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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使命

加強社會力量

　引發迴響

　　正視愛滋病

我們的宗旨

• 	推動社會人士參與愛滋病教育及有
關研究工作 	

• 	支援本港及鄰近地區發展有關愛滋
病在社會行為學及流行病學上的研
究 	

• 	改善及提高本地愛滋病教育活動的
質素 	

• 	提供途徑以加強本港及海外人士在
愛滋病防治工作上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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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辭 贊助人曾鮑笑薇女士獻辭

紅絲帶中心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全方位防治愛滋病。

二零一一年，在紅絲帶中心積極推動下，香港首次參與“RED”這項國際愛滋病運

動，與全球多個城市一同在“世界愛滋病日”當晚以紅燈照亮特色建築物，藉此喚

起公眾對愛滋病的關注。尖沙咀鐘樓和香港演藝學院建築群，正是響應運動的香港

地標。是項活動也有助推廣紅絲帶中心的工作。

我衷心感謝紅絲帶中心全體人員，多年來為港人健康努力。我亦祝願中心竿頭日進，

續創佳績。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行政長官夫人 曾鮑笑薇女士

贊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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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辭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駐華辦事處國家協調員馬克先生獻辭

於二零一一年，香港紅絲帶中心在提高市民對愛滋病的關注和防控工作方面，不斷推出一

系列創新有效的方法，以至在香港、廣泛地區及全球關注愛滋病問題上發揮重要影響，並

且作出寶貴貢獻。

為提高市民對預防愛滋病的意識，紅絲帶中心率先透過一系列的渠道，包括使用一些新興的

社交媒體平台，為社會帶來改變，加強市民對愛滋病和其他重要議題的認識。中心亦透過支

持文化及社區活動，包括第八屆「愛之節」、第四屆香港性文化節及香港同志影展 2011，

為社會帶來積極的改變，建立更加寬容、見多識廣的社會。

同時，紅絲帶中心率先與社區組織合作，並支持這些組織；為社區工作者舉辦提升潛能培

訓活動；亦與社群代表一起就發展有效的回應策略上進行諮詢工作，而過程中體現了極具

意義的社群參與。

在推動地區及全球資訊的交流和合作方面，中心的角色依然至關重要。二零一一年，中心

接待了到訪的中國衛生部部長陳竺，並且安排他與社群代表進行資訊交流及對話。中心亦

招待了由越南及哈薩克遠道而來的專家及代表團，藉此促進全球合作及經驗分享。

二零一一年期間，香港紅絲帶中心繼續是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十分重視的合作夥伴，它在

多項主要的策略領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踏入二零一二年，我衷心希望能繼續強化此重要

和寶貴的關係。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駐華辦事處

國家協調員

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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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二零一一年主任報告 - 由黃加慶醫生撰寫

對愛滋病同工和服務組織來說，二零一一年又是忙碌的一年，對紅絲帶中心來說也是如此。

過去一年，紅絲帶中心在幾個主要服務領域中，舉辦了多個預防愛滋病及促進健康的活動，

以回應最新的愛滋病疫情。

愛滋病宣傳及教育活動的首要目標，是提高公眾的意識及關注。在推行較大型及覆蓋較廣

泛的宣傳活動上，政府有其優勢。以「大同世界•向零進發」為主題的二零一一年全球同

抗愛滋病運動，於本年年底成功舉行。就這個運動，我們與積極和專業的媒體夥伴一起攜

手舉辦了多項活動，包括推出由本地歌手孫耀威創作及主唱的主題曲「紅絲帶」、電台節

目廣播、舉辦專題攝影錄像比賽，並在社交媒體設立討論區，這些活動得到公眾積極參與，

深受歡迎，我們對此感到十分高興和鼓舞。而主題活動環節「二零一一年世界愛滋病日音樂

會」於十二月一日舉行，由紅絲帶中心贊助人曾鮑笑薇女士主持開展典禮。為紀念世界愛

滋病日，當晚尖沙咀鐘樓及香港演藝學院的外牆首次被轉為紅色。另一項值得一提的宣傳

活動，就是在世界愛滋病日的前後發佈了一套愛滋病電視宣傳短片「保護自己，要有一套」，

藉以提高不同社群的預防意識，這些活動都有賴政府新聞處的支持。

男男性接觸者依然是最重要的易受感染社群，值得優先關注。男同志預防愛滋病工作小組在

如何加強在這個社群的預防工作上扮演智囊團的角色。中心持續地進行針對性的干預工作，

例如與男同志場所營運者合作，推廣安全性行為及傳達愛滋病的最新傳播情況。聯同香港

同志影展 2011，在世界愛滋病電影日舉行當日，播出以愛滋病為題材的電影，並且舉辦了

一個名為「愛到底」的內褲設計比賽，當中有很多具創意和吸引力的參賽作品。

紅絲帶中心更舉辦或參與了數項以其他社群為服務對象的活動，例如第八屆「愛之節」《不

同聲音	聯合行動》及香港少數族裔博覽會；第四屆香港性文化節；以及在三所大學及一所

青少年社區中心舉行以「青少年與愛滋病」為主題的巡迴展覽。中心除了提供培訓予本地同

工外，亦接待了國際代表團，使香港和國際機構之間得以交流舉辦活動的經驗，從中學習，

相得益彰。

很難想像，自一九九六年成立以來，紅絲帶中心的運作已跨越十五載了。中心雖是由政府

管轄，卻是以社區為本的服務機構。紅絲帶中心的使命仍然是「加強社會力量	引發迴響	正

視愛滋病」。我們會繼續努力在本港社區，乃至其他地區，實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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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紅絲帶中心管理諮詢委員會主席俞宗岱教授文章分享

