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基金會
109 年度工作報告
一、依據:依董事會議通過之工作計畫辦理
二、執行狀況及成果
預算經費
執行經費
工作項目
(單位:新臺幣 (單位:新臺幣
元)
元)
管理費用

募款活動

愛滋防治教育宣
導

愛滋防治教育宣
導

愛滋防治教育宣
導

愛滋防治教育宣
導

958000

580000

870000

1550000

150000

100500

1103604

實施內容

執行成果

備註

維持本會運作之人力、場地、
維持本會穩定運作。
管理費用與會計師財簽費用。

610032

開發小額募款通路、文宣、
EDM及結合台灣農家愛滋防治
推廣義賣活動、透過網路行銷
通路及辦理大型募款活動加強
本會募款訊息暴光次數

826359

1、官網線上諮詢答覆及管理、
提供國際新知及愛滋相關國內
外新聞分享、管理本會官方臉
書及訊息分享，進行愛滋防治
宣導。
2、會本部愛滋/梅毒篩檢諮詢
服務提供。
3、推廣HIV在家自我篩檢口腔
黏膜篩檢試劑。

1. 推動公益勸募募款專案，與結
合茂谷柑、玉荷包、文旦、鳳梨
釋迦等四項農產品義賣，提高不
同族群接觸愛滋防治資訊的機
率。
2. 開發iGoods愛物資、Line
Pay、杏㇐藥局、中華郵政公益
網相關公益宣導通路，進行小額
募款活動。
㇐、會本部：
1、線上諮詢1,320則。
2、電話諮詢1,000通。
3、臉書專業資訊發文150篇。
愛滋防治網路宣導
二、會本部諮詢篩檢服務355人
次。
三、協助推廣自我篩檢試劑1,000
人次。

1956064

1、 原鄉學校70場，4,607人次，
含國小60場2,387人次、國中5場
231人次、高中3場1,942人次、
教職員2場47人次。
2、偏鄉學校139場，10,179人次
偏/原鄉校園宣導服務、監所宣 ，含國小98場 5,398人次、國中
導服務、職場及軍警消等專業 38場4,213人次、高中2場500人
人員宣導
次、教職員1場68人次。
3、針對新北地區之矯正機關收容
人、警方查獲之藥癮者及同志族
群等對象，已辦理80小時愛滋防
治衛教宣講，宣講對象計達4,513
人。

102200

1、 針對全台男性SPA場域持
續提供設計專屬的『愛滋防治
宣導品』，並提供保險套、潤
滑劑給予業者。
2、每月提供男性SPA場域保險
套、潤滑劑，特別在同志大遊
行(10月)，提供大量保險套給
業者。不定期在三溫暖、同志
場域進行外展篩檢。

87600

1、在台印尼外籍人士衛生教育宣
導及同儕教育，共計進行5場次
86人。2、於9月26日在台大集思
與北醫國際學程研究生以及印
會館臺灣愛滋民團分享會中分享
尼服務團體(Indonesian
，主題：HIV/AIDS prevention 印尼外籍人士愛滋
Association of Migrant
program for Indonesian
與性教育衛教宣導
Worker)合作，每個月提供印
friends in Taiwan(「印尼外籍在 計畫
尼外籍人士愛滋與性教育衛教
台人士愛滋與性教育衛教宣導計
宣導
畫」歷年成果分享)，共計200名
台灣愛滋相關民間團體代表與
會。

全面實施(偏/原鄉校
園、矯正機關、專
業人員等)之愛滋防
治及宣導

1、於三溫暖、同志場域進行外展
篩檢及宣導共18場，服務對象共
愛滋及性傳染病篩
計271位。
檢與衛教諮詢及外
2、辦理業者衛教宣導或同儕教育
展服務
活動，於北、中、南共辦理三場
，觸及30人。

推動社區愛滋防
治工作

推動社區愛滋防
治工作

1910000

600000

2250000

1、持續營運北區同志健康社區
服務中心-GisneyLand風城部
屋及嘉義縣同志健康社區服務
中心-GisneyLand諸羅部屋
2、提供多元性別族群友善的環
境及服務，做為與多元性別群
體間愛滋防治理念之溝通平台
3、深入桃竹苗職場與校園辦理
愛滋及性傳染病相關教育訓練
或衛教推廣

