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 國 九 十 八 年
國 民 健 康 訪 問 調 查
18～64 歲自填問卷
（適用 33 年 5 月 1 日至 81 年 4 月 30 日出生者）
日出生者）

（完全不必寫姓名）

絕 對 保 密
各位先生、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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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具名的問卷，
完全沒有具名
主要是想瞭解各位吸菸、喝酒、嚼檳榔與用藥等物質使用的生活經驗。您的資料
您的資料
將跟全部受訪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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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跟全部受訪者資料合在一起來研究
的資料絕對負責保密
絕對負責保密，所以請您務必按照您的實際狀況做答
請您務必按照您的實際狀況做答，這樣政府才能依據
絕對負責保密
請您務必按照您的實際狀況做答
實際的情形，為民眾的健康提供適切的輔導與幫助。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編撰

1.請問您的性別是：□(1)男性

□(2)女性

2.請問您目前的居住地在哪一個縣市？
□(01)台北市
□(02)高雄市
□(03)基隆市
□(06)嘉義市
□(07)台南市
□(08)台北縣
□(11)新竹縣
□(12)苗栗縣
□(13)台中縣
□(16)雲林縣
□(17)嘉義縣
□(18)台南縣
□(21)花蓮縣
□(22)台東縣
□(23)澎湖縣
3.請問您目前的婚姻狀況？
□(1)已婚，與配偶同住
□(3)離婚
□(5)喪偶

□(04)新竹市
□(09)宜蘭縣
□(14)南投縣
□(19)高雄縣

□(05)台中市
□(10)桃園縣
□(15)彰化縣
□(20)屏東縣

□(2)已婚，現在未經常與配偶同住
□(4)（正式）分居
□(6)同居
□(7)未婚

4.請問您目前是工作中，還是在學中？
□(1)沒有在學而且也沒有工作
□(2)工作中
□(3)在學中
□(4)在學而且也在工作（如：白天工作，晚上在學）
5.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
□(1)不識字 □(2)小學程度
□(3)國(初)中程度
□(6)大學
□(7)研究所及以上 □(8)不知道

□(4)高中高職程度
□(5)專科
□(9)識字但未有學歷

父親的教育程度是：
6.請問您父親
父親
□(1)不識字 □(2)小學程度
□(3)國(初)中程度
□(6)大學
□(7)研究所及以上 □(8)不知道

□(4)高中高職程度
□(5)專科
□(9)識字但未有學歷

母親的教育程度是：
7.請問您母親
母親
□(1)不識字 □(2)小學程度
□(3)國(初)中程度 □(4)高中高職程度 □(5)專科
□(6)大學
□(7)研究所及以上 □(8)不知道
□(9)識字但未有學歷
8.請問您的父親
父親是本省閩南人(河洛人)、客家人、大陸省份，還是哪裡人？
父親
□(1)本省閩南人(河洛人) □(2)本省客家人
□(3)大陸省份(外省人)
□(4)原住民
□(5)金門、馬祖
□(6)外國籍
□(7)外國人但已有本省籍 □(8)不知道
9.請問您的母親
母親是本省閩南人(河洛人)、客家人、大陸省份，還是哪裡人？
母親
□(1)本省閩南人(河洛人) □(2)本省客家人
□(3)大陸省份(外省人)
□(4)原住民
□(5)金門、馬祖
□(6)外國籍
□(7)外國人但已有本省籍 □(8))不知道
10.請問請問您信什麼宗教？
□(1)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2)燒香、拜拜或是民間傳統信仰 □(3)佛教
□(4)道教
□(5)一貫道
□(6)基督教
□(7)天主教
□(8)回教
□(9)摩門教 □(10)其他宗教

1

11.請問您目前的職業？
請勾選

職 業 別
01無業或失業
無業或失業
02現役軍人
現役軍人

舉 例 說 明
學生(包含工讀生，但不包括在職進修)、家庭主婦、自己種菜自給
自足者、投資股票自己在家看盤、房東、地主等
軍訓教官

03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行
政主管、
政主管、企業
主管及經理人
專業人員
04專業人員

鄉、鎮、市民代表、校長、董事長、經理人員、主任、廠長、經理、站長、
副理、店長、執行長、秘書長、理事、理事長、主任委員、營造業
雇主、鋁門工廠雇主、木工裝潢雇主、有店面的雇主等
醫師、藥師、護理師、復健師、檢驗師、研發人員、營養師、護士、
工程師、教師、講師、會計師、律師、法官、檢察官、作家、音樂家、牧
師、神父、宗教師、心理師、社工師、監獄教誨師、寺廟住持、扶乩、
地理師、風水師、幼稚園老師、畫家、演藝人員、記者、創意總監、
工作室總監、行銷顧問、管理顧問、公部門顧問、軟體工程師、系
統分析師等
05技術員及助理
技術員及助理 課長、代書、行政人員、業務人員、推銷員、房屋仲介、土木工
專業人員
程技術員、電力技術員、配電技術員、製圖員、電腦技術員、飛
航駕駛員、航空機械員、驗光師、證券經紀人、保險經紀人、理
財專員、電台人員、電視編導、剪輯師、煉油廠技術專員、電信
資深專員、鋼琴老師、太極拳教練、游泳教練、珠心算老師、托
兒所老師、保育員、資訊人員、品管員、製程管制員、成品管理
員、倉儲管理員、監工、會計、稅務員、銀行證券行員、集保交
割員、室內設計師、美工人員、社區輔導員等
事務工作人員 打字員、事務秘書、校對員、售票員、收銀員、接線生、診所掛號
06事務工作人員
員、業務助理、行政助理、補習班櫃檯人員、書記等
07服務工作人員
服務工作人員 如領隊、嚮導、按摩師、褓母、化妝師、美容師、警察、保全人員、
及售貨員
消防工作人員、廚師、餐飲服務人員、空服員、導遊、美髮師、看
護、照顧服務員、自營食物店服務員、麵包店服務員、加油站加油
工、在自家做資源回收買賣、批發商、零售商、手工藝品店員、百