我在紅絲帶中心的這些年

一九九七年，對每個香港人來說，都是特別的一年。歷史性的政權交接，當然舉世矚目，

而衞生署紅絲帶中心亦於同年正式成立。當年五月，在一個炎熱潮濕的下午，香港最後一

任港督彭定康先生主持了中心開幕典禮。當時我亦在場，和我同坐臺上的，是紅絲帶中心

管理諮詢委員會創會主席朱耀明牧師，及其他管理諮詢委員會創會成員，一同見證紅絲帶

中心誕生。

自八十年代初發現愛滋病開始，愛滋病對每一個受害國家來說，都不單只是一個醫療問題。

愛滋病可透過性接觸、血液及母嬰傳播，而與同性性行為、商業性行為、靜脈注射毒品、

賣血、受污染血製品、愛滋病遺孤、受感染孩童等等，有錯綜複雜的關係。愛滋病成為了

一個典型教科書案例，展現出公共衛生問題在現今社會中可以多麼複雜。我們慶幸從最初

開始，香港的愛滋病感染率一直維持低水平，但這卻一點也不表示問題比較簡單。

紅絲帶中心是一個加強本地市民應對愛滋病的嶄新意念。中心是當時特別預防計劃顧問醫生

李瑞山教授以及朱耀明牧師的心血結晶。坦白說，當初加入管理諮詢委員會時，我對紅絲

帶中心職責的瞭解，僅止於「加強本地對愛滋病的回應」這句話的字面意思。其後我用了

一兩年的時間，才可以說對本港應對愛滋病的種種措施、架構和運作有了較為深入的瞭解。

我同時亦體會到，無論是衞生署或整個政府，總難免會帶著一種「掌權者」的形象，疏遠

了不同的邊緣社群，有些邊緣社群卻正正是最需要得到愛滋病服務和資訊的人。紅絲帶中

心有意地採用一個非政府組織的形象，並以獨特的管理諮詢委員會形式，讓社會人士參與

其中，從而巧妙地淡化了政府的形象，更有效地促進各個社群共同努力，對抗愛滋病。

全賴特別預防計劃及其他衞生署同事的不懈努力，紅絲帶中心在過去十五年已成為本地社

區應對愛滋病團體中不可或缺的橋樑，同時通過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的角色，成

為鄰近地區對抗愛滋病的關鍵成員。紅絲帶中心在協調社區應對措施上起著重要作用，為

非政府組織提供能力建設的機會，並加強本地多元化愛滋病社群之間的溝通和合作。透過

管理諮詢委員會，紅絲帶中心亦成為社區成員參與政府愛滋病預防及公眾教育工作的另一

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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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零零六年起，我接替朱耀明牧師，成為紅絲帶中心管理諮詢委員會主席。藉著更深入的

參與，我亦更加體會到紅絲帶中心管理諮詢委員會的職能。由於愛滋病的相關議題較為敏

感，來自社會各界的管理諮詢委員會是一個重要的途徑，為特別預防計劃提供參考與回應，

反映大眾市民對具潛在爭議性議題的看法。管理諮詢委員會亦可被視為社會大眾的代表，監

察政府預防愛滋病及公眾教育的工作。另一方面，管理諮詢委員會成員在預防及公眾教育

活動中也直接貢獻他們各自的專業知識。多年來，我們有教育、社褔、宗教、愛滋病非政

府組織、政治、表演藝術、醫療以及其他專業的成員，透過參與管理諮詢委員會，貢獻所長。

能有機會在過去十五年，與各管理諮詢委員會成員和特別預防計劃的同事，並肩作戰，協

助香港對抗愛滋病，我實在心存感激。過去三十年，預防和治療愛滋病已發展成一項全球

運動，規模空前。我確信終有一天，我們會找到根治方法和疫苗，戰勝愛滋病。然而解決

了愛滋病的醫療問題，歧視、不平等及其他嚴峻的社會問題並不會因此消失，但我相信，

全球對抗愛滋病的努力，已經改變了這個世界，並會在多方面繼續為世界帶來改變。讓我

們一起繼續努力！



相片集 紅絲帶中心二零一一年活動花絮

促進認識和接納的活動

二零一一年世界愛滋病日活動 -「大同世界、向零進發」

紅絲帶中心為響應「2011年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舉辦一連串活動，藉此增加市民對愛滋

病的認識、支持及接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以「大同世界、向零進發」為主題的2011年世界愛滋

病日活動開展禮暨音樂會，於十二月一日當晚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場地舉行。除此之外，中心也邀

請得兩位「2011年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香港區活動大使孫耀威及張敬軒唱作該活動主題曲「紅

絲帶」；中心又推出名為「如果有一蕉@新香蕉俱樂部」聽眾電台來電環節及舉辦「拍、攝、睇、

會、愛滋病」攝影錄像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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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為響應 “Red”  這項國際愛滋病運

動，於十二月一日當晚首次將尖沙咀鐘樓和香港

演藝學院的外牆轉為紅色，以喚起市民對愛滋病

的關注。特別在此鳴謝香港演藝學院的參與及支

持。

電視宣傳片「保護自己  要有一套」

紅絲帶中心於2011年製作了一套名為「保護自己  要

有一套」的電視宣傳片，旨在推廣預防愛滋病病毒感染、

以 及 呼 籲 市 民 無 論 身 在 香 港 還 是 境 外 ， 都 要 做 足 安 全 措

施，進行安全性行為來預防愛滋病。短片於十二月一日世

界愛滋病日起在各大電視台及電台播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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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 紅絲帶中心二零一一年活動花絮

