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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機構使命及宗旨
一、使命
露德協會秉持著正義與仁愛的精神，致力於關懷照顧愛滋感染者及受愛滋影
響的人群，提升其生活品質，並期使愛滋感染者個人的尊嚴和價值受到尊重。
二、宗旨
我們致力於：
（一）提供愛滋感染者社區照顧，以提升其生活品質。
（二）維護愛滋感染者的人權。
（三）愛滋教育宣導，使社會大眾明瞭愛滋病毒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以破除愛
滋的烙印與歧視。

貳、年度服務成果重點摘要
2012 年本會的服務成果摘錄重點如下：
一、 求助個案議題複雜：因個案需求的多重性與複雜化，個案管理服務的時間，
有持續拉長之趨勢。
二、 藥癮愛滋老化急需長照：本年度服務個案之年齡層分佈仍以 31-40 歲 125
位（40%）為大宗，值得注意的是，41-50 歲 95 位（30%）次之。與 100
年相比，年齡層分佈比例無明顯差異，值得一提的是，51-60 歲比例提高
3%，其中以藥癮人數為增加趨勢，顯見藥癮老化之相關議題，是未來可以
討論的。在 30 歲以下的年輕感染族群中，藥癮人數在台北部分比去年增
加，相對在一般（即非藥癮者）人數均有明顯下降，顯示年輕族群在資訊
發達的社會，使用藥物的狀況有比往年提升，而在政府及民間單位教育宣
導下，一般（即非藥癮者）有安全性行為的概念增加，故在此族群的人數
和去年相比，下降 8%，此顯示教育宣導的持續及重要性。
三、 經濟補助加速生活穩定：依補助項目得出生活補助和中途之家仍為支出的
主要兩個項目，其次則是房租補助，顯示基本生活需求仍是本會個案協助
之大宗。在今年，藥癮愛滋感染者的各項補助金額已是與一般愛滋感染者
相差無多，顯示兩方感染者面臨持續不穩定的經濟環境，皆表達出對於生
活穩定的需求和渴望。
四、 增強中途之家輔導機制：中途之家住民居住天數延長，顯示一位住民從危
機狀況復原到穩定狀況所需的時程拉長，未來在評估住民入住的標準上，
將調整輔導計畫和時程。
五、 愛滋教育宣導：2012 年積極深入各個領域，提供專業且正確的愛滋知識，
進行價值澄清，導入全面防護觀念，至少 10,696 位師生、民眾及第一線助
人者受惠。
六、 關注女性帕斯堤福祉：2012 年在善心人士的持續支持下，積極發展婦女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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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服務策略，並深化女性愛滋議題。
七、 就業培訓邁向自立：舉辦「2012 年疾管局愛滋知能與就業研討會」
，發展
愛滋感染者就業資源，並創造「友善就業」的空間，提升愛滋就業議題的
討論和資源合作。
八、 創新多元就業服務：2012 年積極進行二手物品募集，除了募集本會服務基
金外，為增加帕斯堤與人群的互動，增進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培養自立
生活能力，在工作人員或志工的陪伴下，將所募得之二手物品，經整理後
嘗試到二手市場進行販售，所得成為其收入，藉此減少帕斯堤的社會孤立
感，增加自我認同與價值，提升自信。
九、 提供藥癮愛滋身心靈休憩站：因藥癮愛滋感染者之更生人回歸社會生活不
易，於 2012 年增設一處更生人以工代賑與情緒抒解之短期居住場所，取名
為「朝露農場」
。藉由耕種勞動、團體相處、情緒抒解與專業課程之安排，
達到身、心、靈之全人照顧。
十、 關注台灣愛滋感染者生活現況：2012 年為本會第五年針對全台感染者進行
生活現況調查，10-11 月間共 436 位感染者參與，整體發現帕斯堤愛滋告知
壓力仍頗高，但有從家庭轉向社區及職場的趨勢。在心理與社會健康壓力
上，抒壓管道缺乏導致易藉由逃避方式來處理身心壓力，反而對身心健康
產生負向影響，因而感染後身心舒活及正向資源的拓展是本會服務持續發
展的方向。
2012 年的成果報告因考量成果評估的整體樣貌，以及能更清楚瞭解一般感
染者及藥癮感染者的服務差異，將以數據配合質化的呈現，並與 2011 年相比較
以明確呈現 2012 年的服務變化與成果。

