愛滋病毒不會有太大影響。

請注意！只在發生性行為前服用1次藥物，並不能有效阻隔愛滋病毒感染。

如果預定服藥日發現忘記吃藥時，要盡快補吃，隔天再恢復預定的時間吃藥；如果發現忘記

吃藥的時候已經是隔天時，只需服用當天的藥物就好，不需再補吃。

忘記服用時要不要補吃呢？



我要如何開始PrEP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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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未感染愛滋病毒的人（篩檢呈陰性）才可服用，因此你需先進行

愛滋病毒篩檢，確認自己沒有感染愛滋病毒。

接著，由臨床醫師進行評估後，即可依醫師指示開始服用。

此外，服用PrEP應同時採取其他相關預防措施（如正確使用保險套

及水性潤滑液），以達到預防感染愛滋病毒及其他性病（如梅毒、

淋病等）的最大效果。

PrEP使用方式為每日吃一顆藥或依需求使用，且依醫囑指示穩定

服藥對藥效來說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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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未 感 染 愛 滋 病 毒 的 人

(篩檢呈陰性)才可服用。
先確定自己未感染愛滋病毒

(篩檢呈陰性者)

經專業醫師評估開始服藥 接著，由臨床醫師進行評估後。

同時採取其他預防措施，來達到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及其他性病的

最大效果。

我要如何開始PrEP呢？

每日吃一顆藥或依需求使用，

穩定服藥很重要。
每日吃一顆或依需求使用

同時採取其他相關預防措施
(如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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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麼評估自己是否需要吃PrEP呢？

接著，評估自己是否有以下情況：
　　伴侶為愛滋感染者

　　有多重性伴侶

　　與陌生人性行為

　　性行為沒有每次使用保險套

　　最近有感染其他性傳染疾病

　　有共用針頭或注射毒品行為

首先，你必須先確定自己沒有感染愛滋病毒，若已
感染愛滋病毒則不能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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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麼評估自己是否需要吃PrEP呢？

確定愛滋篩檢為陰性

伴侶為愛滋感染者

有多重性伴侶

與陌生人性行為性行為沒有每次使用保險套

最近有感染其他性傳染疾病有共用針頭或注射毒品行為

首先  必需

接著  評估自己是否有以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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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種預防性投藥，PrEP跟PEP
有什麼不同呢？

暴露「前」預防性用藥(PrEP)

還沒發生有暴露感染愛滋的行為時，可

選擇PrEP來事前服藥！

針對持續高風險行為者建議長期穩定服用

藥物含2種抗愛滋病毒成分，使用方式為每日一顆

或依需求使用

副作用少

每日服用，自費金額每月約10,350至12,420元

依疾管署公告之PrEP計畫規定補助

正確服用PrEP，讓體內有足夠的藥物濃度，可以

　有高達90%以上的保護力，若確實按時服藥效果

　近100%

暴露「後」預防性用藥(PEP)

已經發生疑似暴露愛滋風險的行為時（如
保險套破掉），可選擇PEP來進行投藥

發生風險行為後，最好不要超過72小時才開始使用，

需服用28天，越早投藥越好

藥物成分含3種抗愛滋病毒成分，每日1~8顆分

1~2次服用（視藥物種類）

副作用可能較多

自費金額每月約15,000至25,000元

醫護、警消等因職業疑似暴露者，中央政府全額補助；

性侵被害人疑似暴露者，則由各地方政府視財政

　提供補助

預防效果一般估計至少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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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說有兩種預防性投藥，PrEP跟PEP
有什麼不同呢？

（PrEP）
暴露「前」預防投藥

（PEP）
暴露「後」預防投藥

時機

藥物成分

藥物副作用

政府補助

預防效果*

藥物費用
（自費部分）

發生風險行為後，越早投藥越好，最好
不超過72小時，並需服用28天

持續高風險行為者，
建議長期穩定服用

含2種抗愛滋病毒成分
每日一顆或依需求使用

依 疾 病 管 制 署 公 告 之
PrEP計畫規定補助

一般估計至少80%以上
若確實按時服藥效果可達
90%以上

醫護、警消等因職業疑似暴露者，中央
政府全額補助

性侵被害人疑似暴露者，則由各地方
政府視財政提供補助

每月約15,000-25,000元不等每月約10,350元至12,420元不等

類別/項目

少

含3種抗愛滋病毒成分
每日1~8顆分1~2次服用(視藥物種類)

可能較多

*：指預防感染愛滋病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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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PrEP後，我還可能被感染嗎？

PrEP是預防愛滋病毒感染的新方式，你/妳可能有許多疑問，

讓我們一起打破這些迷思，評估自己是否適合PrEP吧！

研究發現PrEP有一定保護效果，但效果與服藥順從性有很大關係，

也就是服藥順從性越高，預防感染愛滋毒的效果越好。

因此，PrEP做為暴露前預防策略，也應同時採取其他預防措施（如

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安全性行為、不與人共用針具

等），更能達到預防感染愛滋病毒。

此外，服用後，記得每3個月定期篩檢愛滋病毒及其他性病，確保

自身健康狀況，來達到預防感染愛滋病毒的最大效果。

P
r
E
P
常
見
迷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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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PrEP後，我還可能被感染嗎？