08農
農、林、 漁、
牧工作人員
09技術工及有關
技術工及有關
工作人員
10機械設備操作
機械設備操作
工及組裝工
11非技術工及體
非技術工及體
力工

貨專櫃銷售員、代購人員、寵物店員、檳榔西施、KTV 櫃檯小姐、
鋼管女郎、自營網路拍賣、六合彩組頭、乩童等
動物飼育者、種苗栽培工作者、造林工、海洋漁撈工作者、漁船船
長、養蚵工、養鴿參加比賽等
裁縫師、麵包師傅、一般電工、油漆工、焊接工、板金工、縫紉工、
土水工、板模工、水電技工、裝潢師、木匠、搭霓虹燈廣告師傅、
工廠作業員、爆破工、礦工、採石工等
鑽採工及有關工作者、組裝工、印刷機操作工、汽車駕駛員、公共
汽車，大客車及電車駕駛員、計程車司機等
小販、兜售員、清潔工、抄表員、大廈管理員、洗車工、幫傭、工
友、司機助手、送貨人員、快遞宅配人員、家庭代工、遊藝場開分
員等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
次修正，
年6月
月)」
」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第
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 第5次
修正，81年
【註：若您不知如何勾選上述職業別，
若您不知如何勾選上述職業別，可直接請訪員協助】
可直接請訪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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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請問過去一年，您平均一個月的收入（包括薪資、租金、投資所得、父母給的、子女給的、
退休金等）大約有多少？
□(1)沒有收入
□(2) 4,999元及以下
□(3)5,000元~9,999元
□(4)10,000元~14,999元
□(5)15,000元~19,999元
□(6)20,000元~39,999元
□(7)40,000元~59,999元
□(8)60,000元~79,999元
□(9)80,000元~99,999元
□(10)100,000元及以上
13.請問您是否曾吸菸？
□(1)不曾(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19 題)
□(2)吸過一、二次，請問您第一次吸菸是在
歲(請填足歲)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19 題)
□(3)吸過超過三次(含)以上，請問您第一次吸菸是在
歲(請填足歲)
14.請問您吸菸大約吸了幾年？約抽了

年

個月

15.請問您最近一次吸菸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
跳
答
第
18
題)
勾本選項
□(6)過去一年內(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18 題)
□(7)一年以上(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19 題)
16.請問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吸菸？
□(1) 1 或 2 天
□(2) 3 到 5 天
□(4) 10 到 19 天
□(5) 20 到 29 天

□(4)過去一個月內

□(3) 6 到 9 天
□(6)每天

17.請問過去一個月，在您吸菸的日子，平均您一天大概吸多少(支)菸？
□(1) 5 支及以下
□(2) 6-10 支
□(3) 11-20 支
□(4) 21-30 支
□(5) 31-40 支
□(6) 41-50 支
□(7) 51-60 支
□(8) 61 支(三包)以上
18.請問過去一年中，您是否曾經想要戒菸？
□(1)只吸過 1-2 次菸，不需要戒菸
□(2)不曾想要戒菸
□(3)曾經想要戒菸，但是沒有成功
□(4)曾經想要戒菸，而且已經戒掉了
19.請問您是否曾喝過酒(例
例如：啤酒、葡萄酒、威士忌、高梁酒、紹興酒、白蘭地等酒類)？
□(1)沒有(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25 題)
□(2)有，偶爾或特定情況喝酒，請問您第一次喝酒是在
歲（請填足歲）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25 題)
□(3)有，請問您第一次喝酒是在
歲（請填足歲）
20.請問您喝酒大約喝了幾年？約喝了

年

個月

21.請問您最近一次喝酒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24 題)
□(6)過去一年內(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24 題)
□(7)一年以上(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24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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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過去一個月內

22.請問過去一個月，有幾天您曾一次喝 5 份酒以上？(請點圖片說明
請點圖片說明)
請點圖片說明
□(1)過去一個月沒有一天一次喝超過 5 份酒以上
□(2)1 或 2 天
□(4)6 到 9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23.請問過去一個月，有幾天您喝醉酒？
□(1)過去一個月不曾喝醉酒
不曾喝醉酒
□(2) 1 或 2 天
□(5) 10 到 19 天
□(6) 20 到 29 天

□(3) 3 到 5 天
□(7)每天

24.請問您最近一次喝醉酒是在什麼時候？
□(1)不曾喝醉酒
喝醉酒
□(2)今天
□(3)昨天
□(5)過去一個月內
□(6)過去六個月內 □(7)過去一年內

□(3)3 到 5 天

□(4) 6 到 9 天

□(4)過去七天內
□(8)一年以上

25.請問您是否曾嚼食過檳榔？
□(1)不曾(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0 題)
□(2)只嚼食過一、二次，請問您第一次嚼食檳榔在
歲(請填足歲)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0 題)
□(3)嚼食過超過三次(含)以上，請問您第一次嚼食檳榔在
歲(請填足歲)
26.請問您檳榔大約嚼食了幾年？約嚼食了