參、計畫執行成果摘要表
計畫名稱

內容項目

具體成果

愛滋感染者社區 專 業 個 案 處 遇 、 社 會 資 源 聯 因多重需求開案共 312 人
照顧

結、權益倡導

愛滋感染者經濟 生活、醫療、房租、其他補助
補助

男女比為 9：1

備註
總接觸感染者超
過 5,000 人

共 2,333 人次
補助金額新台幣約 2,701,010 元

愛滋感染者中途 安置、供餐、生活輔導、人際 共 48 人入住
之家
關係訓練
提供 7,124 人次的送餐服務
補助金額新台幣約 951,295 元
愛滋感染者輔導 電話關懷、專業會談、諮商、 共 8,138 人次
服務
諮詢服務
愛滋感染者就業 轉介景美就業服務站，協助工 共 107 人次
協助
作推薦、職訓諮詢、就業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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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感染者轉介 協助安置、經濟、就業、其他 共 75 人次
服務
轉介服務
愛滋感染者外展 至昆明及台中榮總進行外展
服務

共 188 次，202 人次

愛滋感染者訪視 醫院、衛生所、居家訪視
服務

共 365 人次

愛滋感染者電話 電話、MSN、電子郵件、留言 共 2,126 人次
網路諮詢服務
板諮詢
愛滋感染者聯誼 支持、休閒、聯誼、活動辦理

共 3,173 人次

中心來訪
愛滋感染者健康 學習減少傷害，落實自我照顧
生命大會

共 45 人參與

每兩年舉辦一
次，2012 年為第
二屆。

愛滋相關議題座 醫療、疾病適應、生活調適、 共 9 場，181 人次參與
談會
藥物使用等
愛滋感染者護理 邀請感染科護理長與個管師為 共 4 場，53 人次
諮詢

感染者解答感染後的種種問題

愛滋感染者團體 新朋友團體、自我探索團體、 共 147 場次，1,137 人次參與
輔導活動
成長工作坊、樂活團體、病友
會、愛微笑女性團體、中老年
快樂人生團體、減害團體等
愛滋感染者追思 紀念已故感染朋友，祝福身邊 共 4 場次，59 人次參與
祈福活動
親友及自己
愛滋感染者休閒 三節聚餐、旅遊、成長課程、 共 43 場次，共 833 人次參與
聯誼活動
運動會、林姆姆說故事時間等
愛滋感染者線上 聊天室諮詢及同儕支持
支持團體

共 48 場次，共 1,067 人次參與

愛滋感染者監所 監所個別/團體/信件輔導、訪視 共 17 間監所，276 人次之工作
訪視輔導
人員入監訪視輔導；共舉辦 202
場次團體輔導，4,892 人次參與
及 114 人次收容人接受個別輔
導、370 人次的信件輔導
專業人員在職訓 助人者工作坊、各式培訓課程
練

訓練次數共計 106 次，平均每
位員工接受約 40 小時的培訓課
程

專業人員督導訓 個別、團體督導
練

個別督導 140 人次，團體督導
11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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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滋助人者工作 專業人員培訓、督導
坊

