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准機關：行政院主計處 94/03/25
台(94)處普三字第 0940002083 號函核准
有效期間：94 年 12 月 31 日止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
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理局
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共同辦理

民國九十四年
國 民 健 康 訪 問 調 查
12∼17 歲自填問卷
（適用 76 年 5 月 16 日至 82 年 5 月 15 日出生者）

（完全不必寫姓名）

絕 對 保 密
各位年輕朋友：
為保持您在這份問卷上所填資料的秘密性，這是一份完全沒有具名的問卷，主要
是想瞭解青少年朋友在抽菸、喝酒、嚼檳榔、藥物使用與性行為方面的情形，以作為
政府訂定衛生政策的參考。您的資料將跟全部三千多位青少年資料合在一起來研究，
一切作業均採用電腦秘密處理，每一個人的資料絕對負責保密，所以請您務必按照您
的真正想法及實際狀況做答，這樣政府才能依據實際的情形，來提供青少年適切的指
導與服務。
您填完後：請將問卷放入信封中封起來，交給訪問員，她們已奉命不得打開它，
謝謝您的合作！

請將您的答案直接在方格內打「√」；需寫數字時，請寫數字

★填寫開始時間： □(1)上午

□(2)下午

年

1.您的出生年月是民國
2.您的性別是： □(1)男

時

月【是 □(1)國曆

分

□(2)農曆，請以真實出生日期為準】

□(2)女

3.您的婚姻狀況： □(1)未婚

□(2)已婚

4.您目前是就業中還是在學中？
□(0)未在學，也未就業

□(1)就業中

□(2)在學中

□(3)就業、且也在學（如白天工作，晚上在學）
5.您目前就讀的學校是：
□(0)目前已沒有在學校讀書

□(1) 公立國小

□(3)公立國中

□(4)私立國中

□(7)公立高職

□(8)私立高職

□(2) 私立國小

□(5)公立高中
□(9)專科

□(6)私立高中
□(10)大學院校及以上

5a.您現在就讀學校是：
□(0)目前已沒在學

□(1)女校

6.您現在就讀哪一年級：

年級

□(2)男校

□(3)男女合校

□(0)目前已沒有在學校讀書

7.您現在和誰住在一起？
□(1)與父母同住
□(2)與其他親戚同住

□(3)自己租房子住

□(4)住在學校宿舍

□(5)與朋友、同事或同學合租房子住

□(7)與配偶同住

□(8)與配偶及家人同住

□(6)住在工作地宿舍

8.您從小到現在，大部分的時間是住在那裡？【請依您個人的看法或認為回答】
□(1)鄉村

□(2)都市

9.您父親的教育程度是：
□(0)不識字

□(1)小學程度

□(4)大專及以上

□(5)不知道

□(2)初中程度

□(3)高中高職程度

□(2)初中程度

□(3)高中高職程度

10.您母親的教育程度是：
□(0)不識字

□(1)小學程度

□(4)大專及以上

□(5)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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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您的父親是本省閩南人(河洛人)、客家人、大陸省份，還是那裡人？
□(1)本省閩南人(河洛人)
□(4)原住民

□(2)本省客家人

□(5)金門、馬祖

□(3)大陸省份(外省人)
□(6)外國籍：【請寫出】

12.您的母親是本省閩南人(河洛人)、客家人、大陸省份，還是那裡人？
□(1)本省閩南人(河洛人)
□(4)原住民

□(2)本省客家人

□(5)金門、馬祖

□(3)大陸省份(外省人)
□(6)外國籍：【請寫出】

13.您現在有幾個哥哥、姊姊、弟弟、妹妹？
哥哥→

□人

姊姊→

□人

弟弟→

□人

妹妹→

□人

14.您是否曾嘗試吸菸？
□(0)不曾
□(1)吸過一,二次，第一次在

歲(請填足歲)

□(2)吸過超過三次(含)以上，第一次在

歲(請填足歲)