1069 
試戴樂

二零一一年男男性接觸者預防愛滋病媒體活動

紅 絲 帶 中 心 推 出 首 個 專 為 男 男 性 接 觸 者 而 設 計 的 應 用 程 式 「 1 0 6 9 試 戴

樂」，方便用家搜尋提供免費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或免費發放安全套的地點。

透過全球定位系統，用家可以隨時隨地找到就近五個提供以上服務的地點及相

關資料。它更設有提示功能，鼓勵性活躍人士接受定期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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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愛之節」嘉年華

一如過往，紅絲帶中心積極向本港

不同種族人士進行宣傳，以提高他們對

愛滋病的認識。中心於本年五月參加了

兩個為本港少數族裔舉辦之活動，包括

主題為《不同聲音，聯合行動》的第八

屆「愛之節」嘉年華及香港少數族裔博

覧會2011。當日，紅絲帶中心在現場

分別設置了一個攤位，向少數族裔人士

推廣有關預防愛滋病的信息，並且派發

宣傳資料及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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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 紅絲帶中心二零一一年活動花絮

二零一一年香港同志影展：「愛到底」內
褲設計比賽

一年一度香港同志影展已於十二月一日圓滿

結束，該影展除了帶來精彩的同志電影外，也

同時舉辦了一項名為「愛到底」的內褲設計比

賽，希望透過該項比賽能提高社羣對愛滋病的

認識，並將關愛訊息推廣至更闊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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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楊千嬅小姐於預防愛滋病教育方面
的貢獻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駐華辦事處國家協

調員馬克先生及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

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主任黃加

慶醫生為了表揚楊千嬅小姐在一九九九年

至二零一零年出任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中

國香港親善大使期間就愛滋病預防工作所

作出的貢獻，撰寫了兩封感謝信，送贈予

楊千嬅小姐，以表謝意。紅絲帶中心並於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日邀請楊千嬅小姐到訪

紅絲帶中心參與感謝信餽贈儀式，並與工

作人員分享她多年來參與預防愛滋病教育

工作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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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 紅絲帶中心二零一一年活動花絮

潛能建立 / 建立網絡的活動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 中 心 舉 辦 了 一 個 為 期 三 天 的 工 作 坊 「 H I V / A I D S  R e s p o n s e  I n d i c a t o r 

Deve lopment Workshop」，並很榮幸邀請得美國夏威夷東西方中心高級學者Dr Tim Brown作為嘉

賓，指導我們探討如何識別、制定和評估艾滋病回應指標，及提高本地同工對該課題的認識和應用

技巧，以改善本港的愛滋病回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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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接待來自中國內地及海外機構的訪客，提供平台以加強本港與海外人士在愛滋病防治

工作上的合作。二零一一年的訪客人數共有 294位。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及北京地壇醫院世衛愛滋病治療
與關懷綜合管理合作中心的代表於五月二十六日到訪紅
絲帶中心，以瞭解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及開展愛滋病預防
活動的情況。

國 家 衛 生 部 部 長 陳 竺 及 其 訪 問 團 ， 於 二 零
一一年六月八日探訪紅絲帶中心，並與署理
衞生署署長曾浩輝醫生，愛滋病顧問局主席
陳佳鼐教授，愛滋病社區論壇召集人范瑩孫
醫生及其他愛滋病非政府組織代表會面，在
共同對抗愛滋病的經驗作出深入的討論並提
出建議。

吉爾吉斯斯坦及哈薩克代表團於九月五月到訪紅絲帶中心，以瞭解中心所扮演的角色及愛滋病防控工作在毒品
使用者方面的成果。

15



相片集 紅絲帶中心二零一一年活動花絮

由越南胡志明巿愛滋病委員會副主任Dr .  Tran Th inh率領的代表團於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到訪香港，代表團
的七名成員是來自越南的高級官員及非政府組織的代表。紅絲帶中心為他們安排了一連串的活動，包括簡介香
港愛滋病的回應措施、加強對男男性接觸者愛滋病的回應措施及相關的撥款情況。為提高訪者對本地非政府組
織及社區持份者在愛滋病回應角色的理解，中心安排他們到訪本地五個主要的非政府組織及一所同志桑拿。

16



二零一一年共有四位「獅子會紅絲帶學人」訪港。推行學人計劃的目的，主要是為促進中國大陸及本港人員分
享經驗，在防治愛滋病方面的技術交流，並鼓勵共同合作和組織網絡。

二零一一年共有六位志願者透過「獅子會紅絲帶學人計劃 – 志願
工作者學人學習計劃」訪港。為期一星期專門設計的培訓計劃，豐
富了他們對推行社群預防愛滋病措施的經驗。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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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覽表 二零一一年紅絲帶中心活動一覽表

促進認識 / 接納：社區活動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背景 指標（每年）

以互聯網及電訊作為傳播媒介 – 利用互聯網和電訊傳播愛滋病預防和護理的訊息

愛滋病網上辦公室
www.aids.gov.hk
-	 始自一九九七年
-	 特別預防計劃的官方網站
-	 還包括了	www.aca.gov.hk	
及	www.rrc.gov.hk