共 46 場次，413 人次

教育宣導

一般大眾、專業人員宣導

共 118 場，至少 10,696 人受惠

志工培訓

志工招募、志工培訓與督導

招募共舉辦 2 場次，93 人參
與；培訓與督導 11 場次，179
人參與

肆、創新方案
一、一日所得計畫：
一日所得計畫：失業感染者透過二手物品販售減少社會孤立感並培養就業知
失業感染者透過二手物品販售減少社會孤立感並培養就業知
能
在2012年度，與個案管理資源站的合作發現，長期受多重身分（更生、中老
年、疾病）和愛滋汙名的中老年感染朋友們，有銜接就業服務的需要。故於2012
年5月開始，我們結合就業技巧訓練課程、志工陪伴、專業人員督導，最重要的
--成員自我實際操作二手商品販賣的過程，以增加成員的社會接觸經驗、人際合
作、就業自信和技巧，進而引導成員發展自我生涯規劃，來進行此就業促進方案。
截至 2012 年底止，共計 5 位志工、6 位成員、2 位工作人員一同投入此計畫，
並且結合二手物資募集，於實際二手商品賣場中進行 31 次販賣會，期間成員也
參與 4 次的就業技巧訓練，針對創業規畫、銷售技巧、商品擺設和金錢管理方面，
進行議題性的培訓和討論，增進其在賣場上的表現和能力發展。此 6 位成員，在
本年度計劃結束後，有 50%以上已就業或已有生涯規劃，顯示支持性的就業協助
能有效幫忙中老年的感染朋友社會接觸能力和就業能力的恢復，此計畫於 2013
年將持續進行，以協助更多的朋友們。
二、朝露農場：
朝露農場：藥癮愛滋更生的身心靈加油站
（一）服務緣起：
因藥癮愛滋感染者之更生人回歸社會生活不易，或在離開中途之家後常會因
身分、年紀、健康狀況、家人關係不佳、藥癮復發等限制，導致生活再次面臨困
境。協會有鑑於藥癮愛滋感染之更生人，在離開中途之家與回歸社會轉換間銜接
不易，自 2012 年 4 月起，於台中市和平區增設一處更生人以工代賑與情緒抒解
之短期居住場所，取名為「朝露農場」
。藉由耕種勞動、團體相處、情緒抒解與
專業課程之安排，在專業社工及農場管理員共同協助下，達到身、心、靈之全人
照顧，讓藥癮愛滋感染之更生人能夠更容易回歸至社會中，儘早穩定生活，重回
職場，重拾自信進而邁向自立。
（二）服務效益：
參與本方案之個案完成工作職務後，依其工作時數，給付生活補助每小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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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100 元。2012 年度(6 月至 12 月)合計赴農場 19 次，服務 6 人，計 44 人次。
實施成果分述如下：
1.自我健康照顧管理：農場管理員依個案之身體疾病需求，與個案一起制
定自我健康照顧管理計畫；2012 年度(6 月至 12 月)計實施保健管理 5 次。
2.基本生活照顧：培養規律的生活作息，提供朝露農場居住，並提供餐食
自理煮食服務、參與耕作勞動之生活補助給付及交通補助，滿足個案在農場期間
食衣住行基本需求；2012 年度(6 月至 12 月) 個案農務工作計 218.5 工作時數，
以每小時 100 元計，共核發生活補助 21,850 元、供餐 304 次、交通補助 10,476
元、個案意外險保費 1,038 元。
3.自立生活訓練：農場管理員提供農耕技巧訓練，要求個案配合農場生活
公約，並協助擬定長期生涯與財務規劃，邁向返回社區自立生活之最後目的。
4.耕種農務勞動：讓個案實際參與農務工作與環境維護，提供完整的生活
管理方式。
5.課程安排：定期舉辦讀書會、心靈成長課程、工作技巧、人際培養課程、
社交技巧、情緒管理課程等；計辦理讀書會 14 次、學員農場工作心得討論 12
次、太極拳課程 8 次及不定時農場場主工作與生活經驗分享。
6.休閒活動：配合農場作息舉辦休閒活動或電影欣賞，紓解壓力與連繫學
員情感；計辦理影片欣賞 8 次、登山舒活運動 2 次。