15.您第一次吸菸是在甚麼地方？
□(0)不曾吸菸
□(4)學校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5)上、下學途中

□(6)MTV、KTV

□(8)電動玩具店、網路咖啡店、撞球店

□(3)親戚家

□(7)卡拉 OK、PUB、舞廳

□(9)泡沫紅茶、餐飲店

□(10)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您最近一次吸菸是在什麼時候？
□(0)不曾吸菸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6) 一年以上

□(3)過去一個月內

17.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吸菸？
□(0) 不曾吸菸

□(1) 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4) 6 到 9 天

□(5) 10 到 19 天

□(2) 1 或 2 天

□(6) 20 到 29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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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到 5 天
□(7) 整個月

18.過去一個月，在您吸菸的日子，平均您一天大概吸多少(支)菸？
□(0) 不曾吸菸

□(1) 過去一個月沒吸菸

□(2) 1 或 2 支

□(3) 3 到 5 支

□(4) 6 到 9 支

□(5) 10-20 支

□(6) 21-30 支

□(8) 41-50 支

□(9) 51-60 支

□(10) 61 支(三包)以上(約

□(7) 31-40 支
支)

19.您最常和誰一起吸菸？
□(0)不曾吸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4)兄弟

□(5)姊妹

□(2)父親

□(3)母親

□(6)獨自一人

20.過去一年，您是否曾嘗試戒菸？
□(0)從未吸菸或只吸過 1-2 次

□(1)過去一年未曾吸菸

□(2)不曾嘗試戒菸

□(3)曾嘗試戒菸

21.您的父親是否吸菸？
□(0)不吸菸

□(1)吸菸

□(2)不知道

□(3)沒有父親

22.您的母親是否吸菸？
□(0)不吸菸

□(1)吸菸

□(2)不知道

□(3)沒有母親

23.您最好的一位朋友是否吸菸？
□(0)不吸菸

□(1)吸菸

□(2)不知道

24.您最常從哪裡得到或買到香菸？
□(0)不曾吸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父親給的

□(3)母親給的

□(4)兄弟給的

□(5)姊妹給的

□(6)自己從家中取的（不是家人給的）

□(7)路邊攤

□(8)超商、便利商店

□(10)遊樂場

□(9)檳榔攤

□(11)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5.您是否曾嘗試喝酒？
□(0)不曾

□(1) 有,第一次在

歲（請填足歲）

26.您第一次喝酒是在甚麼地方？
□(0)不曾喝酒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4)學校
□(5)MTV、KTV
□(6)卡拉 OK、PUB、舞廳
□(8)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親戚家
□(7)餐飲店

27.您最近一次喝酒是在什麼時候？
□(0)不曾喝酒
□(4)過去六個月內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5)過去一年內

□(3)過去一個月內

□(6) 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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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過去一個月，有幾天您曾一次喝 5 杯酒以上？
□(0) 不曾喝酒

