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會 CB(2)1238/06-07(06)號文件

預防及控制愛滋病病毒/愛滋病

以下意見乃根據香港愛滋病顧問局於今年一月初發表之「香港愛滋病策略 2007 –
2011 建議初稿」（以下簡稱「策略文件」）
。

整體來說，策略文件能反映本港愛滋病日趨上升的情況，並以針對性預防為控制病
情的焦點。所訂立的目標更對持份者提出重要方針。不過若欠缺政府的積極領導，
這些目標是不能達成的。
「關懷愛滋」相信香港必須利用現時已有的資源及經驗，加
強對抗愛滋病的工作。

1. 政府的角色及倡導跨部門的回應
策略文件清晰地指出持份者集體力量的重要性，
「關懷愛滋」建議政府需擔起領導的
角色來促進此集體力量。我們相信政府的積極性有助成功達成策略文件訂立的目
標，這亦是中國 2006 – 2010 減低及預防愛滋病之行動綱領中，指出「政府需擔負起
領導及組織的角色，每個部門亦應有其特定的責任與及整體社會的參與。」

在 2007 – 2011，
「關懷愛滋」盼望多個政府部門就以下三項議題能有一致的做法。

1.1 安全套不應用作檢控色情場所及性工作者的證據
當衛生署正努力地推廣安全性行為及使用安全套時，安全套被用作證據以起訴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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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性工作者。一些場所亦曾遇到警方掃場時將安全套充公。雖然保安局局長在最
近的立法會會議上指出警方並不會以安全套或潤滑劑等物品被用作唯一證據，作為
賣淫控告，而警方亦無這類內容指引。但是入境署於去年五月回覆性服務行業社群
愛滋病預防工作小組（內部文件）中指出，藏有安全套或潤滑劑這些被公認為賣淫
活動的工具，可成為部份有關犯罪證據。政府各部門需言行一致地推廣使用安全套，
並廢除以安全套為檢控的證據。
「關懷愛滋」鼓勵政府以泰國「100%使用安全套」項
目作參考，包括警方的角色是確保性服務場所必須派發安全套予性工作者及其顧客。

1.2 社會衛生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予非香港永久性居民
策略文件提到為性工作者及其顧客提供預防愛滋病及性病檢查和治療的重要性。現
時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若要使用社會衛生科需繳付全部費用。
「關懷愛滋」聯同香港愛
滋病服務機構聯盟各成員曾向衛生福利及食物局指出此收費政策阻礙非香港永久性
居民使用服務。性病治療及監察若受到延誤，便會對公眾健康做成影響。若繼續此
收費政策，更會影響衛生防護中心執行其 2007 – 2009 策略中促進性病監測工作的推
行。
「關懷愛滋」促請政府提供免費性病檢查及治療予所有有需要的人士，防止性病
蔓延。

1.3 將性教育納入中小學必修科目
教育及人力統籌局應該將性教育納入中小學必修科目。教育署多次出版性教育指引
及課程工具，協助學校推行性教育。可是性教育在本港仍不是必修科目，故此學校
可以用種種原因，例如教師的教學時間是否許可下才決定是否教授性教育。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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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下，性教育現時是納入學校的德育及公民教育中，但是性教育未被清晰地列
入為主要學習範疇。而教授性教育的方法及內容在各間學校有異，亦視乎個別學校
的取向。我們認為教統局需要強制學校加入愛滋病、性病、性取向、生殖健康及技
能等的性健康課題注入科目內，協助青少年學習這些「求生」技能。

2. 執行及監察
「關懷愛滋」認為，要達成策略文件提出的八項目標，最重要是落實執行。文件內
的八項目標是預防及照顧的主要方向，我們認為香港愛滋病顧問局，聯同相關團體
需共同制訂行動綱領，並包括「由誰人在何時做些甚麼」的仔細計劃。這些計劃對
監察及評估是十分重要，亦有助達成八項目標。
「關懷愛滋」認為香港愛滋病顧問局
應擔當領導的角色統籌此工作，此領導角色亦是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在「三一」
(Three Ones) 原則中倡議「一個國家愛滋病統籌局」的精神。而成立委員會或工作小
組將會有助整個統籌的過程。