年

個月

27.請問您最近一次嚼食
最近一次嚼食檳榔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0 題)
□(6)過去一年內(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0 題)
□(7)一年以上(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0 題)
28.請問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嚼食檳榔？
□(1) 1 或 2 天
□(2) 3 到 5 天
□(4) 10 到 19 天
□(5) 20 到 29 天

□(4)過去一個月內

□(3) 6 到 9 天
□(6)每天

29.請問過去一個月，在您嚼食檳榔的日子，平均您一天大概嚼食多少(顆)檳榔？
□(1) 10 顆及以下
□(2) 11-15 顆
□(3) 16-20 顆
□(4) 21-30 顆
□(5) 31 顆及以上

◎以下的問題是關於沒有醫生處方(
以下的問題是關於沒有醫生處方(這裡指的是西醫，
這裡指的是西醫，不包括中醫
不包括中醫)
中醫)而自行使用的
藥物或物質
30.請問過去一年來，您是否沒有醫生處方
沒有醫生處方自己去買減肥藥(減肥藥，不包括減肥茶、減肥
代餐等)？
□(1)有醫生處方拿到的減肥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2 題)
□(2)沒有醫生處方自己去買減肥藥
□(3)從來沒有使用減肥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2 題)
31.請問過去一年來，您平均使用減肥藥的次數為何(減肥藥，不包括減肥茶、減肥代餐等)？
□(1)每月不到 1 次
□(2)每月 1-3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4 次
□(5)幾乎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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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請問過去一年來，您是否沒有醫生處方
沒有醫生處方自己去買感冒藥？
□(1)有醫生處方拿到的感冒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4 題)
□(2)沒有醫生處方自己去買感冒藥
□(3)從來沒有使用感冒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34 題)
33.請問過去一年來
過去一年來，您平均使用
感冒藥的次數為何？
過去一年來
□(1)每月不到 1 次
□(2)每月 1-3 次
□(3)每週 1-2 次
□(4)每週 3-4 次
□(5)幾乎每天
34.請問過去一年
過去一年來，您是否
沒有醫生處方
過去一年
沒有醫生處方自己去買鎮靜安眠藥
鎮靜安眠藥？
□(1)有醫生處方拿到的鎮靜安眠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41 題)
□(2)沒有醫生處方自己去買鎮靜安眠藥
□(3)從來沒有使用鎮靜安眠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41 題)
35.請問您第一次使用鎮靜安眠藥的年齡？

歲

36.請問您通常從哪裡取得或買到鎮靜安眠藥
鎮靜安眠藥？
□(1)家中
□(2)藥局、藥房
□(3)學校
□(5)娛樂場所(賭場、網咖、PUB、KTV 或 MTV)

□(4)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6)網路
□(7)其他地點

37.請問您使用鎮靜安眠藥的時間大概持續多久？
□(1)1 週以下
□(2)1-2 週
□(3)3-4 週
□(4)2-6 個月
□(5)7-12 個月
□(6)1 年以上
38.請問您每次使用鎮靜安眠藥的顆數為多少？
□(1)每次 1 顆及以下
□(2)每次 2 顆
□(3)每次 3 顆
□(4)每次 4 顆
□(5)每次 5 顆及以上
39.請問您服用的鎮靜安眠藥的種類是哪一種？
□(1)需要取得醫師處方的鎮靜安眠藥
□(2)不需要取得醫師處方的鎮靜安眠藥，在一般的藥局就可以買得到
40.請問您使用鎮靜安眠藥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紓解生活壓力
□(3)娛樂助興
□(4)單純失眠
□(5)因為身體不舒服，使用鎮靜安眠藥來幫助自己
41.請問過去一年來
過去一年來，您是否
沒有醫生處方
例如：
過去一年來
沒有醫生處方自己去買止痛藥
止痛藥(例如
例如：普拿疼、
普拿疼、阿斯匹靈等)
阿斯匹靈等 ？
□(1)有醫生處方拿到的止痛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47 題)
□(2)沒有醫生處方自己去買止痛藥
□(3)從來沒有使用止痛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47 題)
42.請問您通常從哪裡取得或買到止痛藥
止痛藥？
□(1)家中
□(2)藥局、藥房
□(3)藥妝店(例如：屈臣氏、康是美等)
□(4)網路
□(7)其他地點
43.請問您使用止痛藥的時間大概持續多久？
□(1)1 週以下
□(2)1-2 週
□(4)2-6 個月
□(5)7-12 個月

□(3)3-4 週
□(6)1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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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請問您每次使用止痛藥的顆數為多少？
□(1)每次 1 顆及以下 □(2)每次 2 顆
□(3)每次 3 顆
□(4)每次 4 顆
□(5)每次 5 顆及以上
45.請問您服用止痛藥的種類是哪一種？
□(1)需要取得醫師處方的止痛藥
□(2)嗎啡類的止痛藥
□(3)不需要取得醫師處方的止痛藥，在一般的藥局就可以買得到的
46.請問您使用止痛藥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紓解生活壓力
□(3)娛樂助興
□(4)因為身體不舒服，使用止痛藥來幫助自己
47.請問您的性傾向是？
□(1)同性戀
□(2)異性戀