595000

1.與醫療團隊合作，於社區服
務中心內辦理社區愛滋醫療門
診及身心科門診。
2.結合身心科或精神科醫療資
源，成立性別友善之成癮性藥
物防制支持性復元團體。

推動社區愛滋防
治工作

450000

373000

配合特定節日、慶典，辦理社
區型大型宣導活動。

推動社區愛滋防
治工作

1970000

1781076

協助疾管署處理線上在家自我
愛滋篩檢試劑訂單並回答民眾
愛滋及檢驗相關問題

推動社區愛滋防
治工作

500000

126946

「台東縣」行動車篩檢方案，
將透過行動車的方式，進行1對
1諮詢暨愛滋、梅毒匿名篩檢。

1546418

針對易感族群之愛滋病毒篩檢
服務、新北市男同志場域提供
篩檢諮詢服務、於新竹.嘉義同
志社區服務中心、同志三溫
暖、公園等，多元性別族群聚
集場域提供篩檢諮詢服務，並
加強對篩檢陰性者提供暴露愛
滋病毒前或後預防性投藥之資
訊。

632708

1、提供本會初篩疑似陽性者直
接之關懷服務，並協助轉介至
指定醫院。
2、提供心理支持與個案管理並
提升案主自我悅納程度。
3、伴侶告知諮詢且提高伴侶告
知率。
4、持續提供專業諮詢且穩定個
案就醫率。
5、辦理心理支持團體及服務，
且協助團體成員回顧生命經驗
並進而提升自我接納程度。
6、公益勸募案醫療金、急難金
及獎助金審核及發放。

推動社區愛滋防
治工作

協助愛滋患者獲
得妥善照顧

1470000

450000

1、實體服務觸及人數達2,956人/
年；虛擬服務觸達407,689人次/
年，電話諮詢服務1,556人次/年
，辦理志工培訓課程培訓同儕志
工20名(風城)
2、辦理職場及校園愛滋防治講座
17場，觸及人數1,788人；辦理
校園愛滋衛教擺攤宣導9場，觸及
人數980人
3、辦理12場同儕導師健康講座
，觸及人數119人
4、諸羅部屋：線上諮詢1,265
則、電話諮詢317通、 臉書專頁
資訊發文112篇。
1.新竹友善醫療門診每診次至少3
小時，提供12診次。完成服務57
人次。
2.成立MSM族群成癮性藥物防制
支持性或戒癮團體，團體治療輔
導12場次。新竹藥愛自助互助團
體收案人數12人。
3.嘉義結合衛生所辦理友善門診
12次，服務72人次。
辦理台灣彩虹文化祭回顧展、世
界愛滋日紅絲帶地景、新港媽祖
繞境、東石海之夏祭、布袋過溝
建德宮火燈夜巡、民雄大士爺文
化祭、結合嘉義衛生局等辦理世
界愛滋日倡議及愛滋防治宣導，
共觸及4,811人次。
㇐、在家自我篩檢試劑寄送至各
人工發放點(縣市衛生局、同志健
康中心)19,448隻。
二、超商出貨情況：從109 年 05
月 12 日至109年12 月20 日之網
路訂單：
1. 總訂單數 19,221筆。
2. 兌換券申請審核 9,995筆。
3.退貨處理1,160筆。
4.民眾電話諮詢169人次。
1、年度㇐共服務4場，共計163
案。
2、1名篩檢陽性個案已轉介成功
，100%。
㇐、年度篩檢量7,265人。
1、風城部屋(含外展及自我篩檢
試劑推廣)1,706人
2、紅樓部屋(含公園外展)4,200
人。
3、諸羅部屋(含嘉義公園、斗六
及虎尾公園、高雄及屏東外
展)1,359人
二、外展服務場次
1、新北市男同志公園外展場域
88場次。
2、桃竹苗121場次。
3、雲嘉高屏外展46場次。

