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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然而，基於醫療服務的特性、醫事人員的職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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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第1項之病人揭露義務，以及修正第14條保密義
務之例外揭露規定，並且加入公正第三方評估資訊使

用，以保障感染者隱私權益、促進醫事職場安全。

The HIV Infection Control and Patient Rights Protection 
Act (“HIV/AIDS Act”) of Taiwan stipulates that people 
living with HIV have the obligation to disclose their 
state of infection to the medical staffs. The disclosure 
obligation often leaves the infected patients to the risk of 
unfair of medical treat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the HIV/
AIDS information is necessary information for the medical 
staffs. Given this dilemma, this article take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by referring to the robust regulation and 
jurisprudence on the protection of HIV/AIDS information 
in the US law and further examining the law of Taiwan. 
This article reache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he patient’s 
disclosure obligation of the Section 1, Article 12 of the 
HIV/AIDS Act should be removed; the exemptions of the 
disclosure obligation of Article 14 should be amended; 
moreover,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fected patient’s 
privacy and to promote medical safety, the requirement 
of authorizing a just third party to evaluate the use of 
information should also added to the law.

壹、前言

早期愛滋病致死率極高1，感染者又常與性氾濫、毒品使

1  1995年高效能抗反轉錄病毒治療（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 
HAART）發明後，感染者若積極接受治療，血清病毒量可低至20∼40 
copies/ml，達到血液中幾乎沒有愛滋病毒。

www.angle.com.tw      7

       *  本文為作者碩士論文之一部分，在此感謝指導教授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
究所張兆恬助理教授，提供本文架構、用語、撰寫技巧的指導，亦感謝

審查委員給予本文之建議。

**  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生（Master, School of Law, Chiao Tung 
University）

關鍵詞：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HIV Infection 
Control and Patient Rights Protection Act）、愛滋資訊（HIV/AIDS 
information）、醫療歧視（medical discrimination）、醫療隱私
（medical privacy）

DOI：10.3966/241553062019080034012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規

定，愛滋感染者有揭露感染狀態之義務，而許多感染

者揭露後，於醫療現場中便受有遭受不公平對待之風

險。然而，基於醫療服務的特性、醫事人員的職場安

全，醫事人員又時有知悉感染狀態之必要。有鑑於此

衝突，本文採取比較法之觀點，以美國愛滋法對於感

染者有關資訊保護之豐富的規範與理論為借鏡，對我

國法進行檢視。本文認為應刪除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摘 要

論
新
法
醫

陳俞璇 Yu-Syuan Chen**

論醫療體系中
愛滋資訊之蒐集與揭露
─以美國法為鑑*

The Collection and Disclosure of HIV/AIDS Information:
A Study of American Law



136      Angle Health Law Review

用等連結，使愛滋病的汙名化非常嚴重2，而愛滋資訊所傳

遞出來的社會意涵，使感染者在就醫時也同樣地被不公平對

待3。事實上存在於白色巨塔中的愛滋歧視4，也影響了臺灣對

於愛滋資訊5在醫療體系中蒐集與揭露之法制設計。基於醫療

服務的特性、醫事人員的職場安全，醫事人員又時有知悉感染

狀態之必要，愛滋資訊在醫療體系中如何蒐集與揭露實為重要

議題。

貳、臺灣法中愛滋資訊之蒐集與揭露

臺灣醫療體系中，涵蓋於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的規範主體

有感染者及醫事機構、人員。以下分別介紹帶有隱私風險的三

個法定義務：感染者揭露義務、感染者受檢測之義務（醫事機

構及人員之強制檢測裁量權）、醫事機構及人員之保密義務與

2  陳宏梅、史曉寧，愛滋的汙名烙印，新臺北護理期刊，12卷2期，
2010年11月，52頁。

3  Craig Konnoth, Governing Health Information, 165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317, 1320 (2017)；丁志音、李芳盈、方
啟泰，醫師對愛滋病照護經驗、知識及態度的變遷：1994及2012年
調查之比較，台灣公共衛生雜誌，32卷5期，2013年10月，444-445
頁：醫師對感染者的整體照護意願2012年為43.2%；擔心執行職務時
受到感染的外科系醫師2012年為84.6%。