□(3)雙性戀

□(4)不知道我的性傾向

48.請問您是否曾經發生過性行為？
□(1)曾經
□(2)不曾發生過性行為(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53 題)
49.請問您在從事性行為時，您或您的伴侶是否使用保險套？
□(1)從未使用過(0％)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52 題不答)
勾本選項，跳答第 50 題，第 51、
題不答
□(2)偶爾使用(25％)
□(3)有時候會使用(50％)
□(4)經常使用(75％)
□(5)每次都使用(100％)(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51 題)
50.請問您在從事性行為時，不使用保險套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1)身上沒有帶
□(2)不好意思去購買
□(3)不喜歡用，會影響感覺及情趣
□(4)對方反對使用
□(5)太過激情，無法停下來使用
□(6)信任彼此沒有感染性病或愛滋病的疑慮
51.請問您曾經由何種管道購買保險套？【可複選】
□(1)伴侶幫忙購買
□(2)便利商店
□(3)藥妝店(例如：屈臣氏、康是美等)
□(4)藥局、藥房
□(5)衛生所
□(6)網路
□(7)情趣商店
52.請問您使用保險套的目的為何？【可複選】
□(1)避孕
□(2)預防感染性病及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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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情趣

□(4)伴侶要求使用

53.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
凡用過即算有
強力膠嗎？
凡用過即算有)吸食過強力膠
強力膠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53a~53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54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54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54 題)
53a.您第一次使用強力膠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53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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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53c.您第一次吸食強力膠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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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53d.您最近一次吸食強力膠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 □(6)過去一年內 □(7)一年以上
53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吸食強力膠？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53f.您過去一年平均吸食強力膠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吸食
□(2)每月不到 1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4)過去一個月內

□(3)3 到 5 天
□(7)每天

□(4)6 到 9 天

□(3)每月 1-3 次
□(6)幾乎每天

53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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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力膠？
□(1)過去一年未吸食
□(2)100 元及以內
□(3)101-500 元
□(4)501-1,000 元
□(5)1,001 元及以上
53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吸食強力膠
強力膠？【可複選】
□(1)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2)藥物直接鼻吸
□(3)嗅吸蒸發之氣體
□(4)置於空塑膠袋搓揉後鼻吸
53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強力膠
強力膠？【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53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強力膠
強力膠？【可複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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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
凡用過即算有
搖頭丸（
、快樂丸、
快樂丸、綠蝴蝶、
綠蝴蝶、狂喜、
狂喜、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搖頭丸
搖頭丸（俗稱：MDMA、
亞當、
）嗎？
亞當、Ecstasy）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54a~54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55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55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55 題)
54a.您第一次使用搖頭丸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54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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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54c.您第一次使用搖頭丸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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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54d.您最近一次使用搖頭丸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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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搖頭丸？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54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搖頭丸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吸食
□(2)每月不到 1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3)3 到 5 天
□(7)每天

□(4)6 到 9 天

□(3)每月 1-3 次
□(6)幾乎每天

54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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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頭丸？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500 元及以內
□(3)501-1,000 元
□(4)1,001-2,000 元
□(5)2,001-5,000 元
□(6)5,001-10,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54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搖頭丸
搖頭丸？【可複選】
□(1)口服
□(2))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4)嗅吸蒸發之氣體
□(5)置於空塑膠袋搓揉後鼻吸
54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搖頭丸？【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3)藥物直接鼻吸

□(4)陌生人

54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搖頭丸
搖頭丸？【可複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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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安非他命
安非他命（
安公子、
安仔、冰糖、
冰糖、冰塊）
冰塊）
安非他命（俗稱：安公子
安公子、安仔、
嗎？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55a~55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56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56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56 題)
55a.您第一次使用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55b.您第一次使用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55c.您第一次使用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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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55d.您最近一次使用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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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e.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4)6 到 9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55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吸食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55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的日子，每週平
均花費多少錢購買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500 元及以內
□(3)501-1,000 元
□(4)1,001-2,000 元
□(5)2,001-5,000 元
□(6)5,001-10,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55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
【可複選】
□(1)非共用針頭注射
□(3)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藥物直接鼻吸

□(2)共用針頭注射
□(4)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6)嗅吸蒸發之氣體

55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55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安非他命（安公子、安仔、冰糖、冰塊）？
【可複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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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地點

56.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海洛因
海洛因（
白粉、
四號）、嗎啡嗎？
嗎啡
海洛因（俗稱：白粉
白粉、四號）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56a~56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57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57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57 題)
56a.您第一次使用海洛因（
、嗎啡是在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

歲?(請寫下實歲)

56b.您第一次使用海洛因（
、嗎啡是在什麼地方？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56c.您第一次使用海洛因（
、嗎啡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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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56d.您最近一次使用海洛因（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嗎啡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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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海洛因（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嗎啡？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4)6 到 9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56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海洛因（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嗎啡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吸食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56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海洛因（
、嗎啡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
多少錢購買海洛因（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嗎啡？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1000 元及以內
□(3)1001-5,000 元
□(4)5,001-10,000 元
□(5)10,001-20,000 元
□(6)20,001-50,000 元
□(7)50,001 元及以上
56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海洛因（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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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海洛因（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嗎啡？【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56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海洛因（
海洛因（白粉、
白粉、四號）
四號）、嗎啡？【可複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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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大麻
大麻（
老鼠尾巴）
大麻（俗稱：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嗎？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57a~57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58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58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58 題)
57a.您第一次使用大麻(老鼠尾巴
大麻 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 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57b.您第一次使用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57c.您第一次使用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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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57d.您最近一次使用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 □(6)過去一年內 □(7)一年以上

□(4)過去一個月內

57e.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4)6 到 9 天

57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吸食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57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
□(1)過去一年未使用
□(4)1,001-2,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2)500 元及以內
□(5)2,001-5,000 元

