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傳善獎影片教案

愛滋可能透過高風險性行為或血液而感染，也可能因為媽媽的關係一生下

來就受到病毒的感染，愛滋也不會因為接觸或是擁抱就被感染，但很多人卻一

聽到愛滋就聞之色變，並帶著偏見的眼光評價著愛滋感染者。現在醫學進步了，

社會的觀感和觀念卻沒有跟著改變。

露德設立中途之家及庇護農場，提供愛滋感染者一個回歸社會的中繼站，

收容被親友排斥無家可歸者、受家暴者等，提供短期安置、身心重建等服務。

農場員工阿志 (化名 )在露德的幫助下，成功戒毒、戒菸，努力存錢在外租屋，
展開獨立生活，他說：「只要我有能力就會捐錢給露德，讓他們幫助更多人。」

露德透過互助培力計畫，從被幫助轉變成可以幫助別人的角色，如同光譜

漣漪般，讓正面的能量持續擴散傳播出去。露德也積極進入社區、校園提倡愛

滋衛教宣導，盼創造對愛滋友善的社會，用愛支持，每個與疾病共存的勇敢者。

8-8

露德提供安置、身心靈重建，期望感染者能

自立生活、回歸社會。

這沒有歧視跟偏見，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也重新梳理自己的人生。阿志到農場後，戒除藥癮，改變自己人生，也找回自己存在的價值。

線上觀賞 下載專區

台灣露德協會
愛的光譜漣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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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傳善獎影片教案

適用對象　國中九年級 /健體與綜合領域                        教學時間 /節數　45分 (1節 )

影片

資源

【2017傳善】台灣露德協會
愛的光譜漣漪

九年一貫領域能力指標

健體 7-3-1 運用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的策略，以滿足不同族
群、地域、年齡、工作者的健康需求。

綜合 1-4-5 體會生命的價值，珍惜自己與他人並協助他人。
綜合 3-4-3 關懷世人與照顧弱勢團體，以強化服務情懷。

核心

素養

健體 -J-B1具備情意表達的能力，能以同理心與人溝通互動，並理解體育
與保健的基本概念，應用於日常生活中。

綜 -J-B1尊重、包容與欣賞他人，適切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感受，運用同理
心及合宜的溝通技巧，促進良好的人際互動。

學習

表現

健體 2a-Ⅲ -2 覺知健康問題所造成的威脅感與嚴重性。
綜合 1d-IV-2 探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生命，並協助
他人。

學習

內容

健體 Db-Ⅲ -4 愛滋傳染途徑的認識與愛滋關懷。
輔 Dd-IV-3多元文化社會的互動與關懷。

設計

理念

本課程重點並非愛滋的相關知識，而是期望學生能體會「疾病不一定會造死

亡，但無知會」這個中心要旨。課程以「象限討論法」為主軸，將立場劃

分為「同情與不同情」、「願意不願意」四象限，每一回合提供不同的情

境模擬問題，讓學生選擇自己的行為模式象限，目的為用身體拉開的距離，

認知自己對愛滋的誤解、聆聽不同立場同學的聲音，並釐清對愛滋的謬思。

期待學生能理解「謠言止於智者，無知比疾病更可怕」，唯有瞭解愛滋方

能拒絕污名、方能智者不懼。

教學

目標

1.能運用「象限討論法」表達意見與聆聽多元聲音。
2.體悟「無知比疾病更可怕」，對愛滋去污名化。
3.釐清對愛滋的錯誤認知。

課前

準備

1.台灣露德協會 -「愛的光譜漣漪」影片。
2.「知者不懼」學習單。

知者不懼 撰寫者 /廖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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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一、準備活動 -【污名化的暴力】（5分鐘）
㈠教師提問：同學是否有被誤會的經驗？那是什麼情況？你有什麼感覺？
　（教師評估時間，請學生自願發表，或由教師引導抽點，答案自由發揮）