4  李樹人，拒讓愛滋患者就醫　有醫院遭罰30萬元，聯合晚報，2016年
8月15日報導，https://video.udn.com/news/543017（瀏覽日期：2019
年7月24日）；張智鈞，碰壁！HIV病友牙痛不敢就醫　逾4診所「拒
看」，TVBS新聞網，2017年12月13日報導，https://news.tvbs.com.
tw/health/835579（瀏覽日期：2019年7月24日）。

5  臺灣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並未使用
「愛滋資訊」此一名詞。茲此可參考康乃狄克州法關於「愛滋資
訊」（confidential HIV-related information）之定義：「與被保護人
（protected individual，被認為與HIV感染有關之人，即HIV檢測對象
或被診斷感染HIV、AIDS或HIV有關疾病）有關之資訊或依據受保護
愛滋資訊的發布所獲得的資訊，如是否接受愛滋諮商、是否接受愛滋
檢測、是否被診斷為感染者或愛滋病毒有關疾病或愛滋病等可識別或
足以識別之資訊。這些資訊範圍亦包括被保護人之伴侶」。C.G.S.A. 
§ 19a-58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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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揭露。

一、感染者揭露義務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下稱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2條第1項修法前規定：「感染者有

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

已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並於同法第23條定有罰則6。至

於醫事機構與醫事人員在知悉愛滋資訊後，不得拒絕提供醫療

服務7。需要注意的是，傳染病防治法並無規定其他傳染病患

者有揭露感染狀態之義務，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卻要求感染者

負揭露義務。

2018年的修法，新增訂了第12條第1項後段但書的規定：

「但處於緊急情況或身處隱私未受保障之環境者，不在此

限。」且於第23條將該但書排除。立法者似乎意識到感染者隱

私之問題，但感染者何時能依據但書免除揭露義務、判斷要件

為何，實為模糊。

二、感染者受檢測之義務（醫事人員之強制檢測裁量權）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於2015年增訂之第15條之1第1項第1

款8，為醫事人員取得愛滋資訊之另一管道。衛生福利部（下

6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3條：「違反⋯⋯第12條⋯⋯者，處新臺幣3
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但第12條第1項但書所定情形，不罰。」

7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2條第3項：「感染者提供其感染事實後，醫
事機構及醫事人員不得拒絕提供服務。」

8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5條之1：「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因醫療之必
要性或急迫性，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檢
測，無需受檢查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一、疑似感染來源，有致
執行業務人員因執行業務而暴露血液或體液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
染之虞。二、受檢查人意識不清無法表達意願。三、新生兒之生母不
詳。因醫療之必要性或急迫性，未滿二十歲之人未能取得法定代理人
之即時同意，經本人同意，醫事人員得採集檢體進行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感染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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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衛福部）於2014年提出修正草案時，其立法理由為9：「醫

事人員及警消人員執行業務常有針扎或尖銳器劃傷等風險，需

透過了解暴露源病患，評估進行適當暴露後預防性投藥處置之

必要性」，但最後修正之結果，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之法條

文字使用「疑似感染來源」、「有致⋯⋯之虞」，造成臺灣強

制檢測的適用範圍非常模糊10，似超出原立法目的範圍外。因

此，即使感染者依據新法主張情況緊急或隱私未受保障而選擇

不揭露，醫事人員仍得主張醫療上之必要或急迫，在不經感染

者同意下進行抽血檢測，結果仍使感染者受拒診之風險。

三、醫事機構、人員之保密義務與再揭露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4條規定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不得

