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at Drugs Fund Evaluation Question Set No. 14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2010 Second Round)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SRR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SRRS) can only be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evaluating projects sponsored by Beat Drugs Fund Association.  All other uses, 

re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art or all of the work in any form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are prohibited.  If a Beat Drugs Fund grantee chooses to adopt the inventory for use in its 

own practice, permission should be sought from the original author/copyright holder.  

Contact details are as follows: 

 

Dr Kazutaka Ikeda 

Director, Molecular Psychiatry Research 

Tokyo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2-1-8 Kamikitazawa, Setagaya-ku, Tokyo 156-8585, Japan 

E-mail: ikeda-kz@igakuken.or.jp 

 

Any publications concerning or using this scale should bear the full citation.  For publications 

in the form of academic journal article, a copy should be sent to the original 

author/copyright holder.  The following article should be cited as the source of the scale:  

 

Ogai, Y., Haraguchi, A., Kondo, A., Ishibashi, Y., Umeno, M., Kikumoto, H., Hori, T., Komiyama, 

T., Kato, R., Aso, K., Asukai, N., Senoo, E., & Ikeda, K. (200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for drug abusers in Japan.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88(2-3), 174-181. 

 

 

重重重重吸危機量表吸危機量表吸危機量表吸危機量表（（（（SRRS）））） 

 

重吸危機量表（SRRS）中文版只能用於由禁毒基金會贊助的計劃，作項目評估之用

途。未經事先同意，不可將全部資料或其中任何部分複製、分發或以任何方式作其他

用途。如禁毒基金受款人或機構欲採用量表作其實務上之用途，則須得到原作者/版權

持有人的許可。聯絡資料如下： 

 

Dr Kazutaka Ikeda 

Director, Molecular Psychiatry Research 

Tokyo Institute of Psychiatry 

2-1-8 Kamikitazawa, Setagaya-ku, Tokyo 156-8585, Japan 

E-mail: ikeda-kz@igakuken.or.jp 

 
任何有關此量表或將其應用的出版物須具有完整的引文。如出版物為學術期刊文章，

其副本應送交原作者/版權持有人。請引用以下的文章作為量表的出處： 

 

Ogai, Y., Haraguchi, A., Kondo, A., Ishibashi, Y., Umeno, M., Kikumoto, H., Hori, T., Komiyama, 

T., Kato, R., Aso, K., Asukai, N., Senoo, E., & Ikeda, K. (2007).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for drug abusers in Japan. 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 

88(2-3), 174-181.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  /  /  /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活動前活動前活動前活動前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參加者編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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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 Drugs Fund Evaluation Question Set No. 14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2010 Second Round) 

請請請請形容形容形容形容你在你在你在你在過去一過去一過去一過去一星期星期星期星期的狀態的狀態的狀態的狀態。。。。細心閱讀細心閱讀細心閱讀細心閱讀以下以下以下以下各各各各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然後選出然後選出然後選出然後選出一一一一個個個個你認為最你認為最你認為最你認為最適合適合適合適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中中中中提到提到提到提到的的的的「「「「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指你指你指你指你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吸食的毒品吸食的毒品吸食的毒品吸食的毒品。。。。 

(1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3
)不不不不肯定肯定肯定肯定

  

(4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5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1. 我以往吸毒時常有的感覺間中又再出現             ����                            ����                            ����                                ����                            ���� 

2. 有些時候我會想吸毒             ����                            ����                            ����                                ����                            ���� 

3. 我有一種不由自主的口癮             ����                            ����                            ����                                ����                            ���� 

4. 我可以自己戒毒             ����                            ����                            ����                                ����                            ���� 

5. 我因為別人的話而生氣             ����                            ����                            ����                                ����                            ���� 

6. 我擔心會再吸毒             ����                            ����                            ����                                ����                            ���� 

7. 我覺得煩躁             ����                            ����                            ����                                ����                            ���� 

8. 為了吸毒，我幾乎願意做任何事             ����                            ����                            ����                                ����                            ���� 

9. 我覺得比以前輕鬆安樂             ����                            ����                            ����                                ����                            ���� 

10. 我沒有動力去做任何事             ����                            ����                            ����                                ����                            ���� 

11. 沒有毒品我也會沒事             ����                            ����                            ����                                ����                            ���� 

12. 為了我的家人著想，我不可再吸毒             ����                            ����                            ����                                ����                            ���� 

13. 我已從毒癮中康復過來             ����                            ����                            ����                                ����                            ����    