伍、議題發展
一、帕斯堤：
帕斯堤：感染者同儕培力
「帕斯堤聯盟」持續運作已第二年，從初期的同儕交流學習、激發熱情，進
而看見社會、政策、與衛生議題，成員經過不斷的激盪與發聲，並持續邀請相關
領域學者、實務工作者進行分享，均是希望能夠激起更多對於愛滋領域中維護基
本權益的意識，進而延伸出一條自助互助之路。
如此行動主要是想跳脫傳統的思考模式，採納新的想法與建議，透過愛滋感
染者與愛滋倡權者相互聯盟，試著找到更多元的策略，讓社會中弱勢的聲音，更
有力量可以站起來為自己發聲。我們不再繼續孤軍奮戰，或將自己置身於社會運
動或是倡權之外，而是希望聯盟的行動與反思的種種經歷，能促使更多的資源相
互串連在一起。
目前「帕斯堤聯盟」是由具有領導特質的愛滋感染者為主要成員，目前已有
17 位夥伴。如今「帕斯堤聯盟」成員都各自有發聲舞台，像是【石皓 G 湯－部
落格】
、
【帕斯堤論壇－議題倡權與資源分享】
、
【線上聊天室－感染者夜間情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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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
【貓頭鷹專線－感染者夜間諮詢】
、
【愛滋教育宣導時現身說法】與【即時翻
譯國外愛滋新知】等，以上皆由帕斯堤成員獨立運作。聯盟明白，唯有自己人幫
助自己人，才能展現更強大的助力，以發揮更多同儕的影響力。
二、臨時就業方案
2012 年臨時就業方案於 8 月-11 月執行，總計服務 20 人，計 343 人次參與
包裝，工作日達 30 天，平均每人每天收入 660 元。減害計畫參與部份，定期會
談有 13 人，參與美沙冬替代療法有 11 人，參與本會舉辦減害團體-筆友會有 9
人。成效部份，此方案透過以工代賑方式，成員藉由臨時工作所獲工資可滿足三
餐基本生活或支付醫療費用，在參與方案前，表示經濟「自足」的僅有 2 位，參
與方案後，平均每人每個工作天約可收入 660 元，且表示經濟「自足」的參與者
提昇至 8 位。並經社工評估 19 名（95％）參與本方案成員可穩定其經濟需求。
參與本方案成員，經社工評估其身體概況協助就業輔導，並有意願配合社工處
遇、並轉介至各地就業服務站登記或實際有求職行動者有 16 名（80％）
。
連續兩年的執行經驗，我們亦發現此方案也成為藥癮者發揮彼此相互督促與
滿足人際需求之場域；尤其是患有其他共病之感染者，除面對病痛之外尚需負擔
沈重經濟壓力，臨時就業方案能滿足基本生活需求、創造成就感，且能藉由同儕
的鼓勵與支持緩解其情緒壓力。
三、關注女性帕斯堤的福祉
為關注台灣婦女健康，本會於 2012 在善心人士的持續支持下，積極發展婦
女愛滋服務策略，並深化女性愛滋議題。
針對已經感染的婦女直接服務部份，本會提供急難救助、經濟補助、個案管
理、資源連結、就業服務、中途之家、支持團體等多元服務項目，總計 2012 年
個案管理多重需求開案服務（包含新開案及持續服務）的婦女共計 38 位，有 269
人次的婦女接受急難救助，總計發放 306,038 元的急難金。另於台北舉辦 11 次
婦女焦點及成長團體，共計 45 人次參與。於團體中討論女性感染者的特殊議題
如：就醫經驗與求助經驗的告知兩難與困境、充權歷程之分享、婦女自我照顧新
知、女性愛滋感染者的親職議題與教養困境、女性愛滋感染的角色與伴侶關係等
議題。
2012 年 2 月起，本會設立婦女中途之家，共計台北、台中兩處，提供 3 個
床位，全年共 2 位婦女入住，平均居住 175 天，召開 4 次的家庭會議，並提供關
懷服務 42 人次。每週生輔員除進行關懷訪視外，並提供物資或營養品，維持住
民健康。另社工於會談時評估住民經濟狀況如有需求，將適時給予餐費補助，以
協助其生活穩定與自立。
在間接服務部份，持續深化婦女議題，瞭解台灣婦女需求，分別從(1)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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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帕斯堤個案(2)舉辦婦女焦點團體(3)分析個案管理資料庫等面向著手。在訪
談女性帕斯堤個案部分，我們發現大多數女性於感染前多有情感不順遂、為重要
他人而犧牲、擔任家庭照顧者的情況。對於感染後的生活，第一個告知對象的反
應，深刻的影響女性帕斯堤自身對於感染的觀感。而姐妹淘是他們重要的支柱，
他們也急需就業等經濟上的協助。
而在焦點團體跟資料庫分析上，發現女性容易有自傷行為跟集體陷入低潮的
狀況，因此社工或團體帶領者在情緒處遇上需要更細致。另女性較少有報復性的
念頭，多是默默承受感染的事實，復原力也較男性來的佳，尤其若有小孩需要照
顧，希望感會增加，幫助別人也有助於增加自我價值感。
目前社工於女性帕斯堤服務經驗上較為缺乏，評估的能力仍需積極培養，與
個案會談中，如何產生共鳴，並協助案主轉換為正向的思考跟語言，將是重要的
課題。另女性帕斯堤對於親密關係的需要跟如何擁有安全的性，也是關注的焦點
之一。因此於 2013 年除了持續提供個案管理等協助外，對於社工能力的培養，
專屬女性關注議題的開發跟討論，以及如何喚醒一般女性對於愛滋議題的關心，
並願意協助女性帕斯堤，將是重點發展方向。
四、國際愛滋燭光日
2012 年度繼續舉辦國際愛滋燭光日活動，此源起於 1983 年的國際愛滋燭光