●	 提供有關香港愛滋病的情況、計劃和
策略制定的資訊

●	 回覆有關愛滋病的查詢
●	 提供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網上持續進
修課程

●	 收集文件資訊，包括專業工具手冊、
治療及臨床指引、防治策略及監測報
告等

醫護、教育和社會
服務專業人士

(1)	網站點擊總數：
50,037

(2)	收到的電子郵件數目：
77

(3)	一個星期內回覆查詢的
百分比：100%

愛滋熱線網站
www.27802211.com
-	 始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一日
-	 為年輕人而設的互動網站

●	 介紹愛滋病課題
●	 消除有關愛滋病的錯誤觀念
●	 通過在線風險評估，提高對愛滋病病
毒感染風險的認識

●	 補充愛滋熱線27802211提供的資料

青年人 (1)	網站點擊總數：6,652
(2)	風險評估網頁點擊次
數：1,080

(3)	信箱頁點擊次數：
10,808

(4)	收到的郵件數目：104
(5)	網上問卷調查的回應：
共收到3份回應

緩害網站
www.harmreduction.gov.hk
-	 始自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日

●	 介紹緩減毒害策略如何應用於預防愛
滋病

●	 提供美沙酮治療計劃資料
●	 連結海外富經驗的緩害機構網站

公眾人士、藥物濫
用人士

(1)	網站點擊總數：5,910

男同志預防愛滋病資訊網站
www.21171069.com
-	 始自二零零六年十月九日

●	 關注愛滋病在男男性接觸者間急速蔓
延的情況

●	 向男男性接觸者提供有關愛滋病的資
訊

男男性接觸者社群 (1)	網站點擊總數：
49,673

關心愛滋 千嬅話你知
http://miriam.rrc-hk.com
-	 始自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一日

●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中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親善大使的專題網頁

●	 透過楊千嬅小姐多年來積極參與預防
愛滋病活動的記載，更深入地瞭解預
防愛滋病的信息

公眾人士 (1)	網站點擊總數：2,195

性博士熱線 23372121
-	 始自一九九六年七月
-	 24小時預錄資料熱線，備有
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版本

●	 提供有關性方面的全面資訊 青年人 (1)	收到的來電總數：
11,998

(2)	收到的留言總數：228

緩害熱線 21129977
-	 始自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日
-	 24小時預錄資料熱線，備有
廣東話、普通話和英語版本

●	 提供有關緩減毒害的全面資訊 公眾人士、藥物濫
用人士

(1)	收到的來電總數：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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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背景 指標（每年）

愛滋熱線 21129980
-	 始自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
-	 24小時預錄資料熱線，備有
印度、印尼、尼泊爾和巴基
斯坦語

●	 提供有關愛滋病的全面資訊 印度、印尼、尼泊
爾、巴基斯坦族裔
人士

(1)	收到的來電總數：824

媒體活動 – 利用大眾傳播媒體以播愛滋病預防和護理的訊息

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 2011-	
「大同世界‧向零進發」與新
城電台合作，推出「如果有一
蕉@新香蕉俱樂部」聽眾來電
環節	

●	 讓聽眾能參與討論有關愛滋病課題。 公眾人士 (1)	收聽人數：無資料

電視宣傳短片「保護自己	要有
一套」

●	 向市民大眾推廣預防愛滋病病毒感染
及採取安全性行為

公眾人士 (1)	收聽人數：無資料

促進認識／接納：群體或機構為本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背景 指標（每年）

定期刊物 – 通過定期出版刊物，向不同的對象傳播愛滋病預防和護理的訊息

愛滋病專訊 ●	 提供香港愛滋病的情況和最新的項目 公眾人士，青年 (1)	出版期數：2
-	 紅絲帶中心每六個月出版一次的 資訊 人和學生 (2)	合共派發量12,500
官方刊物（繁體中文） ●	 定期報導紅絲帶中心的工作 (3)	郵遞清單上的機構數

●	 維繫香港愛滋病服務機構和個人之間 目：3,590
的網絡

The Node ●	 以地區層面提供愛滋病的最新資訊 愛滋病服務機構 (1)	出版期數：3
-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每 ●	 維繫與香港以外的愛滋病服務機構的 (2)	合共派發量：8,000
四個月出版一次的刊物（英文、 網絡 (3)	郵遞清單上的機構數
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目︰1,500（本港）282

（海外）

滋心話集 ●	 維繫那些對愛滋病感興趣的本地青年 青年工作者，青 (1)	出版期數：2
-	 每六個月出版一次，以青年人為 工作者之間的網絡 年人和學生 (2)	合共派發量：12,000
對象、愛滋病預防和護理為主題 ●	 提供有關青年人對愛滋病預防和護理 (3)	郵遞清單上的機構數
的期刊（繁體中文） 策略的最新資訊 目︰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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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覽表 二零一一年紅絲帶中心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背景 指標（每年）