□(1) 過去一個月沒喝酒

□(2) 過去一個月沒有一天一次喝超過 5 杯酒以上
□(5) 6 到 9 天

□(6) 10 到 19 天

□(3) 1 或 2 天

□(7) 20 到 29 天

□(4) 3 到 5 天

□(8) 整個月

29.您最近一次喝醉酒是在什麼時候？
□(0)不曾喝酒

□(1)不曾喝醉酒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4)過去一個月內

□(5)過去六個月內 □(6)過去一年內 □(7)一年以上

30.過去一個月，有幾天您喝醉酒？
□(0)不曾喝酒

□(1)過去一個月沒喝醉酒

□(4) 6 到 9 天

□(5) 10 到 19 天

□(2) 1 或 2 天

□(6) 20 到 29 天

□(3) 3 到 5 天

□(7) 整個月

31.您最常和誰一起喝酒？
□(0)不曾喝酒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父親

□(4)兄弟

□(5)姊妹

□(3)母親

□(6)獨自一人

32.您的父親是否喝酒？
□(0)不喝酒

□(1)喝酒

□(2)不知道

□(3)沒有父親

□(2)不知道

□(3)沒有母親

33.您的母親是否喝酒？
□(0)不喝酒

□(1)喝酒

34.您最好的一位朋友是否喝酒？
□(0)不喝酒

□(1)喝酒

□(2)不知道

35.您最常從哪裡得到或買到酒？
□(0)不曾喝酒
□(1)同學、同事或朋友
□(4)兄弟給的

□(5)姊妹給的

□(7)路邊攤

□(8)超商、便利商店

□(2)父親給的

□(3)母親給的

□(6)自己從家中取的（不是家人給的）
□(9)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

_

36.您是否曾嘗試嚼食過檳榔？
□(0)不曾
□(1)嚼食過一,二次，第一次吃在

歲(請填足歲)

□(2)嚼食過超過三次(含)以上，第一次吃在
37.您第一次嚼檳榔是在甚麼地方？
□(0)不曾嚼檳榔
□(1)家中
□(4)學校

□(5)上、下學途中

歲(請填足歲)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6)MTV、KTV

□(8)電動玩具店、網路咖啡店、撞球店

□(7)卡拉 OK、PUB、舞廳

□(9)泡沫紅茶、餐飲店

□(10)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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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親戚家

38.您最近一次嚼檳榔是在什麼時候？
□(0)不曾嚼檳榔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6) 一年以上

39.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嚼檳榔？
□(0) 不曾嚼檳榔
□(1) 過去一個月沒嚼食檳榔
□(3) 3 到 5 天

□(3)過去一個月內

□(4) 6 到 9 天

□(2) 1 或 2 天

□(5) 10 到 19 天

□(6) 20 到 29 天

□(7) 整個月
40.過去一個月，在您吃檳榔的日子，平均您一天大概吃多少(顆)檳榔？
□(0) 不曾嚼檳榔

□(1) 過去一個月沒嚼食檳榔

□(2) 1-5 顆

□(3) 6-10 顆

□(4) 11-20 顆

□(5) 21-40 顆

□(6) 41-60 顆

□(7) 61-80 顆

□(8) 81-100 顆

□(9) 101 顆以上(約

□(10)其他【請寫出】

顆)

顆

41.您最常和誰一起嚼檳榔？
□(0)不曾嚼檳榔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父親

□(3)母親

□(4)兄弟

□(5)姊妹

□(6)獨自一人

42.您的父親是否嚼檳榔？
□(0)不嚼檳榔

□(1)嚼檳榔

□(2)不知道

□(3)沒有父親

□(2)不知道

□(3)沒有母親

43.您的母親是否嚼檳榔？
□(0)不嚼檳榔

□(1)嚼檳榔

44.您最好的一位朋友是否嚼檳榔？
□(0)不嚼檳榔

□(1)嚼檳榔

□(2)不知道

45.您最常從哪裡得到或買到檳榔？
□(0)不曾嚼檳榔
□(1)同學、同事或朋友
□(3)母親給的

□(4)兄弟給的

□(5)姊妹給的

□(6)自己從家中取的（不是家人給的）
□(9)遊樂場

□(2)父親給的

□(7)路邊攤

□(8)檳榔攤

□(10)其他【請寫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6.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即使檳榔不含添加物，亦具有致癌性｣這種說法？
□(0) 不同意

□(1)同意

□(2)不知道

47.請問您同意或不同意「嚼檳榔又吸菸的人得口腔癌的危險性更大｣這種說法？
□(0) 不同意

□(1)同意

□(2)不知道

48.請問您認為您的性傾向是？
□(1) 同性戀

□(2) 異性戀

□(3)雙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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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您是否曾發生過性行為？
□(0) 不曾

□(1)曾經

□(2)不知道

□(3)拒答

50.您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是在幾歲的時候？
□(0) 不曾發生過性行為
□(4) 十四歲

□(1) 十一歲以下

□(5) 十五歲

□(2) 十二歲

□(6) 十六歲

□(3) 十三歲

□(7) 十七歲以上

51.您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時，您或您的伴侶是否使用保險套？
□(0) 不曾發生過性行為