3. 愛滋病信託基金的撥款機制
我們很高興見到策略文件的目標之一是檢視愛滋病信託基金的撥款機制，以便促進
一個以既有成效又以社群為本的撥款方針。假設整個檢視過程是公開的話，那麼非
政府的愛滋病機構及弱勢社群便應有更積極參與。
「關懷愛滋」很想了解更多這個檢
視過程，與及由誰人/那個政府部門負責帶領。
「關懷愛滋」亦想重申指出撥款的優先
次序應以證據為本，緊隨其流行趨勢，回應弱勢社群的需要，與及彈性地面對難接
觸到的社群人士不斷轉變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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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關懷愛滋」建議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了解及監察愛滋病信託基金的撥
款分配，與及撥款的幅度及比例是否回應現正日趨上升的愛滋病數目。剛成立的特
別撥款資助男男性接觸者愛滋病預防及照顧項目，是回應愛滋病在該社群蔓延的一
個好開始，但是愛滋病信託基金亦需盡快評估此特別撥款資助的延續性與及放鬆此
申請限制，伸延至跨境旅客，因為境外的愛滋病疫情猖獗，尤其在中國內地。

另外，愛滋病信託基金需要視（愛滋病）非政府機構為抗愛滋病的伙伴，在改變撥
款優先次序或分配時，應該諮詢（愛滋病）非政府機構的意見。

4. 融入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參與「GIPA 原則」
策略文件中提及延續有質素的治療及照顧予愛滋病病毒感染者對愛滋病的預防及照
顧的重要性。可惜，策略文件並無提及融入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參與「GIPA 原則」。
感染者不應只被視作服務使用者，相反，感染者應被視為預防及照顧的伙伴。
「關懷
愛滋」促請香港愛滋病顧問局倡議感染者在不同層面上有更大及更有意義的參與，
尤其參與在顧問局委員會架構中。

5. 減低愛滋病的標籤
與愛滋病有關的標籤一直是愛滋病預防及照顧的絆腳石，可惜香港仍未努力回應此
議題。大眾人士對感染者及受影響人士存有標籤，而感染者及受影響人士因愛滋病
而對自身產生標籤亦屢見不鮮。愛滋病的標籤對愛滋病測試、獲取治療及預防服務，
與及感染者和受影響社群的身心健康做成嚴重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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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愛滋」促請政府加強打擊在感染者及受影響人士的標籤，策略包括感染者充
權工作，針對大眾及個別社群的反標籤歧視工作，加強平等機會委員會在執行殘疾
歧視條例的工作，這些都是減低標籤的有效方法。

6. 二零一一年後
要回應不斷上升的愛滋病是需要果斷的行動。跨政府部門及與持份者的統籌及合
作，有助面對愛滋病在未來數年對香港產生的挑戰。正當香港愛滋病顧問局埋首完
成 2007 – 2011 策略文件的同時，必須考慮如何將建議在未來數年內轉化成實際的行
動，以達到所訂下的目標。而且「做些甚麼、怎樣做及何時做」將直接影響 2011 年
以後香港愛滋病的情況。香港愛滋病顧問局必須聯同其他持份者開始訂立監察及評
估的機制和過程，與及開始計劃 2011 年後的香港愛滋病策略。

總結
愛滋病是一種可以預防的疾病，愛滋病在本港的主要傳播途徑是經性接觸，故此預
防的訊息是推廣使用安全套。衛生署最近發現的愛滋病病毒群組與及在男男性接觸
者社群愛滋病病毒感染個案急升，已經拷晌了警號，若要扭轉現時的愛滋病形勢，
必須迅速行動。

「關懷愛滋」致力將愛滋病病毒感染維持在低水平，我們亦通力與政府及各持分者
共同達到此目標。
二零零七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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