14. 我害怕吸毒引起的幻覺和妄想             ����                            ����                            ����                                ����                            ���� 

15. 我有信心自己不會再吸毒             ����                            ����                            ����                                ����                            ���� 

16. 我感到寂寞             ����                            ����                            ����                                ����                            ���� 

17. 如果我吸毒，我會無法控制自己             ����                            ����                            ����                                ����                            ���� 

18. 如果有人把毒品送到我跟前，我會無法拒絕             ����                            ����                            ����                                ����                            ���� 

19. 我為自己的未來而擔心             ����                            ����                            ����                                ����                            ���� 

20. 如果我一人獨處，我會吸毒             ����                            ����                            ����                                ����                            ���� 

21. 如果我吸毒，我的學業/事業會嚴重受到影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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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 Drugs Fund Evaluation Question Set No. 14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2010 Second Round) 

請請請請形容形容形容形容你在你在你在你在過去一過去一過去一過去一星期星期星期星期的狀態的狀態的狀態的狀態。。。。細心閱讀細心閱讀細心閱讀細心閱讀以下以下以下以下各各各各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然後選出然後選出然後選出然後選出一一一一個個個個你認為最你認為最你認為最你認為最適合適合適合適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中中中中提到提到提到提到的的的的「「「「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指你指你指你指你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吸食的毒品吸食的毒品吸食的毒品吸食的毒品。。。。 

(1
)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2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3
)不不不不肯定肯定肯定肯定

  

(4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5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22. 如果朋友給我毒品，就算我身在醫院也會吸食             ����                            ����                            ����                                ����                            ���� 

23. 我無法控制我的感覺             ����                            ����                            ����                                ����                            ���� 

24. 如果有毒品放在我面前，我會吸食它             ����                            ����                            ����                                ����                            ���� 

25. 那不耐煩的感覺令我感到疲累             ����                            ����                            ����                                ����                            ���� 

26. 我覺得自己是個吸毒者             ����                            ����                            ����                                ����                            ���� 

27. 如果我有一大筆錢，我想買毒品             ����                            ����                            ����                                ����                            ����    

28. 我會不惜做任何事以取得金錢買毒品             ����                            ����                            ����                                ����                            ���� 

29. 吸食毒品後，我的緊張情緒得以舒緩             ����                            ����                            ����                                ����                            ���� 

30. 吸食毒品後，我覺得好像事事都會順利             ����                            ����                            ����                                ����                            ���� 

31. 為了得到毒品，即使要我去偷我也願意             ����                            ����                            ����                                ����                            ���� 

32. 吸食毒品後，我會感到精力充沛             ����                            ����                            ����                                ����                            ���� 

33. 在不久的將來，我會再吸毒             ����                            ����                            ����                                ����                            ���� 

34. 為了得到毒品，即使要做非法的事我也願意             ����                            ����                            ����                                ����                            ���� 

35. 即使我知道我會被拘捕，我都會吸毒             ����                            ����                            ����                                ����                            ���� 

 

性別：    1□ 男 2□ 女 

年齡：                    歲 

 

閣下是否曾參加以下活動：（可選多項） 

1□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2□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3□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4□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5□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6□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 多謝你的合作 ~ 



((((計劃計劃計劃計劃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  /  /  /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活動活動活動活動後後後後評估評估評估評估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參加者編號：____________ 

1 
 

Beat Drugs Fund Evaluation Question Set No. 14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2010 Second Round) 

請請請請形容形容形容形容你在你在你在你在過去一過去一過去一過去一星期星期星期星期的狀態的狀態的狀態的狀態。。。。細心閱讀細心閱讀細心閱讀細心閱讀以下以下以下以下各各各各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然後選出然後選出然後選出然後選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你認為最你認為最你認為最你認為最適合適合適合適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中提到的中提到的中提到的中提到的「「「「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指你目前吸食的毒品指你目前吸食的毒品指你目前吸食的毒品指你目前吸食的毒品。。。。 

(1
)非非非非常不同意常不同意常不同意常不同意

 

(2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3
)不肯定不肯定不肯定不肯定

  

(4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5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1. 我以往吸毒時常有的感覺間中又再出現             ����                            ����                            ����                                ����                            ���� 

2. 有些時候我會想吸毒             ����                            ����                            ����                                ����                            ���� 

3. 我有一種不由自主的口癮             ����                            ����                            ����                                ����                            ���� 