㈡教師引導：錯誤的認知會造成誤會，讓當事人傷心難過，同樣的， 
　對疾病如果缺乏正確認知，除了可能讓感染疾病的人身心受到影響外， 
　也可能引發社會不必要的恐懼。

㈢主題揭示：在過去，無論中西都有因為不瞭解疾病而出現的瘋狂舉措， 
　例如「心頭血」作為藥引、「獵女巫」除瘟疫等等，不但無法使疫情得 
　到控制，甚至會迸發其他感染與傷及無辜，故正確認識疾病是為了保護 
　自己與他人，本課程「知者不懼」，正是要同學檢視自己對愛滋的恐懼 
　並正確認識愛滋與愛滋感染者。

二、發展活動 -【有話好說】（30分鐘）
㈠教師介紹「象限討論法」：
　象限討論法適用於具有爭議性的問題，將空間劃分為「同情與不同情」、　　 
　「願意不願意」四象限，如圖右：

　參與討論者則可以選擇站在不同的

　象限以表示立場，並看到其他討論 
　者的立場，用空間拉出的距離，快 
　速的得知他人立場，並得以與不同 
　立場者交換意見，讓爭議性問題能 
　夠得到不同立場擁護者的充分討論。

㈡以象限討論法進行情境模擬思考：
1.規則：教師可請不同立場者為自己
擁護的立場辯護發聲，同學可以在聽完他人意見以後變換立場，並且教師

在選邊站結束後，針對社會對愛滋常見的謬思，進行觀念釐清，等教師說

明後，學生還有一次換象限的機會。

2.流程：問題呈現→學生選擇自己立場的象限→發表與聆聽不同象限（立
場）的意見→意見交換後可換象限→教師對應議題進行觀念釐清→聽完後

可再換一次象限。

3.提問：如果你的家人感染愛滋，你願意與他一起生活，包括一起吃飯、
共用浴室？

4.教師概念釐清：愛滋傳染途徑包括未做保護措施的高風險性行為、血液
跟特定體液的交換、母子垂直傳染。雖然愛滋感染者的體液都含有愛滋病

第一象限

願意且同情

第四象限

不願意但同情

第二象限

願意但不同情

第三象限

不願意且不同情

不願意

同情不同情

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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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內容

毒，但是，只有血液、精液、前列腺液、陰道分泌物和母乳傳染機率較高，

其他如唾液、尿液與排泄物等都不會傳染，因為其中的愛滋病毒含量太低。

而且愛滋病毒離開人體 30秒至 3分鐘就會死亡。因此，與愛滋感染者共同
生活，接觸感染者所碰過、摸過的東西都不會感染的，包括與愛滋感染者一

同吃飯、聊天，甚至於接觸到口水也都不會感染。目前，愛滋雖然不能治癒，

但已經有明確的預防與治療方式，穩定治療的感染者傳染給他人的機率趨

近於零。而平常也可用保險套、預防性投藥、不共用針具 /容器 /稀釋液、
孕婦接受治療、不餵母乳、新生兒預防性投藥等方式積極預防。

三、總結活動 -【造成傷害的不只是疾病】（10分鐘）
㈠觀看影片：台灣露德協會 -「愛的光譜漣漪」
㈡教師提問與思考：
1.為什麼感染者在聽到協會社工問他要不要回家吃飯時會大哭？
　（自由發揮，參考答案：很久沒有人關心他、且願意跟他同桌吃飯了）