□(3)501-1,000 元
□(6)5,001-10,000 元

57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可複選】
□(1)口服
□(2)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3)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4)藥物直接鼻吸
57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57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大麻（
大麻（老鼠尾巴）
老鼠尾巴）？【可複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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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 K 他命（
他命（俗稱：K、
、卡門）
卡門）嗎？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58a~58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答(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59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59 題) □(4)拒答
跳答第 59 題)
58a.您第一次使用 K 他命（
、卡門）
他命（K、
卡門）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58b.您第一次使用 K 他命（
、卡門）
他命（K、
卡門）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58c.您第一次使用 K 他命（
、卡門）
他命（K、
卡門）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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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58d.您最近一次使用 K 他命（
、卡門）
他命（K、
卡門）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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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K 他命（
、卡門）
他命（K、
卡門）？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4)6 到 9 天

58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K 他命（
、卡門）
他命（K、
卡門）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吸食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58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K 他命（
、卡門）
他命（K、
卡門）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K 他命（
、卡門）
他命（K、
卡門）？
□(1)過去一年未使用
□(4)1,001-2,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2)500 元及以內
□(5)2,001-5,000 元

□(3)501-1,000 元
□(6)5,001-10,000 元

他命（K、卡門）
卡門）？【可複選】
58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K 他命（
□(1)口服
□(2)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3)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4)藥物直接鼻吸
□(5)嗅吸蒸發之氣體
他命（K、卡門）
卡門）？【可複選】
58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 K 他命（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他命（K、卡門）
卡門）？【可複選】
58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 K 他命（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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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樂透丸
樂透丸嗎？
樂透丸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59a~59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0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0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0 題)
59a 您第一次使用樂透丸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59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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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59c.您第一次使用樂透丸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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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59d.您最近一次使用樂透丸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 □(6)過去一年內 □(7)一年以上

□(4)過去一個月內

59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樂透丸？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59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樂透丸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吸食
□(2)每月不到 1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4)6 到 9 天

□(3)每月 1-3 次
□(6)幾乎每天

59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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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透丸？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500 元及以內
□(3)501-1,000 元
□(4)1,001-2,000 元
□(5)2,001-5,000 元
□(6)5,001-10,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59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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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5)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7)嗅吸蒸發之氣體

□(3)共用針頭注射
□(6)藥物直接鼻吸

59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樂透丸？【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59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樂透丸？【可複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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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用過 FM2（
FM2（俗稱：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嗎？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0a~60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1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1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1 題)
60a 您第一次使用 FM2（
（十字架）
十字架）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60b.您第一次使用 FM2（
（十字架）
十字架）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0c.您第一次使用 FM2（
（十字架）
十字架）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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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0d.您最近一次使用 FM2（
（十字架）
十字架）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 □(6)過去一年內 □(7)一年以上
60e.過去一個月
（十字架）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FM2（
十字架）？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4)過去一個月內

□(4)6 到 9 天

60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FM2（
（十字架）
十字架）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60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FM2（
（十字架）
十字架）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FM2（
（十字架）
十字架）？
□(1)過去一年未使用
□(4)1,001-2,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2)500 元及以內
□(5)2,001-5,000 元

□(3)501-1,000 元
□(6)5,001-10,000 元

十字架）？【可複選】
60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FM2（十字架）
□(1)口服
□(2)非共用針頭注射
□(3)共用針頭注射
十字架）？【可複選】
60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 FM2（十字架）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十字架）？【可複選】
60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 FM2（十字架）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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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用過笑氣
笑氣（
）嗎？
笑氣（俗稱：N2O）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1a~61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2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2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2 題)
61a.您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
笑氣（
）是在
第一次
笑氣（N2O）

歲？(請寫下實歲)

61b.您第一次使用笑氣（
）是在什麼地方？
笑氣（N2O）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1c.您第一次使用笑氣（
）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笑氣（N2O）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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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1d.您最近一次使用笑氣（
）是在什麼時候？
笑氣（N2O）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 □(6)過去一年內 □(7)一年以上
61e.過去一個月
）？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笑氣（
笑氣（N2O）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4)過去一個月內

□(4)6 到 9 天

61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笑氣（
笑氣（N2O）
）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61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笑氣（
）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笑氣（N2O）

笑氣（
）？
笑氣（N2O）
□(1)過去一年未使用
□(4)1,001-2,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2)500 元及以內
□(5)2,001-5,000 元