□(1) 否

□(2)是

52.發生性行為時，使用保險套的頻率？
□(0) 不曾發生性行為

□(1) 幾乎不用(0%)

□(2) 偶爾使用(20%)

□(3) 約半使用(50%)

□(4) 經常使用(75%)

□(5) 每次都用(100%)

53.在性行為時不使用保險套的原因【可複選】
□(0) 不曾發生過性行為
□(1) 身上沒有帶
□(3) 不喜歡用，會影響感覺及情趣

□(2) 不好意思去購買

□(4) 對方反對使用

□(5) 太過激情，無法停下來使用
□(6) 彼此信任沒有感染性病或愛滋病的疑慮
□(7) 其他原因【請寫出】
54.您曾經由何種管道購買保險套？【可複選】
□(0) 不曾購買過保險套
□(1) 便利商店
□(2) 藥妝店(例如屈臣氏，康是美等)
□(3) 藥房
□(4) 衛生所
□(5) 網路
□(6) 情趣商店
□(7) 其他【請寫出】
55.您使用保險套的目的為何？【可複選】
□(0) 不曾使用過保險套
□(3) 增加情趣

□(1) 避孕

□(2) 預防感染性病及愛滋病

□(4) 不知道

□(5) 其他【請寫出】

◎以下的問題是有關於非經醫療人員處方或建議而自行使用的藥物或物質
56.過去一年來，您有沒有自己去買含酒精或不含酒精之提神飲料或藥酒（如：保力達 B、
維士比、蠻牛、康貝特-----）來喝嗎？
□(0) 無

□(1) 有

57.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含酒精或不含酒精之提神飲料或藥酒的次數？
□(0)未曾使用
□(4)每週 1~2 次

□(1)過去 1 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5)每週 3~4 次

□(3)每個月 1~3 次

□(6)幾乎每天

58.您在何處購買含酒精或不含酒精之提神飲料或藥酒？
□(0)未曾購買

□(1)檳榔攤

□(2)大賣場

□(5)雜貨店

□(6)便利超商

□(7)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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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場

□(4)夜市

59.過去一年來，您是否曾未經醫生處方而自己去買減肥藥(指減肥藥物,不包括減肥茶、減
肥代餐…等)來服用嗎？
□(0) 未曾

□(1) 曾經有過

60.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減肥藥(指減肥藥物,不包括減肥茶、減肥代餐…等)的次數？
□(0)未曾使用
□(4)每週 1~2 次

□(1)過去 1 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5)每週 3~4 次

□(3)每個月 1~3 次

□(6)幾乎每天

61.過去一年來，您是否曾未經醫生處方而自己去買壯陽藥來服用嗎？
□(0) 未曾

□(1) 曾經有過

62.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壯陽藥的次數？
□(0)未曾使用

□(1)過去 1 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4 次

□(6)幾乎每天

□(3)每個月 1~3 次

63.過去一年來，您是否曾未經醫生處方而自己去買感冒藥來服用嗎？
□(0) 未曾

□(1) 曾經有過

64.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感冒藥的次數？
□(0)未曾使用

□(1)過去 1 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4 次

□(6)幾乎每天

□(3)每個月 1~3 次

65.過去一年來，您是否曾未經生處方而自己去買成藥來幫助睡眠嗎？
□(0) 未曾

□(1) 曾經有過

66.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能幫助睡眠成藥的次數？
□(0)未曾使用

□(1)過去 1 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4 次

□(6)幾乎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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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個月 1~3 次

67.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吸食過強力膠嗎？
□(0)否(跳答 68)

□(1)是

□(2)不知道(跳答 68)

□(3)拒答(跳答 68)

67a.您第一次吸食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67b.您第一次吸食強力膠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67c.您第一次吸食強力膠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67d.您最近一次吸食強力膠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3)過去一個月內
□(6)一年以上