4. 我可以自己戒毒             ����                            ����                            ����                                ����                            ���� 

5. 我因為別人的話而生氣             ����                            ����                            ����                                ����                            ���� 

6. 我擔心會再吸毒             ����                            ����                            ����                                ����                            ���� 

7. 我覺得煩躁             ����                            ����                            ����                                ����                            ���� 

8. 為了吸毒，我幾乎願意做任何事             ����                            ����                            ����                                ����                            ���� 

9. 我覺得比以前輕鬆安樂             ����                            ����                            ����                                ����                            ���� 

10. 我沒有動力去做任何事             ����                            ����                            ����                                ����                            ���� 

11. 沒有毒品我也會沒事             ����                            ����                            ����                                ����                            ���� 

12. 為了我的家人著想，我不可再吸毒             ����                            ����                            ����                                ����                            ���� 

13. 我已從毒癮中康復過來             ����                            ����                            ����                                ����                            ����    

14. 我害怕吸毒引起的幻覺和妄想             ����                            ����                            ����                                ����                            ���� 

15. 我有信心自己不會再吸毒             ����                            ����                            ����                                ����                            ���� 

16. 我感到寂寞             ����                            ����                            ����                                ����                            ���� 

17. 如果我吸毒，我會無法控制自己             ����                            ����                            ����                                ����                            ���� 

18. 如果有人把毒品送到我跟前，我會無法拒絕             ����                            ����                            ����                                ����                            ���� 

19. 我為自己的未來而擔心             ����                            ����                            ����                                ����                            ���� 

20. 如果我一人獨處，我會吸毒             ����                            ����                            ����                                ����                            ���� 

21. 如果我吸毒，我的學業/事業會嚴重受到影響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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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t Drugs Fund Evaluation Question Set No. 14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2010 Second Round) 

請請請請形容形容形容形容你在你在你在你在過去一過去一過去一過去一星期星期星期星期的狀態的狀態的狀態的狀態。。。。細心閱讀細心閱讀細心閱讀細心閱讀以下以下以下以下各各各各

句子句子句子句子，，，，然後選出然後選出然後選出然後選出一個一個一個一個你認為最你認為最你認為最你認為最適合適合適合適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的答案。。。。句子句子句子句子

中提到的中提到的中提到的中提到的「「「「毒品毒品毒品毒品」」」」指你目前吸食的毒品指你目前吸食的毒品指你目前吸食的毒品指你目前吸食的毒品。。。。 

(1
)非非非非常不同意常不同意常不同意常不同意

 

(2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3
)不肯定不肯定不肯定不肯定

  

(4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5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22. 如果朋友給我毒品，就算我身在醫院也會吸食             ����                            ����                            ����                                ����                            ���� 

23. 我無法控制我的感覺             ����                            ����                            ����                                ����                            ���� 

24. 如果有毒品放在我面前，我會吸食它             ����                            ����                            ����                                ����                            ���� 

25. 那不耐煩的感覺令我感到疲累             ����                            ����                            ����                                ����                            ���� 

26. 我覺得自己是個吸毒者             ����                            ����                            ����                                ����                            ���� 

27. 如果我有一大筆錢，我想買毒品             ����                            ����                            ����                                ����                            ����    

28. 我會不惜做任何事以取得金錢買毒品             ����                            ����                            ����                                ����                            ���� 

29. 吸食毒品後，我的緊張情緒得以舒緩             ����                            ����                            ����                                ����                            ���� 

30. 吸食毒品後，我覺得好像事事都會順利             ����                            ����                            ����                                ����                            ���� 

31. 為了得到毒品，即使要我去偷我也願意             ����                            ����                            ����                                ����                            ���� 

32. 吸食毒品後，我會感到精力充沛             ����                            ����                            ����                                ����                            ���� 

33. 在不久的將來，我會再吸毒             ����                            ����                            ����                                ����                            ���� 

34. 為了得到毒品，即使要做非法的事我也願意             ����                            ����                            ����                                ����                            ���� 

35. 即使我知道我會被拘捕，我都會吸毒             ����                            ����                            ����                                ����                            ���� 

 

性別：    1□ 男 2□ 女 

年齡：                    歲 

 

閣下是否曾參加以下活動：（可選多項） 

1□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2□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3□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4□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5□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6□請列出計劃內其他可選擇參與的活動 

 

~ 多謝你的合作 ~ 



  

Beat Drugs Fund Evaluation Question Set No. 14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2010 Second Round) 