紅絲帶
-	 由愛滋病臨床服務組及愛滋病病
毒感染者共同製作的每四個月出
版一次的刊物（繁體中文）

●	 促進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相互之間和與
愛滋病工作者之間的交流

●	 提供有關愛滋病治療和護理的最新資
訊

●	 維繫對愛滋病護理有興趣人士相互之
間的一個網絡

●	 促進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接納

公眾人士和愛滋
病病毒感染者

(1)	出版期數︰3
(2)	合共派發量：11,000
(3)	郵遞清單上機構數目︰
1,934

Hong Kong STD/AIDS Update
-	 特別預防計劃和社會衛生科每季
發表的流行病學公佈及監測報告
（英文）

-	 由第八卷第三季開始改為網上版
本

●	 提供香港愛滋病/性傳染病的最新資
訊

●	 報告香港的愛滋病監測活動
●	 維繫對愛滋病感興趣的專業人員之間
的網絡

醫護專業人員 (1)	網上版本期數︰4

愛滋病顧問局專訊
-	 愛滋病顧問局的月刊（英文）

●	 提供香港愛滋病的最新資訊
●	 報告愛滋病顧問局及其委員會的工作

愛滋病顧問局及
其委員會成員

(1)	出版期數︰12
(2)	各期派發量︰240	（合
共︰2,880）

「紅絲帶動力」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

「紅絲帶動力」愛滋病教育資助計
劃
-	 始自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	 鼓勵各界團體策劃及推行與愛滋
病相關的宣傳及教育活動

●	 喚起社會人士對愛滋病的認識及關注
●	 透過參與活動，獲得愛滋病、性及藥
物濫用的知識，繼而推廣至朋輩

本地各界人士 (1)	收到的申請數目︰20
(2)	獲批准的活動數目︰20

中心活動–透過在紅絲帶中心舉行的活動，宣傳愛滋病預防和護理的知識

紅絲帶中心之友 ●	 維繫對愛滋病預防及護理感興趣的人
士之間的網絡

●	 提高公眾對愛滋病的認識

公眾人士 (1)	新註冊人數︰6
(2)	註冊的總人數︰619

紅絲帶歷程一百
-	 在紅絲帶中心舉行的活動，內容
包括愛滋病講座、互動遊戲和中
心參觀

●	 增強公眾人士對愛滋病預防及護理的
認識

公眾人士、青少
年和兒童

(1)	活動舉辦次數：17
(2)	參加人數：457

資源集散
-	 包括紅絲帶中心圖書館的運作和
向服務對象分發資料

●	 收集及整理全面的愛滋病資料
●	 向服務對象分發最新愛滋病資訊

從事有關愛滋病
工作的人士

(1)	訂閱／贈閱數目（包括
期刊、雜誌和書籍）：
508

(2)	郵寄清單上的機構和個
人數目：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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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背景 指標（每年）

展覽
-	 建立永久性陳列設施、專題展
覽、視像和電腦化放映設備

●	 介紹本中心的愛滋病活動和香港愛滋
病計劃

●	 提供途徑以展示愛滋病的社區工作

公眾人士 (1)	舉辦展覽次數：2

製作健康資訊教育材料
-	 為愛滋病健康推廣項目提供補充
資料，二零一一年製作的資料見
「中心製作一覽表」

●	 支援有關預防愛滋病的健康教育推廣
項目

不同的對象 見其他部分的各項活動

中心以外的宣傳活動

在學校及社區中心舉行的展覽
-	 展覽題目包括：
-	「認識安全性行為	預防性病與
愛滋病」

-	「接納與關懷	同抗愛滋病」
-	「同心協力	阻止愛滋病蔓延」
-	「預防愛滋病		點少得我」

●	 喚起公眾人士對愛滋病的認識和關注
●	 促進對愛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接納
●	 提高公眾人士對安全性行為的認識

公眾人士 (1)	展覽次數：7
(2)	估計瀏覽人數︰3,170
(3)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料數目︰770

第四屆香港性文化節
由香港性教育會及香港家庭計劃指
導會舉辦，紅絲帶中心擺設攤位向
公眾展示安全套珍藏作宣傳推廣活
動

●	 增加市民認識預防性病及愛滋病的健
康訊息。

公眾人士 (1)	估計參與人數︰200
(2)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料數目︰922		

(3)	分發安全套數目：300

香港少數族裔博覽會2011
由香港勵行會、禮賢會及聖約翰座
堂「愛之家」合辦，紅絲帶中心擺
設攤位作宣傳推廣活動

●	 藉此向小數族裔推廣愛滋病知識及宣
傳有關愛滋病服務的資料，攜手預防
與支持，遏止愛滋病的蔓延。

小數族裔 (1)	估計參與人數︰1,500
(2)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料數目︰4,850		

(3)	分發安全套數目：700

第八属「愛之節」嘉年華會
-	 由聖約翰座堂「愛之家」舉辦，
紅絲帶中心擺設攤位作宣傳推廣
活動

●	 藉此向小數族裔推廣愛滋病知識及宣
傳有關愛滋病服務的資料，攜手預防
與支持，遏止愛滋病的蔓延。

小數族裔 (1)	估計參與人數︰1,500
(2)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料數目︰6,490

(3)	分發安全套數目：400

「青少年與愛滋病」巡迴展覽 
-	 香港科技大學
-	 城市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
-	 賽馬會方樹泉青年中心

●	 提高市民對愛滋病的認識
●	 提高公眾人士對安全性行為的認識

青年人 (1)	估計瀏覽人數︰3,497
(2)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料數目︰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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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覽表 二零一一年紅絲帶中心活動一覽表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背景 指標（每年）

香港同志影展及「愛到底」內褲設
計比賽

●	 宣揚安全性行為和預防愛滋病的訊息
●	 提高社羣對愛滋病的認識，並將關愛
訊息推廣至更闊層面

男男性接觸者 (1)	估計參與人數︰1,550
(2)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料數目︰1,900	

(3)	分發安全套數目：600

「大同世界、向零出發」2011年
世界愛滋病日活動開展禮暨世界愛
滋病日音樂會

●	 增加市民對愛滋病的認識，並給予病
患者多點支持

公眾人士 (1)	估計參與人數︰4,500	
(2)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料數目︰4,200