服藥順從性

PrEP的效果跟你
的服藥順從性有
很大關係，確實
按時服藥，對預防
效果越好

定 期 篩 檢

服用後，記得每
3個月定期篩檢
愛滋病毒及其他
性病，確保自身
健康狀況

配合其他措施

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
及水性潤滑液、不與
人共用針具等，可達
更有效的預防效果

最大的預防感染愛滋病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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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感染愛滋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是安全性行為，
為什麼政府還要把PrEP當成預防愛滋的策略呢？
會不會造成不安全性行為的人變多？

首先，我們先來看兩種情境

情境一

小明想要減肥，因此被宣導少吃油炸物，即使小明

知道吃油炸物會胖，仍然有時候會偷吃。

在愛滋病防治上也一樣，預防愛滋病毒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安全性行為，但仍有些人會由於各種原因下進行

不安全性行為，造成暴露於感染愛滋的風險中。

情境二

小明與小美是夫妻，小美有HIV但小明沒有，小美雖

有按時吃藥控制病毒量，且兩人性行為都有戴套，

若小明再多採取一項預防措施，不但可更安心，也

可以更保護自己。

並非每人都可持續使用保險套或自主選擇性伴侶來預防感染。因此，PrEP確實是另一種預防感染愛滋
病毒的方法，也可使感染機率降低。

WHO建議PrEP與各項愛滋預防措施結合，包括安全性行為、性病治療、提供清潔針具等，將更加有效
防治。因此，它並非取代現行的預防策略，而是加入另一個對抗愛滋的新武器。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的方法有很多，採取自己適合的預防方法，被感染的機會就越少。

從以上情境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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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感染愛滋病毒最有效的方法是安全性行為，
為什麼政府還要把PrEP當成預防愛滋的策略呢？

不是每個人都可持續使用保險套，或自主選擇性伴侶

PrEP並不是鼓勵不安全性行為的策略，而是加入另外一項對抗愛滋的新武器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的方法有很多，採取自己適合的預防方法，被感染的機會就越少

情境一 情境二

兩人性行為都有戴保險套

小美 服藥控制病毒量

小明 PrEP為額外預防措施

小明要減肥

宣導少吃油炸物

偶爾會偷吃

預防愛滋病毒

宣導安全性行為

偶爾會無套

小明 小美

以上情境可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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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時我已經有使用保險套，
我還需要服用PrEP嗎？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的方法有很多，採取自己適合的預防方法，將

病毒傳染給自己的機會就越少。

若您有信心未來不會發生不安全性行為，那就不必優先考慮PrEP；

若您認為自己未來有無套的可能，建議您進一步進行適用性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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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為時我已經有使用保險套，
我還需要服用PrEP嗎？

預防感染愛滋病毒的方法有很多，因此採取的預防
方法越多，將病毒傳染給他人或自己的機會就越少

有信心
未來100%不會發生

不安全性行為

認為未來
有無套的可能

建議您可考慮
進行適用性評估

不必優先考慮PrEP



若你認為PrEP對你是最好的選擇，
那你/妳準備好PrEP了嗎？

35

你認為PrEP對你是最好的選擇，而你也已經準備好了，則可遵循

以下事項

  先至有PrEP服務的醫院預約篩檢服務與風險評估，確認自己未感染愛滋病毒

  於門診進行「適用性評估」及相關檢驗後，再依醫師建議使用藥物

  為維持保護的效果，請按照醫囑開始服藥

  有任何問題，隨時與您的醫師討論

你還在考慮或不確定是否要服用PrEP，請定期進行愛滋篩檢，來確保
自己的健康。
不管您是否要服用PrEP來當作預防愛滋病毒的方法，提醒您，最

重要的仍是作好相關防護措施，如全程正確使用保險套及水性

潤滑液、不共用針具、稀釋液、不使用毒品、並且定期篩檢等，

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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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認為PrEP對你是最好的選擇，
那你/妳準備好PrEP了嗎？

先至有PrEP服務的醫院預約篩檢服務與風險評估，確認自己沒有
感染愛滋病毒

於門診進行PrEP使用前諮詢及相關檢驗後，再依醫師建議使用藥物

為維持保護的效果，請按照醫囑服藥

有任何問題，隨時與您的醫師討論

還不確定是否採取PrEP，建議定期進行愛滋篩檢，來確保自己
的健康

我要再考慮

我準備好了

提醒您，不管您準備好PrEP了沒，預防愛滋最重要的仍是作好相關防護措施，如全程正確使用
保險套及水性潤滑液、不共用針具、稀釋液、不使用毒品、並且定期篩檢等，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