67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吸食強力膠？
□(0)過去一個月沒吸食
□(1) 1 或 2 天
□(2) 3 到 5 天
□(3) 6 到 9 天
□(4) 10 到 19 天
□(5) 20 到 29 天
□(6) 整個月
67f.您過去一年平均吸食強力膠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吸食 □(1)每月不到 1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2)每個月 1~3 次
□(5)幾乎每天

67g.過去一年中，在您吸食強力膠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強力膠?
□(0)過去 1 年未吸食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67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吸食強力膠?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67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強力膠?【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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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搖頭丸（快樂丸、綠蝴蝶、狂喜、亞當、Ecstasy）嗎？
□(0)否(跳答 69)

□(1)是

□(2)不知道(跳答 69)

□(3)拒答(跳答 69)

68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68b.您第一次使用搖頭丸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68c.您第一次使用搖頭丸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68d.您最近一次使用搖頭丸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3)過去一個月內
□(6)一年以上

68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搖頭丸？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 1 或 2 天
□(2) 3 到 5 天
□(3) 6 到 9 天
□(4) 10 到 19 天
□(5) 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68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搖頭丸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2)每個月 1~3 次
□(5)幾乎每天

68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搖頭丸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搖頭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68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搖頭丸?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68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搖頭丸?【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9

69.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嗎？
□(0)否(跳答 70)

□(1)是

□(2)不知道(跳答 70)

□(3)拒答(跳答 70)

69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69b.您第一次使用安非他命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69c.您第一次使用安非他命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69d.您最近一次使用安非他命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3)過去一個月內
□(6)一年以上

69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安非他命？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69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安非他命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2)每個月 1~3 次
□(5)幾乎每天

69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安非他命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安非他命?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69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安非他命?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69i. 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安非他命?【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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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海洛因（白粉、四號）、嗎啡嗎？
□(0)否(跳答 71)

□(1)是

□(2)不知道(跳答 71)

□(3)拒答(跳答 71)

70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0b.您第一次使用海洛因、嗎啡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0c.您第一次使用海洛因、嗎啡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0d.您最近一次使用海洛因、嗎啡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6)一年以上
70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海洛因、嗎啡？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0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海洛因、嗎啡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5)幾乎每天
70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海洛因、嗎啡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海洛因、嗎啡?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0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海洛因、嗎啡?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0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海洛因、嗎啡?【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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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大麻（老鼠尾巴）嗎？
□(0)否(跳答 72)

□(1)是

□(2)不知道(跳答 72)

□(3)拒答(跳答 72)

71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1b.您第一次使用大麻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1c.您第一次使用大麻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1d.您最近一次使用大麻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3) 過去一個月內
□(6)一年以上

71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大麻？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1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大麻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2)每個月 1~3 次
□(5)幾乎每天

71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大麻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大麻?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1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大麻?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1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大麻?【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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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 K 他命（K、卡門）嗎？
□(0)否(跳答 73)

□(1)是

□(2)不知道(跳答 73)

□(3)拒答(跳答 73)

72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2b.您第一次使用 K 他命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2c.您第一次使用 K 他命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2d.您最近一次使用 K 他命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3)過去一個月內
□(6)一年以上

72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K 他命？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2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K 他命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2)每個月 1~3 次
□(5)幾乎每天

72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K 他命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K 他命?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2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K 他命?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2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 K 他命?【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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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樂透丸嗎？
□(0)否(跳答 74)

□(1)是

□(2)不知道(跳答 74)

□(3)拒答(跳答 74)

73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3b.您第一次使用樂透丸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3c.您第一次使用樂透丸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3d.您最近一次使用樂透丸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3) 過去一個月內
□(6)一年以上

73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樂透丸？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3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樂透丸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2)每個月 1~3 次
□(5)幾乎每天

73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樂透丸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樂透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3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樂透丸?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3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樂透丸? 【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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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 FM2（十字架）嗎？
□(0)否(跳答 75)

□(1)是

□(2)不知道(跳答 75)