Information Note on Evaluation Question Set No. 14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SRRS) 

十四號評估問卷說明十四號評估問卷說明十四號評估問卷說明十四號評估問卷說明 

重重重重吸危機吸危機吸危機吸危機量表量表量表量表 

 

The scale consists of 5 subscales, namely Anxiety and Intention to Use Drug (Al), 

Emotionality Problems (EP), Compulsivity for Drug (CD), Positive Expectancies and Lack of 

Control over Drug (PL), and Lack of Negative Expectancy for the Drug (NE). Individual 

subscales can be adopted as appropriate.  The lie scale “Insight into One’s Own Drug 

Problem” is also included which is auxiliary in nature. 

 

此量表由 5 個次量表組成：重吸的懸念和意向（AI）、情緒問題（EP）、吸毒的衝動

（CD）、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好處和缺乏對毒品的自制能力（PL）以及沒有預期吸毒所帶

來的壞處（NE）。使用者可按個別計劃的需要選取一個或以上合適的次量表。此量表

亦設有測謊量表「對自身吸毒問題的意識」作輔助用途。 

 

Anxiety and intention to use drug (Al) subscale 

重重重重吸的吸的吸的吸的懸念懸念懸念懸念和意向和意向和意向和意向 

8 items in AI subscale 共 8 題： 

1. 我以往吸毒時常有的感覺間中又再出現 

2. 有些時候我會想吸毒 

6. 我擔心會再吸毒 

12. 為了我的家人著想，我不可再吸毒（反向） 

22. 如果朋友給我毒品，就算我身在醫院也會吸食 

27. 如果我有一大筆錢，我想買毒品 

33. 在不久的將來，我會再吸毒 

35. 即使我知道我會被拘捕，我都會吸毒 

 

Emotionality problems (EP) subscale 

情緒問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情緒問題 

8 items in EP subscale 共 8 題： 

3. 我有一種不由自主的口癮 

5. 我因為別人的話而生氣 

7. 我覺得煩躁 

10. 我沒有動力去做任何事 

16. 我感到寂寞 

19. 我為自己的未來而擔心 

23. 我無法控制我的感覺 

25. 那不耐煩的感覺令我感到疲累 

 



 

Beat Drugs Fund Evaluation Question Set No. 14 (Stimulant Relapse Risk Scale) (2010 Second Round) 

Compulsivity for drug (CD) subscale 

吸毒的衝動吸毒的衝動吸毒的衝動吸毒的衝動 

4 items in CD subscale 共 4 題： 

8. 為了吸毒，我幾乎願意做任何事 

28. 我會不惜做任何事以取得金錢買毒品 

31. 為了得到毒品，即使要我去偷我也願意 

34. 為了得到毒品，即使要做非法的事我也願意 

 

Positive expectancies and lack of control over drug (PL) subscale 

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好處和缺乏對毒品的自制能力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好處和缺乏對毒品的自制能力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好處和缺乏對毒品的自制能力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好處和缺乏對毒品的自制能力 

6 items in PL subscale 共 6 題： 

18. 如果有人把毒品送到我跟前，我會無法拒絕 

20. 如果我一人獨處，我會吸毒 

24. 如果有毒品放在我面前，我會吸食它 

29. 吸食毒品後，我的緊張情緒得以舒緩 

30. 吸食毒品後，我覺得好像事事都會順利 

32. 吸食毒品後，我會感到精力充沛 

 

Lack of negative expectancy for the drug (NE) subscale 

沒有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壞處沒有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壞處沒有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壞處沒有預期吸毒所帶來的壞處 

4 items in NE subscale 共 4 題： 

9. 我覺得比以前輕鬆安樂（反向） 

14. 我害怕吸毒引起的幻覺和妄想（反向） 

17. 如果我吸毒，我會無法控制自己（反向） 

21. 如果我吸毒，我的學業/事業會嚴重受到影響（反向） 

 

Lie scale: Insight into one’s own drug problem  

測謊測謊測謊測謊量表量表量表量表：：：：對自身吸毒問題的意識對自身吸毒問題的意識對自身吸毒問題的意識對自身吸毒問題的意識 

5 items in lie scale 共 5 題： 

4. 我可以自己戒毒（反向） 

11. 沒有毒品我也會沒事（反向） 

13. 我已從毒癮中康復過來（反向） 

15. 我有信心自己不會再吸毒（反向） 

26. 我覺得自己是個吸毒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