潛能建立：群體或機構為本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 指標（每年）

座談會

由Dr Tim Brown 主持的工作坊
“HIV/AIDS	Response	Indicator	
Development	Workshop”

●	 探討如何識別、制定和評估指標，以
改善香港的回應措施

●	 制定指摽的定義及編寫一套針對各項
目的指標

本地的醫護專業人
員及本地的愛滋病
工作者

(1)	參加人數：72

研究項目：網上宣傳短片
由香港中文大學及耶魯大學學
生製作宣傳短片「members成
家立室」

●	 探討製作有關男男性接觸者安全性行
為宣傳短片的技巧

從事愛滋病工作的
人員

(1)	短片製作：1

工作坊

為非政府組織工作人員舉辦的
工作坊 - 認識愛滋病與常見性
病

●	 提供更新的性病資訊及知識 本地從事愛滋病外
展工作的人員

(1)	工作坊次數：2
(2)	參加人次：34

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小扁擔
勵學行動服務團」舉辦的工作
坊

●	 提供愛滋病及性病的知識
●	 介紹紅絲帶中心的服務及資源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1)	參加人數：10

探訪

為內地專業人員舉辦的探訪項
目

●	 建立與內地工作者的網絡
●	 向內地工作者介紹愛滋病預防計劃

來自中國大陸的醫
療工作者、研究學
者和政府官員

(1)	工作坊次數：19
(2)	參加人數：259

為海外專業人員舉辦的探訪項
目

●	 建立與海外工作者的網絡
●	 向海外工作者介紹愛滋病預防計劃

來自海外的醫療工
作者、研究學者和
政府官員

(1)	工作坊次數：3
(2)	參加人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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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背景 指標（每年）

網上進修

互聯網持續教育 ●	 在互聯網上提供預防及護理愛滋病的 醫護專業人員 (1)	新增持續進修課題數
-	 為醫生、護士及其他愛滋病範 最新知識 目：3
疇的醫療專業人員和工作者提 (2)	瀏覽主頁的人數：
供一系列有關愛滋病的免費進 1,572
修活動，內容會定期更新 (3)	新增註冊人數：53

(4)	完成測驗的數目：203
(5)	授予的持續進修學分數
目：37

為社區發起的活動提供聚會場地

贊助的會議 ●	 為其他組織主辦的活動提供聚會地點 其他愛滋病服務組 (1)	其他機構使用紅絲帶中
-	 授權免費使用會議室和培訓 織 心設施的次數：14
設施

潛能建立：個人為本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 指標（每年）

學人計劃

獅子會紅絲帶學人計劃 ●	 促進內地和本地工作者之間的經驗交 中國大陸從事愛滋 (1)	學人人數：4
-	 與國際獅子總會港澳303區 流 病工作者 (2)	參加研討會的人數：19
共同舉辦的計劃 ●	 提高愛滋病控制的技術交流

●	 促進與中國大陸工作者的合作和網絡
建立

獅子會紅絲帶學人計劃 - ●	 促進內地和本地工作者分享經驗 中國大陸從事愛滋 (1)	學人人數：6
志願工作者學人學習計劃 ●	 加強學人對男男性接觸者社群的針對 病工作的志願工作
-	 與國際獅子總會港澳303區 性愛滋病預防措施的認識 者
共同舉辦的計劃 ●	 豐富他們對推行社群預防愛滋病措施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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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覽表 二零一一年紅絲帶中心活動一覽表

目標預防措施：群體或機構為本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 指標（每年）

推廣安全性行為

社會衛生科診所支援項目 ●	 在性傳染病患者中推廣使用安全套 性傳染病患者 (1)	分發的安全套數量：
●	 在性傳染病預防當中注入安全性行為 288,054
訊息

在社區活動中提供安全套和潤 ●	 在男男性接觸者和性服務工作者中推 男男性接觸者及性 (1)	分發予男男性接觸者的
滑劑 廣使用安全套和潤滑劑 服務工作者 安全套數量：148,800
-	 通過其他非政府機構分發安 ●	 支援由社會團體承擔的安全性行為推 (2)	分發給性服務工作者的
全套和潤滑劑 廣活動 安全套數量：108,000

(3)	覆蓋的同性戀桑拿浴室
數目：22

(4)	性服務工作者活動遍及
的地區數目：9

由紅絲帶中心提供安全套和潤 ●	 在男男性接觸者和性服務工作者中推 男男性接觸者及性 (1)	男同志場所覆蓋數目：
滑劑予男同志社區 廣使用安全套和潤滑劑 服務工作者 18

●	 支援由社會團體承擔的安全性行為推 (2)	安全套分發數目：
廣活動 157,397

(3)	潤滑劑分發數目：
194,397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 指標（每年）

緩減毒害

美沙酮診所支援計劃 ●	 在毒品使用者中推廣使用安全套 美沙酮診所的使用 (1)	分發的安全套數量：
●	 鼓勵美沙酮使用者採取緩減毒害的措 者 101,924
施 (2)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料數量：14,442

與戒毒服務機構合作的計劃 ●	 提高毒品使用者對愛滋病的認識 戒毒服務機構使用 (1)	健康教育講座次數：5
者 (2)	參加人數：260

向旅客宣傳健康訊息

「做個健康旅遊者」展覽 ●	 向旅遊人士推廣安全性行為知識 旅遊人士 (1)	估計瀏覽人數︰74,600
-	 落馬州出入境管制站 (2)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	 中港城港澳碼頭 料數目︰20,340
-	 香港國際機場 (3)	分發安全套的數目︰