□(3)501-1,000 元
□(6)5,001-10,000 元

61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笑氣（
）？【可複選】
笑氣（N2O）
□(1)吸食氣體
□(2)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3)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4)藥物直接鼻吸
□(5)嗅吸蒸發之氣體
61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笑氣（
）？【可複選】
笑氣（N2O）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61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笑氣（
）？【可複選】
笑氣（N2O）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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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 LSD（
（俗稱：搖腳丸
搖腳丸、
一粒沙）嗎？
搖腳丸、一粒沙）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2a~62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3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3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3 題)
62a.您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
LSD（
（搖腳丸、
第一次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62b.您第一次使用 LSD（
（搖腳丸、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2c.您第一次使用 LSD（
（搖腳丸、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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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2d.您最近一次使用 LSD（
（搖腳丸、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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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LSD（
（搖腳丸、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4)6 到 9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62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LSD（
（搖腳丸、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62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LSD（
（搖腳丸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
錢購買 LSD(搖腳丸
搖腳丸、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500 元及以內
□(4)1,001-2,000 元
□(5)2,001-5,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3)501-1,000 元
□(6)5,001-10,000 元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可複選】
62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LSD（搖腳丸、
□(1)直接吞服
□(2)溶於飲料
□(3)非共用針頭注射
□(4)共用針頭注射
□(5)含在舌頭下
62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 LSD（
（搖腳丸、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搖腳丸、一粒沙）
一粒沙）？【可複選】
62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 LSD（搖腳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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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 GHB（
（俗稱：液態快樂丸
液態快樂丸、
液態快樂丸、G 水）嗎？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3a~63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4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4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4 題)
63a.您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
GHB（
（液態快樂丸、
第一次
液態快樂丸、G 水）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63b.第一次使用 GHB（
（液態快樂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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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3c.您第一次使用 GHB（
（液態快樂丸、
液態快樂丸、G 水）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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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3d.您最近一次使用 GHB（
（液態快樂丸、
液態快樂丸、G 水）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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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e.過去一個月
（液態快樂丸、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GHB（
液態快樂丸、G 水）？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4)6 到 9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63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GHB（
（液態快樂丸、
液態快樂丸、G 水）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63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GHB（
（液態快樂丸、
液態快樂丸、G 水）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
多少錢購買 GHB（
（液態快樂丸、
液態快樂丸、G 水）？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500 元及以內
□(4)1,001-2,000 元
□(5)2,001-5,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3)501-1,000 元
□(6)5,001-10,000 元

液態快樂丸、G 水）？【可複選】
63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GHB（液態快樂丸、
□(1)注射
□(2)溶於開水或飲料中
□(3)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液態快樂丸、G 水）？【可複選】
63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 GHB（液態快樂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液態快樂丸、G 水）？【可複選】
63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 GHB（液態快樂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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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古柯
古柯
快克、
可卡因）嗎？
古柯（俗稱：快克
快克、可卡因）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4a~64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5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5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5 題)
64a.您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
古柯
第一次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64b.您第一次使用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4c.您第一次使用古柯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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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4d.您最近一次使用古柯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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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e.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古柯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4)6 到 9 天

64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古柯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64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古柯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
錢購買古柯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500 元及以內
□(4)1,001-2,000 元
□(5)2,001-5,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3)501-1,000 元
□(6)5,001-10,000 元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可複選】
64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古柯
□(1)口服
□(2)以香菸或煙管方式吸食
□(3)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4)藥物直接鼻吸
□(5)非共用針頭注射
□(6)共用針頭注射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可複選】
64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古柯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古柯（快克、
快克、可卡因）
可卡因）？【可複選】
64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古柯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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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 PMMA（
（俗稱：另類搖頭丸
另類搖頭丸、
殺手）嗎？
另類搖頭丸、殺手）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5a~65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6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6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6 題)
65a.您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
PMMA（
（另類搖頭丸、
第一次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65b.您第一次使用 PMMA（
（另類搖頭丸、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5c.您第一次使用 PMMA（
（另類搖頭丸、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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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5d.您最近一次使用 PMMA（
（另類搖頭丸、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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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e.過去一個月
（另類搖頭丸、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PMMA（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4)6 到 9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65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PMMA（
（另類搖頭丸、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65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PMMA（
（另類搖頭丸、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的日子，每週平均花
費多少錢購買 PMMA（
（另類搖頭丸、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500 元及以內
□(3)501-1,000 元
□(4)1,001-2,000 元
□(5)2,001-5,000 元
□(6)5,001-10,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可複選】
65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PMMA（另類搖頭丸、
□(1)口服
□(2)加熱成煙霧後鼻吸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可複選】
65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 PMMA（另類搖頭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另類搖頭丸、殺手）
殺手）？【可複選】
65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 PMMA（另類搖頭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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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 2C-B（
（俗稱：Nexus、
、Bees、
、六角、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
嗎？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6a~66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7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7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7 題)
66a.您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
2C-B（
（六角、
第一次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66b.您第一次使用 2C-B（
（六角、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6c.您第一次使用 2C-B（
（六角、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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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6d.您最近一次使用 2C-B（
（六角、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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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e.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2C-B（
（六角、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4)6 到 9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66f.您過去一年，
（六角、
過去一年 平均使用 2C-B（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66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2C-B（
（六角、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
少錢購買 2C-B(六角
六角、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 500 元及以內
□(3)501-1,000 元
□(4)1,001-2,000 元
□(5) 2,001-5,000 元
□(6)5,001-10,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可複選】
66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2C-B（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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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可複選】
66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 2C-B（六角、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六角、六角麻藥）
六角麻藥）？【可複選】
66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 2C-B（六角、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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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請問您有（凡用過即算有）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麻古
麻古（
迷姦丸）
麻古（俗稱：迷姦丸
迷姦丸）嗎？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7a~67j 題)
□(2)沒有用過(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8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68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8 題)
67a.您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
麻古（
第一次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是在

歲？(請寫下實歲)

67b.您第一次使用麻古（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是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7c.您第一次使用麻古（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的動機為何？【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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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7d.您最近一次使用麻古（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2)昨天
□(3)過去七天內
□(5)過去六個月內 □(6)過去一年內 □(7)一年以上

□(4)過去一個月內

67e.過去一個月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麻古（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4)6 到 9 天

67f.您過去一年平均使用麻古（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的次數？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67g.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麻古（
麻古（迷姦丸）
姦丸）的日子，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麻古（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
□(1)過去一年未使用
□(4)1,001-2,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2)500 元及以內
□(5)2,001-5,000 元