□(3)拒答(跳答 75)

74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4b.您第一次使用 FM2（十字架）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4c.您第一次使用 FM2（十字架）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4d.您最近一次使用 FM2（十字架）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6)一年以上
74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FM2（十字架）？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4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FM2（十字架）的次數？
□(0) 過去 1 年未使用
□(1) 每月不到 1 次 □(2) 每個月 1~3 次
□(3) 每週 1~2 次
□(4) 每週 3~5 次
□(5) 幾乎每天
74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FM2（十字架）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FM2（十
字架）?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4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FM2（十字架）?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4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 FM2（十字架）?【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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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潘他唑新（速賜康）嗎？
□(0)否(跳答 76)

□(1)是

□(2)不知道(跳答 76)

□(3)拒答(跳答 76)

75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5b.您第一次使用潘他唑新（速賜康）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5c.您第一次使用潘他唑新（速賜康）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5d.您最近一次使用潘他唑新（速賜康）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 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6)一年以上
75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潘他唑新（速賜康）？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5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潘他唑新（速賜康）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5)幾乎每天
75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潘他唑新（速賜康）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潘
他唑新（速賜康）?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5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潘他唑新（速賜康）?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5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潘他唑新（速賜康）?【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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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笑氣（N2O）嗎？
□(0)否(跳答 77)

□(1)是

□(2)不知道(跳答 77)

□(3)拒答(跳答 77)

76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6b.您第一次使用笑氣（N2O）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6c.您第一次使用笑氣（N2O）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6d.您最近一次使用笑氣（N2O）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 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6)一年以上
76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笑氣（N2O）？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6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笑氣（N2O）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2)每個月 1~3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5)幾乎每天
76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笑氣（N2O）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笑氣（N2O）?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6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笑氣（N2O）?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6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笑氣（N2O）? 【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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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 LSD（搖腳丸，一粒沙）嗎？
□(0)否(跳答 78)

□(1)是

□(2)不知道(跳答 78)

□(3)拒答(跳答 78)

77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7b.您第一次使用 LSD（搖腳丸，一粒沙）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7c.您第一次使用 LSD（搖腳丸，一粒沙）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7d.您最近一次使用 LSD（搖腳丸，一粒沙）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 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6)一年以上)
77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LSD（搖腳丸，一粒沙）？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7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LSD（搖腳丸，一粒沙）的次數？
□(0) 過去 1 年未使用 □(1) 每月不到 1 次 □(2) 每個月 1~3 次
□(3) 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5) 幾乎每天
77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LSD（搖腳丸，一粒沙）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
買 LSD（搖腳丸，一粒沙）?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7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LSD（搖腳丸，一粒沙）?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7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 LSD（搖腳丸，一粒沙）? 【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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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 GHB（液態快樂丸，G 水）嗎？
□(0)否(跳答 79)

□(1)是

□(2)不知道(跳答 79)

□(3)拒答(跳答 79)

78a.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8b.第一次使用 GHB（液態快樂丸，G 水）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8c.您第一次使用 GHB（液態快樂丸，G 水）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8d.您最近一次使用 GHB（液態快樂丸，G 水）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3) 過去一個月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6)一年以上
78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GHB（液態快樂丸，G 水）？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8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GHB（液態快樂丸，G 水）的次數？
□(0) 過去 1 年未使用 □(1) 每月不到 1 次 □(2) 每個月 1~3 次
□(3) 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5) 幾乎每天
78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GHB（液態快樂丸，G 水）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
購買 GHB?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8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GHB（液態快樂丸，G 水）?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8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 GHB（液態快樂丸，G 水）? 【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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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您曾經(凡用過即算曾經)用過古柯鹼（快克，可卡因）嗎？
□(0)否(跳答 80)

□(1)是

□(2)不知道(跳答 80)

□(3)拒答(跳答 80)