日是一個全球性的串連行動，在每年五月的第三個禮拜，全球 115 個國家，超過
500 個地區，包含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紐西蘭、印尼等，合計 10 萬人以
上，透過網路或是聚會方式，一同點亮愛滋的希望燭光，除紀念因愛滋而辭世的
朋友，更希望藉由燭光凝聚起來的光與熱，為持續與愛滋搏鬥的朋友們加油打氣。
露德協會 15 年來關懷陪伴帕斯堤朋友面對愛滋帶來的衝擊，在 2012 國際愛
滋燭光日特別邀請年輕族群所喜愛的歌手吳克羣、台中在地大家長蔡炳坤副市
長、立委林佳龍夫人廖婉如、光啟社副社長也是露德協會理事丁松筠神父、呂薇
修女及疾管局第三分局林明誠分局長，帶領大家一同點亮愛滋希望燭光，持續呼
籲國人關懷愛滋，增加民眾愛滋常識，了解自我保護與如何與感染朋友相處的知
識，降低因恐懼而造成的社會歧視與壓迫，一起為愛滋預防盡一份心力，盼為台
灣的帕斯堤及其親友找到黑暗生命的出口，因小小燭光指引新生。
在共同點燃愛滋燭光前，台中市蔡炳坤副市長期盼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林
佳龍立法委員夫人廖婉如則呼籲各界關注女性帕斯堤的身心靈健康、疾管局第三
分局林明誠分局長則期待社會減少對愛滋的歧視跟誤解、光啟社副社長丁松筠神
父則邀請大家一起為帕斯堤家庭祈禱。
露德協會投身台灣愛滋社群服務屆滿 15 個年之際，我們看見許多的帕斯堤
及其親友，因為愛滋而被歧視、被排拒。你我的傾聽、支持、教育、陪伴，與他
們攜手面對愛滋帶來的各項衝擊與挑戰。每個人都可以改變別人的生命，只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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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付出愛與關懷。在小小燭光背後，我們期許更多朋友以實際行動幫助帕斯堤
家庭脫離愛滋風暴，重見愛與希望的藍天。
五、公關與理念推廣的
公關與理念推廣的發展
與理念推廣的發展
2012 年公關發展著重於下列重點：
(一) 媒體關係經營：參與醫藥記者尾牙，持續更新媒體名單，不定期發布新聞稿，
針對緊急事件發表聲明，接受媒體約採訪，與藥商合作專題報導，總計 2012
年度媒體報導共露出 188 則(含電視、報紙、網路、廣播、雜誌等)，較 2011
年多出 73 則之多。
(二) 企業合作：除與生產抗愛滋藥物藥廠企業(必治妥、嬌生楊森、默沙東、亞
培、葛蘭素)保持密切聯繫外，因有鑑於愛滋感染者合併 C 肝的情況有增加
的趨勢，2012 年也首度與出版 C 肝藥物的羅氏大藥廠，合作 C 肝相關衛教
計畫。另與傳悅、全聯慶祥慈善基金會、松山慈祐宮、奇摩、食物銀行、楊
塘海慈善事業基金會、琵央卡餐廳、墨磊品牌顧問公司等建立或維繫合作關
係，拓展募款來源，共計有 23 次提案。
(三) 名人合作：因朋友牽線，於 2012 阿妹巡迴演唱會台北場除有彩紅旗販售，
部份所得支持本會服務外，更於每場開場時發送有授權”AMEIZING”字樣的
關懷愛滋紅絲帶貼紙，象徵與張惠妹一起關懷愛滋，共計發出超過 8 萬張，
為本會首度嘗試跟創舉。另於 5 月燭光日於台中舉辦，持續邀請名人代言，
本年度代言人為吳克羣，雖然因天候不佳，當天現場參與人員有限，但後續
的相關報導多達 30 篇。
(四) 一般民眾合作：與對愛滋議題及服務認同的民眾，進行龍眼乾義賣與手工皂
義賣合作。
(五) 多元宣導管道：除於本會官網及臉書進行相關活動宣傳/募款/宣導外，也透
過電子報、電子郵件轉寄、網路宣傳平台、捷運月台燈箱、雜誌、媒體等，
進行宣導活動。
(六) 公益廣告：自行設計完成＜關懷帕斯堤家庭＞公益廣告，因愛滋影響的不僅
是個人，還包括整個家庭，故邀請大眾接納帕斯堤及其親友，以行動支持露
德服務，共於台北捷運沿線刊出 11 面。
(七) 同志大遊行：於台北同志遊行以「帕斯堤，我們是一家人」為主題，邀請民
眾加入關懷接納帕斯堤的行列，獲得熱烈迴響。同時並推出關懷愛滋 LOVE
行動裝置，以抗愛滋藥物藥盒組成的 LOVE 行動裝置，出現在台北街頭，搭
配有關懷愛滋意境的舞蹈，喚起民眾對愛滋議題的關注，以及對帕斯堤家庭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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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社區攤位宣導：過去本會極少參與社區型攤位宣導，2012 年首度嘗試於松
山高中校慶中擺攤，與年輕學子與家長、老師互動，也深獲民眾認同。之後
參與默沙東關懷女性市集，經由打地鼠遊戲或趣味問答輕鬆學習愛滋知識。
未來仍將持續發展此類宣導。
(九)二手愛募集：2012 年，本會開始積極進行二手物品募集，除了做為辦公室及
提供個案使用外，也於九號小舖的實體店面或攤位義賣時進行販售，募集本
會服務基金。而為了增加帕斯堤與人群的互動，增進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培養自立生活能力，二手愛募集的重點之一是提供給感染朋友整理後，在工
作人員或志工的陪伴下，嘗試到二手市場進行販售，所得成為其收入，藉此
減少帕斯堤的社會孤立感，增加自我認同與價值，提升自信。