□(3)501-1,000 元
□(6)5,001-10,000 元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可複選】
67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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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可複選】
67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麻古（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麻古（迷姦丸）
迷姦丸）？【可複選】
67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麻古（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7)其他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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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請問您有
有（凡用過即算有）
Foxy、
凡用過即算有）用過 5-MeOMeO-DIPT(
DIPT(俗稱：Foxy
Foxy、火狐狸、
火狐狸、媚藥、
媚藥、

勾妹喔)
勾妹喔)嗎？
□(1)有用過(續答第
續答第 68a~68j 題)
□(2)沒有用過(跳
跳答第 69 題) □(3)不知道(跳答
跳答第
跳答第
跳答第 69 題) □(4)拒答(跳答
跳答第 69 題)
68a.您第一次
第一次使用
5-MeO-DIPT（
（Foxy、
、火狐狸、
第一次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是在

歲？

（Foxy、
、火狐狸、
68b.您第一次使用 5-MeO-DIPT（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在什麼地方？
□(1)家中
□(2)同學、同事或朋友家中
□(3)學校
□(4)公園
□(5)醫院診所
□(6)廟宇或神壇
□(7)軍中
□(8)賭場
□(9)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10)車站
□(11)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12)其他地點
68c.您第一次使用 5-MeO-DIPT（
（Foxy、
、火狐狸、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的動機為何？
【可複選】
□(1)好奇、無聊或趕流行
□(2)放鬆自己，解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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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拒絕
68d.您最近一次使用 5-MeO-DIPT（
（Foxy、
、火狐狸、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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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個月
（Foxy、
、火狐狸、
68e.過去一個
過去一個月，您有幾天使用 5-MeO-DIPT（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
□(1)過去一個月沒使用
□(2)1 或 2 天
□(3)3 到 5 天
□(4)6 到 9 天
□(5)10 到 19 天
□(6)20 到 29 天 □(7)每天
68f.您過去一年
過去一年，平均使用
5-MeO-DIPT（Foxy、
、火狐狸、
過去一年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的次數為何？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每月不到 1 次
□(3)每月 1-3 次
□(4)每週 1-2 次
□(5)每週 3-5 次
□(6)幾乎每天
過去一年中，在您使用
5-MeO-DIPT（Foxy、
、火狐狸、
68g.過去一年中
過去一年中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的日子，
每週平均花費多少錢購買 5-MeO-DIPT（Foxy、
、火狐狸、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
□(1)過去一年未使用
□(2) 500 元及以內
□(3) 501-1,000 元
□(4)1,001-2,000 元
□(5) 2,001-5,000 元
□(6) 5,001-10,000 元
□(7)10,001 元及以上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
68h.您曾經用過下列哪些方式使用 5-MeO-DIPT（Foxy、火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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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
68i.您通常向誰拿到或買到 5-MeO-DIPT（Foxy、火狐狸、
【可複選】
□(1)同學、同事或朋友
□(2)親戚
□(3)藥頭/毒販
□(4)陌生人
火狐狸、媚藥、
媚藥、勾妹喔）
勾妹喔）?
68j.您通常在什麼地方拿到或買到 5-MeO-DIPT（Foxy、火狐狸、
【可複選】
□(1)學校
□(2)飯店、賓館或汽車旅館
□(3)賭場
□(4)藥局、藥房
□(5)雜貨店
□(6)娛樂場所(網咖、PUB、MTV、KTV、舞廳、撞球場、電影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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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地點

69.請問您是否有同時合併使用下列毒品？【可複選】
□(1)強力膠
□(2)搖頭丸
□(3)安非他命
□(4)海洛因、嗎啡
□(6)K 他命
□(7)FM2
□(8)笑氣
□(9)LSD
□(11)古柯
□(12)PMMA
□(13)2C-B
□(14)麻古
□(16)沒有合併使用上述毒品

□(5)大麻
□(10)GHB
□(15)5-MeO-DIPT

70.請問您是否有因為使用以上藥物後而發生意外事故（例如：車禍、打架、自殺、跌倒等）
的經驗？
□(1)有
□(2)沒有(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75 題)
71.請問您因為使用以上藥物後而發生的意外事故為何？【可複選】
□(2)開車發生車禍
□(3)跟人打架或被人打
□(1)騎機車發生車禍
□(4)自殘或自殺
□(5)跌倒（滑倒、絆倒、高或低處跌落等）
□(6)其他意外事故
72.請問過去一年內，您因為使用以上藥物後而發生意外事故的次數為何？
□(1) 1-3 次 （平均四個月發生一次） □(2) 4-6 次
（平均兩個月發生一次）
□(3) 7-12 次（平均一個月發生一次） □(4) 12 次以上（平均不到一個月發生一次）
（發生意外事故的時間已超過一年）
□(5) 0 次
73.請問您最近一次因為使用以上藥物後而發生的意外事故是在什麼時候？
□(1)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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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請問您最近一次因為使用以上藥物後而發生的意外事故，當時有沒有喝酒？
□(1)有
□(2)沒有
75.請問您認為使用以上藥物會不會使人上癮？
□(1)一定不會
□(2)應該不會
□(3)應該會

□(4)一定會

□(5)不知道

76.請問您認為使用以上藥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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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請問您認為以上藥物買到或取得是？
□(1)非常容易
□(2)有些容易
□(3)有一點容易 □(4)非常不容易