洩漏愛滋資訊11，違反者得課處罰鍰及移付懲戒12。感染者權

益保障條例自1990年立法至今，皆明文規定醫事人員對愛滋資

訊之保密義務，然而，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對愛滋資訊所規定

的保密義務，似乎較醫療法對一般醫療資訊的要求來得更為嚴

格13。根據行政院衛生署（現為衛福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

署）於2009年公布署授疾字第0980001413號函釋14指出：醫師

9  立法院第8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1433號，政99
頁。

10  林欣柔，愛滋篩檢與告知後同意─愛滋例外主義轉向趨勢與臺灣法
制之檢討，政大法學評論，150期，2017年4月，241-242頁。

11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4條：「主管機關、醫事機構、醫事人員及其
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之姓名及病歷等有關資料者，除依法律規定或基
於防治需要者外，對於該項資料，不得洩漏。」

12 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3條第4項。
13  林欣柔，同註10，61-68頁。醫師取得病人同意或依法對公權力主管
機關負有通報義務時，皆屬保密義務之例外情形，而以治療為目的者
通常可以解釋為推測或暗示性的病人同意，但特殊敏感資訊的例外揭
露範圍會再更縮小。

14  行政院衛生署署授疾字第0980001413號：「⋯⋯三、本條例第14條
所定『除依法律規定或依防治需要者外』乙節，此一除外情形，限於
公益考量優先於病人隱私權保護時，始得將愛滋病毒感染者之病情告
知他人（如依本條例第13條通報主管機關），故醫師若依醫療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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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獲愛滋病人同意或其無法溝通，始得向醫療法第81條、醫師

法第12條之1所規定本人以外之告知對象揭露病情。醫事人員

間互相揭露愛滋資訊，此號函示之立場則屬模糊，只提及為避

免醫事人員血液暴觸，應加強教育訓練、通報機制及落實全面

性防護措施（universal precaution）。由於醫事人員間互相揭

露愛滋資訊之規則不甚明確，實務上醫事人員往往轉以發動強

制檢測得知此資訊，實務上甚或有違法檢測之情況15。

綜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12條第1項之揭露義務，增

加愛滋病人的心理負擔16；醫事人員間基於專業互相揭露之規

定，僅有第14條模糊之例外規定；而第15條之1第1項第1款強

制檢測之要件規定寬鬆，醫方能輕易以醫療需要、公益目的等

事由17，不經同意取得愛滋資訊。愛滋資訊屬極敏感資訊，但

資訊主體（感染者）卻為立法者所忽略18，進一步傷害了就醫

權利。此外，蒐集與揭露方法與臨床實務亦相差甚遠。本文希

81條及醫師法第12-1條規定，逕將愛滋病毒感染者之病情告知其照護
者，並非本條例第14條之除外規定，則應依本條例第23條規定，處新
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五、為避免醫事人員及看護工
因執行業務而意外暴觸感染性體液建請貴院應制定通報機制等標準作
業流程，並加強相關教育訓練。對於所照護之病患無論是否為愛滋病
毒感染者，均應落實全面性防護措施（universal precaution），並非
因所照護對象是否為感染者而有所區別，若發生意外暴觸事件，輔導
相關醫事人員進行檢驗或使用預防性投藥等措施，以避免因空窗期或
未經檢驗而錯失預防感染之時機。」

15  楊玉隆，未經病人同意之不當HIV採血檢測與相關法律問題，家庭醫
學與基層醫療，30卷9期，2015年9月，268-269頁。常見未經同意採
血檢測之行為類型包括：專斷醫療行為（如：將愛滋檢測包裹在一般
檢查內，病人在受檢時只知道為一般血液、肝功能或腎功能等生化檢
查）、詐術檢血（如：告知患者抽血以檢驗肝腎功能，因此取得病人
同意，但實際上是為了要檢驗HIV）、計謀檢血（如：已先完成一般
生化檢驗後，將丟棄的廢血在病人不知情下私自進行愛滋檢測）。

16  邱飄逸、郭素娥，愛滋病患診斷期之心理歷程及因應行為，長庚護
理，12卷3期，2001年10月，190頁。

17  江浣翠，公共衛生監測之規範問題研究─以美國法及我國現況為中
心，東吳法律學報，29卷1期，2017年7月，30-33頁。

18  陳鋕雄、劉庭妤，從個人資料保護法看病患資訊自主權與資訊隱私權
之保護，月旦民商法雜誌，34期，2011年12月，5-2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