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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FT 2.1+N 問卷 
 

至今為止的十二個月內，共有幾天您...  

1. 喝超量的啤酒、紅酒，或是其他含酒精飲料？ 無使用請填０ 
 

2.  是否使用任何大麻（經由吸菸、吸電子菸、吸菸筒，或食用含大麻食品吸食大
麻、油、蠟 ）或「合成大麻」（例如，「K2」或「Spice」）？ 無使用請填０ 

 

3. 是否使用處方藥或者不是為您開具的藥物或多於為您開具的用量的藥物（
例如, 藥丸, 處方止痛藥或 ADHD 藥物, 吸電子菸或注射）？ 無使用請填０ 

 

4. 使用含尼古丁和/或香料的電子霧化裝置*，或者使用任何菸草製品†？*例如電子菸、
改裝霧化器、JUUL 之類的換彈式小菸裝置、Puff Bar 
之類的拋棄式電子菸、筆型電子菸，或是電子水菸。†菸草、香菸、雪茄、水菸、嚼
菸、鼻菸、瑞典口含菸、可溶菸，或是尼古丁袋。 

 

 
 
 
 
 
 
 
 

請圈選一項 

5. 請問您是否曾乘坐過因酒精或藥物而處在興奮狀態下的駕駛（包括您本人）所駕的車輛？ 是 否 

6.  請問您是否曾為了使自己感覺更良好或是為了融入群體而使用酒精或藥物？ 是 否 

7. 請問您是否曾獨自使用酒精或藥物？ 是 否 

8. 請問您是否曾失去您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之所為？ 是 否 

9. 請問您的家人朋友是否曾告誡您該減少酒精或藥物之使用？ 是 否 

10. 請問您是否曾在酒精或藥物的影響下闖禍？ 是 否 
 

  

天数 

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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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參閱以下說明再繼續：  

• 如上方所有空格全部填「0」，請回答下方第 5 題，然後停止作答。 

• 如上方第 1、2 或第 3 題填「1」或更大的數字，請回答下方第 5 到第 10 題。 

• 如上方第 4 題填「1」或更大的數字，請回答背面的所有題目。 

NOTICE TO CLINIC STAFF AND MEDICAL RECORDS: 
The information on this page is protected by special federal confidentiality rules (42 CFR Part 2), which prohibit disclosure of this 

information unless authorized by specific written con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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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題目詢問您關於使用任何含尼古丁和/或香料電子菸裝置， 或是使用任何菸草製品的
情況*。每一道題目均以圈選方式作答。 

請圈選一項 

1. 您是否曾嘗試戒菸，卻沒有成功？ 是 否 

2. 您是否因為實在很難戒菸，所以便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 是 否 

3. 您是否曾經覺得自己對於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已經上癮？ 是 否 

4. 您是否曾經強烈渴望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 是 否 

5. 您是否曾經覺得自己極度需要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 是 否 

6. 在學校等不應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的場所，不吸菸是否對您而言很困
難？ 是 否 

7. 當您有一段時間沒有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 (或者當您嘗試戒掉這些習慣時)... 

a. 您是否因為不能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而難以集中注意力？ 是 否 

b. 您是否因為不能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而感到煩躁？ 是 否 

c. 您是否感到迫切需要或渴望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 是 否 

d. 您是否因為不能吸電子菸或使用菸草製品而感到緊張、不安或焦慮
？ 是 否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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