2.為什麼許多感染者說家人不准他回家？也找不到工作？
　（自由發揮，參考答案：對愛滋不瞭解，視為髒病與高傳染性絕症）

㈢小結：
醫療的進步使得愛滋病不再是絕症，但觀念的導正速度顯然跟不上醫療進

步的速度，真正讓感染者受傷的不是疾病，而是汙名化愛滋所帶來的歧視，

台灣露德協會 20年來努力為感染者謀求生存空間與庇護所，也努力進行衛
教宣導企圖拼湊社會因不瞭解愛滋而缺乏的同理心，上完此課，同學需瞭

解「疾病不一定會造死亡，但無知會」，打敗我們的不是疾病，而是誤解

與歧視。

教學

評量

1.能運用象限討論法表達立場意見與聆聽多元聲音。
2.體會愛滋污名化帶來的無知與偏見才是對愛滋感染者最大的傷害。

參考

資料

1.台灣露德協會 http://www.lourdes.org.tw/
2.「愛滋感染者」與「愛滋病患」的差異可見露德協會 2017 新愛手冊 p12。
https://tinyurl.com/ya3ck6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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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  座號：＿＿＿  姓名：＿＿＿＿＿＿                 

你聽過愛滋嗎？你瞭解愛滋嗎？

你想過自己對愛滋的態度與觀念是從哪裡習得的嗎？

本活動藉由「象限討論法」將空間劃分為「同情與不同

情」、「願意與不願意」四象限，同學們可以選擇站在

不同的象限以表示立場，並看到其他討論者的立場，用

空間拉出的距離，快速的得知他人立場，並得以與不同

立場者交換意見，讓爭議性問題能夠得到不同立場擁護

者的充分討論。

知者不懼

第一象限

願意且同情

第四象限

不願意持但同情

第二象限

願意但不同情

第三象限

不願意且不同情

不願意

同情不同情

願意

範例參考：選擇「第一象限」者既同情家人為病所累，也願意與之一起生活；選擇「第二象限」者，

因為是家人，所以願意一起生活，但不同情得到愛滋的人；選擇「第三象限」者，不同情得到此病者，

也不願一起生活；選擇「第四象限」者，可能很同情他的病情，但懼怕感染因此不願意與之共同生活，

理由可以各自陳述喔！

第 1回合：    一開始，我選擇第（    ）象限，因為 ---

第 2回合：    聽完同學的意見，我選擇第（    ）象限，因為 ---
                          （若未更動立場，也請寫下象限立場，並陳述理由）

提問：如果你的家人感染愛滋， 
你是否願意與他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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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影片「愛的光譜漣漪」，請思考以下問題：

1.為什麼感染者聽到協會社工問他要不要回家吃飯時會大哭？

     

2.為什麼許多感染者說家人不准他回家？也找不到工作？

3.你覺得社會對一件事情偏見與誤解是如何造成的？它可能導致什麼後果？

愛滋小檔案

愛滋病毒 (HIV)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愛滋病 (AIDS)為後天免疫

缺乏症候群。一
個人感染愛滋，

我們稱他為愛滋
感染者或帕斯堤

(Positive)，但若到愛滋發病，變
成 AIDS患者，我們才會說他

是愛

滋病患。

    在 1996年發明雞尾酒療法之
後，抗愛滋病毒

藥物的療效日益
改

進，最新的研究
已經指出目前感

染朋友只要穩定
接受治療，配合

醫

囑按時回診，順
從服藥，其餘命

已與未感染者沒
有差別。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
感染問題，雖然

愛滋感染者的體
液都含有愛

滋病毒，但是，
只有血液、精液

、前列腺液、陰
道分泌物跟母乳

傳

染機率較高，其
他如唾液、汗水

、淚水、尿液與
其他排泄物都不

會

造成感染。因為
其中的愛滋病毒

含量太低。而且
愛滋病毒離開人

體

30秒至 3分鐘就會死亡。因此
，與愛滋感染者

共同生活，接觸
感

染者所碰過、摸
過的東西都不會

感染的，包括與
愛滋感染者一同

吃

飯、聊天，甚至
於接觸到口水也

都不會感染。

資料來源：台灣
露德協會官網

第 3回合：    聽完老師對愛滋的 
                            介紹，我選擇第
     （    ）象限，因為 ---

   （若未更動立場，也請寫下象限立場，    
     並陳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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