同志健康社區服務
中心營運

增加HIV個案與醫療
服務的聯結，提供
MSM族群身心健康
相關醫療及支持服
務。

應用社區宣導概念
，落實推廣愛滋防
治以及性別平等友
善觀念。

在家自我愛滋篩檢
計畫

行動篩檢車服務

多元場域愛滋病毒
篩檢暨在地愛滋防
治服務

1、疑似陽性個案直接服務36人
與成功轉介至少29人，穩定就醫
達100%。
2、提供心理支持與個案管理達
12人。
疑似愛滋陽性個案
3、伴侶告知諮詢，伴侶告知率達 就醫轉介服務與陪
到50％。
同支持延續性計畫
4、心理支持團體及服務61人
次。
5、審核評估後提供3名弱勢個案
醫療掛號費協助及生活急難金。

愛滋防治人員培
訓

與愛滋防治相關
的藥物濫用防制
教育

與愛滋防治相關
的藥物濫用防制
教育

與愛滋防治相關
的性別平等、人
權維護活動

合計
製表人:

682000

479400

600000

500000

13,819,900

622300

㇐、PGY醫師教育訓練、期中
及暑期大專院校學生實習培
訓。
二、針對專業人員，進行
「Know Your Status」-109年
愛滋防治教育訓練，對於現今
愛滋防治新策略以及篩檢諮詢
技能強化教育訓練。
三、工作人員國內專業教育課
程訓練及國際會議參與

264974

1.兒少反毒桌遊教材[反毒急先
鋒]製作
2.反毒教師與志工培訓
3.國小、國中、高中(職)、兒童
及青少年社區服務中心、兒童
及青少年NGO組織等機構之反
毒桌遊與反毒相關知識宣導

542302

1、於台北市宮廟慶典及遶境活
動中針對陣頭青少年提供藥物
濫用防制資訊。
2、於高雄市宮廟慶典及遶境活
動中針對陣頭青少年提供藥物
濫用防制資訊。
3、於高雄市政府各項大型活
動、社區活動、保全教育訓練
提供藥物濫用防制資訊。
4、於全台宮廟慶典活動合作，
針對陣頭青少年提供藥物濫用
防制宣導。

327815

1、LGBTI 族群心理健康促進講
座辦理。
2、 提供 LGBTI 族群之心理健
康諮詢專線服務。
3、更新LGBTI 族群心理健康服
務資源電子手冊。
4、設立友善資源平台。
5、編製LGBTI 族群心理健康宣
導素材。

㇐、PGY訓練56場次達299人次
，招收大專院校學生10人及青年
署暑期工讀生3人。
二、共辦理3場「愛滋暨毒品防制
工作教育訓練」合計211人次參
訓。
三、國衛院藥物濫用防制訓練參
訓同仁2位、109年愛滋感染者照
顧促進工作坊-初階參訓同仁2
位、個管師教育訓練(2天)參訓同
仁4位、衛生財團法人法、財務報
告編製及實作研習等參訓1位。
四、同仁線上參與第23屆國際愛
滋大會2位。

1、產出宣導教具500套，折頁印
製1,000份。
2、針對台北市國小、國中、高中
(職)、兒少服務中心、弱勢家庭
之課輔班學生與老師、台北市兒
童及青少年NGO組織等機構弱勢 藥物濫用防制教育
家庭之兒童與青少年，辦理31場
次，共計宣導741 人，提供反毒
桌遊與反毒相關知識之宣導。
3、研發與印製新版反毒桌遊折頁
1款。
1、北市宮廟活動共計辦理5場，
宣導500人次。
2、高市共計宣導10個場次，觸
及500人次。(陣頭168次、信徒/
香客14人次、宮廟工作人員21人
次、㇐般民眾297人次)。
3、高市社區共計辦理20場，8場
公寓大廈、12場社區宣導，共計
15,212人次。
4、與台、澎、馬13所宮廟合作
辦理24場次宣導，觸及1707人
次。
1、健促講座辦理10場次，服務
153人次。
2、提供諮詢服務共計1,496小時
，接聽130人次。
3、辦理相關人員培訓課程4場次
，培訓174人次。
LGBTI族群心理健康
4、更新LGBTI心理健康服務資訊
服務
，109年新增新竹縣、新竹市、
苗栗縣地區資源。
5、設立「多元性別心理健康促進
資源平台」，規劃9大主題。
6、教材編製(1)文章5篇。(2)四
格漫畫2式。(3)單張3款。

13,748,398
執行長（或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

PGY醫師、期中及
暑期大專院校學生
培訓，109年愛滋防
治教育訓練，工作
人員教育訓練

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