陸、文宣出版
2012 年新出版之宣導品，包括 2012 台灣抗愛滋藥物手冊(1,000 本)、2012 台
灣抗愛滋病毒藥物海報(500 張)、2012 看見生命的彩虹─愛滋朋友的生命故事
(2,000 本)、2012 健康夥伴手冊(2,000 本)、全面安全防護系列-校園篇(2,000 本)、
2011 年年刊(2,500 本)。改版之宣導品，包括 2012 新愛手冊－初感染者必備寶典
(2,000 本)、愛滋小常識(10,000 本)。另，每月出刊匯集最新的治療、保健、感染
者權益及感染者投稿，幫助感染朋友獲取正確的愛滋及權益訊息的滋露通訊，免
費提供給監所、醫院等處，並於網路刊載分享。每期 1,500 份，共 12 期，18,000
份。
本會除了上述各類實體的出版品外，亦發行電子刊物及電子書，目前本會共
發行 28 本電子書，其中以家屬手冊點閱率最高，累積已達 13,478 人次，可見感
染者家屬的身心靈需求不容忽視，電子書總點閱為 45,356 次。在服務與專業經
驗的發展上，本會同仁於 2012 年陸續在社區發展季刊或國際愛滋大會上發表論
文或文章共七篇，除了經驗整理外也與樂於與外界交流分享。