□(5)不知道

78.請問您對「使用毒品」的看法如何？
□(1)使用毒品是一種犯法的行為，應該被抓去關起來
□(2)使用毒品是一種生病的情形，應該在醫院或診所接受治療
□(3)使用毒品是一種生病的情形，也是一種犯法的行為；所以應該接受治療與被關起來
□(4)使用毒品是個人的選擇，使用毒品既不是犯法的行為，也不是生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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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請問您知不知道政府單位有製作跟毒品防制有關的宣傳資料？
□(1)知道，而且有看過很多宣傳資料
□(2)知道，而且有看過一些宣傳資料
□(3)知道，但是很少接觸這些宣傳資料
□(4)完全不知道有這些宣傳資料(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82 題)
80.請問您從哪裡知道毒品的相關資料？【可複選】
□(1)週遭的人(包括：父母、兄弟姐妹、親戚、朋友等)
□(2)學校的老師、同學或教官
□(3)網路
□(5)書籍或報章媒體
□(6)電視、電影或廣播

□(4)海報、文宣品
□(7)座談會或演唱會

81.請問您最喜歡哪一種類型的反毒物品？【可複選】
□(1)海報、宣導單張、小冊子
□(2)反毒書籍
□(3)反毒影片
□(4)反毒貼紙
□(5)反毒面紙
□(6)反毒公仔、反毒布偶
□(7)反毒餐具(環保筷子、湯匙、茶杯)
□(8)反毒文具用品(例如：尺、筆、便利貼、磁鐵、資料夾、手提袋等)
□(9)不知道(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選項 1~8 不能勾選)
不能勾選
82.請問您是否有聽過政府在推動「毒品減害計畫」、「 清潔針具計畫」、「替代療法」等各種計
畫？
□(1)完全沒聽過
□(2)有聽過，但是不瞭解
□(3)有聽過，有點瞭解
□(4)有聽過，非常瞭解
83.請問您認為與愛滋病、肝炎或其他傳染病的人共用針具(針頭或針筒)或稀釋水會感染傳染病
嗎？
□(1)會
□(2)不會
□(3)不知道
84.請問您在使用毒品時，是否曾經與他人共用針具(針頭或針筒)？
□(1)有跟他人共用針具
□(2)沒有與他人共用針具(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87 題)
□(3)用其他方法使用毒品(如：口服或吸食的方式)，不是使用注射的方式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87 題)
□(4)沒有使用毒品(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87 題)
85.請問您與他人共用針具(針頭或針筒)、稀釋水或稀釋容器的原因？
□(1)臨時找不到針頭(筆)，順手拿別人的比較方便
□(2)省錢
□(3)怕在買針頭(筆)的時候被警察抓
□(4)慾望太強烈，來不及買
□(5)別人叫我跟他們一起共用
□(6)相信一起共用的人沒有得病
□(7)沒有使用毒品(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87 題)
86.請問每一個針具(針頭或針筒)，您重複使用的次數？
□(1)1 次
□(2)2 次 □(3)3 次 □(4)4 次 □(5)5 次及以上
□(7)沒有使用毒品(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跳答第 87 題)

□(6)不會重複使用

87.請問您的家人或親戚中
家人或親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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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氣、搖腳丸、G 水、古柯、另類搖頭丸、2C-B、麻古、5-MeO-DIPT 等藥物？
□(1)曾使用
□(2)不曾使用
□(3)不知道他(她)有沒有使用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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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請問您的熟識朋友中
熟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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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氣、搖腳丸、G 水、古柯、另類搖頭丸、2C-B、麻古、5-MeO-DIPT 等藥物？
□(1)曾使用
□(2)不曾使用 □(3)不知道他(她)有沒有使用毒品 □(4)沒有熟識的朋友
89.請問如果您發現您的家人、
家人、親戚或朋友使用毒品，您會怎麼做？
□(1)假裝不知道或不去管他(她)
□(2)規勸他(她)不要吸毒
□(3)建議他(她)到醫院或診所接受治療
□(4)報警處理
□(5)諮詢政府相關單位或民間宗教團體
□(6)不知道如何處理
90.請問您對於只有使用毒品，但沒有犯下任何非法行為的人(如：偷竊、搶劫、勒索等)，不用
被關到監獄的看法為何？
□(1)非常反對，使用毒品一定要判重刑
□(2)有點反對，應該依他(她)所使用的毒品嚴重程度來判刑
□(3)沒有意見
□(4)贊成，只要不影響到其他人，使用毒品的人不用被關到監獄
□(5)非常贊成，使用毒品是個人的行為，不用被關到監獄
91.請問您對於政府強制吸毒的人接受毒癮治療的看法為何？
□(1)非常反對，使用毒品的人應該要被關到監獄，完全不用接受戒毒治療
□(2)有點反對，使用毒品的人應該要被關到監獄，不一定要戒毒治療
□(3)沒有意見
□(4)贊成，政府應該依照吸毒的人的意願，協助他們接受戒戒毒治療
□(5)非常贊成，政府應該強制吸毒的人接受戒毒治療
92.請問當您想要獲得防範毒品濫用的相關資訊時，您知道可以詢問哪些相關單位嗎？【可複選】
□(1)衛生署
□(2)各縣市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3)各縣市少年輔導委員會
□(4)醫院及診所
□(5)台灣更生保護協會
□(6)中華民國反毒運動促進會
□(7)宗教團體(例如：基督教晨曦會、中華佛教普賢護法會等)
□(8)不知道(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其他選項不能勾選
勾本選項，其他選項
選項不能勾選)
不能勾選
□(9)以上皆可以(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
勾本選項，選項 8 不能勾選)
不能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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