79a.您第一次使用是在
歲
（請直接回答歲數，如無法清楚回答，可用概估方式）
79b.您第一次使用古柯鹼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4)學校
□(5)軍中
□(6)醫院診所
□(7)其他【請寫出】
79c.您第一次使用古柯鹼的動機? 【可複選】
□(1)好奇、趕流行 □(2)無聊
□(3)獲得朋友或同學認同
□(4)因家人有使用 □(5)減肥塑身
□(6)提振精神
□(7)娛樂助興
□(8)與性行為相關 □(9)其他【請寫出】
79d.您最近一次使用古柯鹼是在什麼時候?
□(1)昨天
□(2)過去七天內
□(4)過去六個月內 □(5)過去一年內

□(3) 過去一個月內
□(6)一年以上

79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古柯鹼？
□(0)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1)1 或 2 天
□(2)3 到 5 天
□(3)6 到 9 天
□(4)10 到 19 天
□(5)20 到 29 天
□(6)整個月
79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古柯鹼的次數？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每月不到 1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5 次

□(2)每個月 1~3 次
□(5)幾乎每天

79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古柯鹼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古柯鹼?
□(0)過去 1 年未使用
□(1) 500 元以內
□(2) 501~1,000 元
□(3)1,001~2,000 元
□(4) 2,001~5,000 元
□(5) 5,001 元以上
□(6)其他【請寫出】
79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古柯鹼? 【可複選】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藥物直接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8)其他【請寫出】
79i.您通常從哪裡拿到或買到古柯鹼?【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學校
□(3)飯店、汽車旅館
□(4)娛樂場所(PUB、KTV、舞廳、網咖或公園)
□(5)賭場
□(6)藥頭/毒販
□(7)藥局、商店
□(8)住家附近
□(9)其他【請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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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您的親人中是否有人曾使用強力膠、搖頭丸、安非他命、海洛因、嗎啡、大麻、K 他命、
FM2(十字架)、潘他唑新（速賜康）
、笑氣、LSD(搖腳丸)、GHB(G 水)、古柯鹼等以上物質?
□(0) 不曾使用

□(1) 曾使用

□(2)不知道

81.您的最好的朋友中是否有人曾使用強力膠、搖頭丸、安非他命、海洛因、嗎啡、大麻、
K 他命、FM2(十字架)、潘他唑新（速賜康）
、笑氣、LSD(搖腳丸)、GHB(G 水)、古柯鹼等以上物質?
□(0) 不曾使用

□(1) 曾使用

□(2)不知道

82.您認為使用以上物質會不會使人上癮?
□(1) 一定不會

□(2) 應該不會

□(3) 應該會

□(4) 一定會

□(5)不知道

83.您認為使用以上物質對身體和精神方面有沒有傷害?
□(1)沒有傷害

□(2)傷害很小

□(3)有些傷害

□(4)有很大傷害

□(5)不知道

84.您認為買到或取得以上物質是很容易還是困難?
□(1)非常困難

□(2)有些困難

□(3)有些容易

□(4)非常容易

□(5)不知道

85.當您或是周圍的親朋好友有以上物質使用問題時，您知道可以詢問哪些相關單位嗎?
【可複選】
□(0)不知道

□(1)行政院衛生署藥政處

□(2)行政院衛生署管制藥品管制局

□(3)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4)行政院衛生署中部辦公室

□(5)台北榮民總醫院毒藥物諮詢中心

□(6)台北市立療養院

□(7) 7-11 或全家等便利商店

□(8)行政院衛生署草屯療養院

□(9)高雄市立凱旋醫院

□(10)玉里榮民醫院

□(11)藥局/藥房

□(12)財團法人基督教晨曦會

□(13)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主愛之家

□(14)財團法人基督教沐恩之家

□(15)台灣更生保護協會

□(16)台北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17)其他：【請寫出】

【 填寫結束時間：□(1)上午

□(2)下午

時

分 】

非常謝謝您的協助，請您再次檢查題目是否均已填寫完整，避免遺漏，
確定填寫完整後，請將問卷對摺放入信封中，密封後交給訪問員，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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