8,210

旅遊健康服務支援計劃 ●	 通過旅遊健康服務派發安全套 旅遊人士 (1)	分發安全套的數目︰
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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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背景 指標（每年）

向釋囚推廣健康訊息

釋囚「利是」計劃 ●	 提高釋囚對愛滋病的認識 剛從監獄釋放的囚 (1)	分發利是的數目︰
●	 鼓勵行為改變，以減低風險 犯 8,875

向性服務工作者宣傳健康訊息

與「再思社區健康組織」 ●	 向性服務工作者及其顧客推廣安全性 性服務工作者及其 (1)	分發安全套的數目︰
(C.H.O.I.C.E.)合作計劃 行為 顧客 103,680

母嬰傳播的預防

製作和提供有關產前愛滋病病 ●	 對產前母親進行有關愛滋病教育 產前母親 (1)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
毒抗體普及測試的教育材料 ●	 增加對愛滋病病毒抗體測試意義的瞭 料數目︰10,400

解

目標預防措施：個人為本

活動名稱和說明 目的 主要對象 指標（每年）

緩減毒害

鳳凰計劃 ●	 推廣使用美沙酮以代替海洛英 鄰近美沙酮診所的毒 (1)	分發的健康資訊教育材料
-	 志願工作者（已戒毒人士）前 ●	 進行愛滋病預防教育 品使用者 數目：54,900
往美沙酮診所附近為毒品使用 ●	 勸告不要共用針筒、針咀 (2)	分發安全套的數目︰
者提供輔導服務 11,593

-	 紅絲帶中心提供專業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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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覽表 二零一一年紅絲帶中心製作一覽表

期刊

愛滋病專訊（繁體中文）
●	 第五十八期
●	 第五十九期

Hong Kong STD/AIDS Update（英文）
●	 第十七卷	第一季
●	 第十七卷	第二季
●	 第十七卷	第三季
●	 第十七卷	第四季

滋心話集（繁體中文）
●	 第十七卷	第一期
●	 第十七卷	第二期

The Node（英文、簡體中文、繁體中文）
●	 第十三卷	第一期
●	 第十三卷	第二期
●	 第十三卷	第三期

紅絲帶（繁體中文）
●	 第三十六期
●	 第三十七期
●	 第三十八期

ACA Newsfile（英文）
●	 第十八卷	第一期	二零一一年一月
●	 第十八卷	第二期	二零一一年二月
●	 第十八卷	第三期	二零一一年三月
●	 第十八卷	第四期	二零一一年四月
●	 第十八卷	第五期	二零一一年五月
●	 第十八卷	第六期	二零一一年六月
●	 第十八卷	第七期	二零一一年七月
●	 第十八卷	第八期	二零一一年八月
●	 第十八卷	第九期	二零一一年九月
●	 第十八卷	第十期	二零一一年十月
●	 第十八卷	第十一期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
●	 第十八卷	第十二期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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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

贈品

●	 「愛滋熱線27802211」袋裝紙巾
●	 「愛滋熱線27802211」文件夾
●	 「愛滋熱線27802211」方巾
●	 「年年一驗	令你放心」壓縮方巾
●	 「愛滋熱線27802211」易拉筆
●	 「安全之旅		要有一套」証件袋
●	 「27802211」安全套小封套
●	 「戴番個套先」安全套小封套
●	 香港同志影展「愛拍攝」文件夾
■	 2011世界愛滋病日音樂會紀念品：紅色頸巾

錄像光碟

愛滋病知多D	(泰語)

單張

愛滋病知多D（越南文）

愛滋病知多D（巴基斯坦文）

愛滋病知多D（泰文）

愛滋病知多D（菲律賓文）

愛滋病知多D（尼泊爾文）

愛滋病知多D（印尼文）

愛滋病知多D（印度文）

預防性病/愛滋病	–	採取安全性行為（印尼文）

遠離毒品	防染愛滋（繁體中文、英文）

要美沙酮	不要針筒（繁體中文）

「2011年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	–	香港活動節目表（繁體中文、英文）

小冊子 / 書

紅絲帶動力愛滋病教育資助計劃（繁體中文）

海報

「要正視		要測試」（繁體中文、英文）

2011年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	向零進發（繁體中文、英文）

「大同世界	向零進發」2011世界愛滋病日音樂會	（繁體中文）

小海報

「安全之旅		要有一套」（繁體中文、英文）

「要正視		要測試」（繁體中文、英文）

2011年全球同抗愛滋病運動-	向零進發（繁體中文、英文）

「大同世界	向零進發」2011世界愛滋病日音樂會	（繁體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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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覽表 二零一一年紅絲帶中心製作一覽表

 咭

愛滋病資訊及性教育熱線及網站推介	（繁體中文、英文）

二零一二年年曆咭（繁體中文）

指引 / 資料文件 / 策略文件 / 報告書

香港愛滋病情況（二零一零）愛滋病資訊（英文、繁體中文）

愛滋病病毒/愛滋病監測報告	-	二零一零年年報（英文）

愛滋病顧問局週年報告2009年8月至2010年7月（英文、繁體中文）

紅絲帶中心	-	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報告2010（英文）

Surveillance	of	Viral	Hepatitis	in	Hong	Kong	-	2010	Update	Report（英文）

有關愛滋病病毒診斷測試的同意、傾談及保密原則	（英文、繁體中文）

Third	Set	of	Core	Indicators	for	Monitoring	Hong	Kong’s	AIDS	Programme	（英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少數族裔人士環節概要	（英文、繁體中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愛滋病服務之財政支援及資源環節概要