柒、獲獎紀錄
多年來，本會秉持著仁愛與正義的精神，協助台灣愛滋感染族群適應疾病與
生活問題，服務績效受各界肯定。2012 年度獲獎記錄如下：
2012 年
2012.11

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 社團法人台灣露德協會(台北暨台中日光家園)協
董事長 顏大和

助推展更生保護事業不遺餘力績效卓著熱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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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國際交流
(一)中國大陸
 2012 年 2 月徐森杰秘書長受澳門利瑪竇社會服務中心的邀請，協助雲南昆
明百合婦女中心之團隊發展之評估，會後並至廣州、珠海等地與當地愛滋相








關服務機構交流。
2012 年 5 月徐森杰秘書長再次至昆明百合婦女服務中心進行團隊能力建
設，會後並至廣西南寧市參觀愛滋服務組織。
2012 年 7 月藍元亨關懷專員受中國愛知行組織之邀請，赴廈門、福州、泉
州與當地愛滋草根組織交流服務經驗。
2012 年 8 月蔡春美理事與徐森杰秘書長至西安帶領助人者家庭處遇知能培
訓，共 20 位學員完成初階培訓，期間並與當地流動兒童方案的助人者進行
團體督導；會後受愛知行組織邀約轉往山東濟南與地草根組織山東彩虹的自
願者們進行愛滋個案管理及同儕培力的交流；同月，徐秘書長及古佳蓓組長
至遼寧瀋陽市盛京仁愛社會服務中心針對該中心及來自大連、撫順等地的愛
滋助人者進行愛滋個案管理模式培訓，並與當地愛滋組織進行服務經驗交
流。
2012 年 9 月高健哲社工至湖南省參加澳門利瑪竇主辦之生物磁學輔助療法
課程
2012 年 10 月 林驥理事和聖神會李美翠修女至河北寧晉帶領德蘭修女會預
防家庭暴力─婚姻輔導五天培訓課程，共 15 位學員參與。
2012 年 12 月本會附設基地─中區同志健康文化中心劉信詮組長赴中國北京
參加兩岸四地愛滋病研討會並參訪當地愛滋服務相關機構。

(二)其它國家
 2012 年 7 月陳玟如主任及吳紫維社工師至美國華盛頓參加國際愛滋會議，
於大會以海報論文的方式發表本會多年來建制的帕斯堤 E 化服務成效。



2012 年 9 月 24-26 日 邱智浩專員至馬來西亞參加亞太已開發城市增進男同
志健康福祉的能力建設培訓課程。
2012 年 9-11 月徐森杰秘書長受外交部非政府組織高階主管培訓計畫補助至
美國及加拿大多倫多亞裔愛滋社區服務中心實習，並參訪當地相關愛滋服
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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