（英文、繁體中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射毒品人士環節概要		（英文、繁體中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男男性接觸者及╱或跨性別人士環節概要	（英

文、繁體中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男性性工作者環節概要	（英文、繁體中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愛滋病病毒感染者/愛滋病患者環節概要	（英文、

繁體中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女性性工作者環節概要	（英文、繁體中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女性性工作者顧客環節概要	（英文、繁體中文）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六年香港愛滋病建議策略起草之社區持份者諮詢會議	-	高危青少年環節概要	（英文、繁體中文）

Report	of	Community	Stakeholders	Consultation	Meeting	for	Development	of	Recommended	HIV/AIDS	Strategies	for	

Hong	Kong	2012	–	2016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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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

紅絲帶中心管理諮詢委員會於一九九七年三月成立。委員會成員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專業人士，負

責在愛滋病預防及健康推廣服務上就社群的需要給予意見及擔當監察者的角色。

紅 絲 帶 中 心 管 理 諮 詢 委 員 會 成 員 名 單
（2009年4月1日至2012年3月31日）

主席： 俞宗岱教授

委員： 陳家偉先生
張玉梅女士
朱牧華先生
陳立志醫生
黃加慶醫生

秘書： 徐惠瑛女士（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張文雯女士（由二零一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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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滋 病 預 防 及 健 康 推 廣 組 組 員 名 單

黃加慶顧問醫生

陳志偉高級醫生

梁偉民高級醫生

謝志達高級醫生（至二零一一年八月）

黃偉明醫生

陳述華醫生

連慧慈醫生

鄺淑真高級護士長 	

彭潔華護士長（由二零一一年三月）

黄碧珊護士長

朱麗華護士長

黃美玉護士長

林惠蘭護士長

吳玉燕護士長

張穎德護士長

孔慧芳註冊護士

雷法文登記護士

伍俊傑先生

徐惠瑛女士（至二零一一年六月）

張文雯女士（由二零一一年六月）

黃麗芬女士

張麗霞女士

江燕梅女士

莫玉佩女士

何凱霖先生（至二零一一年一月）

張振宇先生（至二零一一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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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

紅絲帶歷程一百

紅絲帶歷程一百是一個導遊式活動，在100分鐘之內，透過講解、互動活動與遊戲，加強對愛滋
病的認識，瞭解香港防治愛滋病的工作。透過歷程一百內的五個環節︰「滋訊傳遞」、「紅絲帶之
旅」、「寫意任飛翔」、「留下一點心」、「溫馨永留存」，參加者能掌握正確的愛滋病知識，從
而懂得如何預防愛滋病、關懷及支持愛滋病病毒感染者。

如有興趣參加此項活動，請填妥以下表格，郵寄或傳真至本中心。

紅絲帶歷程一百申請表

學校／組織名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參觀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時間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觀人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	 10 歲以下	 10 - 19歲	 	 20 - 29歲	 	 30 - 39歲	 	 40歲或以上

□	 學生

□	 老師	

□	 家長	

□	 社會工作者	

□	 醫療工作者	

□	 其他	

	 （請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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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之友計劃

如果你是11歲或以上，想利用餘暇增進對愛滋病的認識，我們誠意邀請你成為紅絲帶中心之友。
你會知道中心最新的活動及定時收到本中心通訊及其他有關刊物。參加表格可郵寄或傳真至本中
心。

紅絲帶中心之友申請表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業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11	–	19												□	20	–	39												□	40（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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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絲帶中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合作中心（專業支援）

相關熱線及網站

相關熱線：

愛滋熱線 : (852) 2780 2211

愛滋熱線（印度、印尼、尼泊爾、巴基斯坦語預錄資料） : (852) 2112 9980

愛滋熱線（泰語、越南語、菲律賓語預錄資料） : (852) 2359 9112

男同志測試愛滋熱線 : (852) 2117 1069

性博士熱線 : (852) 2337 2121

緩害熱線 : (852) 2112 9977

相關網站：

愛滋病網上辦公室 http://www.aids.gov.hk 

紅絲帶中心網站 http://www.rrc.gov.hk

愛滋熱線網站 http://www.27802211.com 

男同志預防愛滋病資訊網站 http://www.21171069.com 

緩害網站 http://www.harmreduction.gov.hk

愛滋病顧問局 http://www.aca.gov.hk

愛滋病信託基金委員會 http://www.atf.gov.hk

關心愛滋	千嬅話你知 http://miriam.rr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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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處：

紅絲帶中心
電話	 : (852) 3143 7200

傳真	 : (852) 2338 0534 

電郵	 : rrc@dh.gov.hk

網址	 : http://www.rrc.gov.hk

地址	 :	 中國香港九龍橫頭磡聯合道東200號橫頭磡賽馬會診所2樓

服務時間	 :	 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下午二時至六時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紅 絲 帶 中 心  -  聯 合 國 愛 滋 病 規 劃 署 合 作 中 心  ( 專 業 支 援 )

中國香港九龍橫頭磡聯合道東200號橫頭磡賽馬會診所2樓

電話： (852) 3143 7200 傳真： (852) 2338 0534

電郵： rrc@dh.gov.hk 網址： http://www.rrc.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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