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生活品質問卷 

16 歲以上適用 

親愛的先生、女士： 

這份問卷是從各種不同角度來詢問有關您的健康狀況，選擇最適

合您的答案回答。 

請先回答下列幾個問題： 

姓名：                           病歷號碼：                 

性別： □男 □女             生日：      年      月      日 

填寫問卷日期：      年      月      日 

例如：過去一個月中，您在執行以下活動有困難嗎？ 

1. 上樓梯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如果您的情況不是完全令人滿意，您也需要回答困擾您的程度。如果您回答曾經

上樓梯時有「稍微」困難，第二個步驟您需要回答當時困擾您的程度。 

例如：過去一個月中，您在執行以下活動有困難嗎？ 

1. 上樓梯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您在執行以下活動有困難嗎？ 

1. 上樓梯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2. 蹲、跪、彎腰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3. 走距離約 450 公尺的道路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4. 抬舉物品（例如:購物時）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5. 使用剪刀剪紙張時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6. 扣襯衫的扣子時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7. 打開罐頭時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您在執行以下活動有困難嗎？ 

8. 轉開瓶蓋時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曾經發生過以下狀況嗎？ 

9. 無法專心聽別人說話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10. 很難記住事情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11. 很難專心思考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12. 常心不在焉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發生過以下狀況的頻率？ 

13. 你很難入睡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14. 睡覺時常顯不安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發生過以下狀況的頻率？ 

15. 常在半夜中驚醒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16. 可以一夜好眠 □常常 □偶爾 □稍微 □從未 

 

     如果不常發生，困擾您的程度為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是否有以下情況？ 

17. 背痛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18. 脖子或肩膀痛或緊繃感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19. 關節或是肢體有疼痛感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20. 肌肉痠痛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以下情況是您需要且可能辦到的嗎？ 

21. 有自信的與別人交談 □常常 □偶爾 □稍微 □從未 

 

      如果不常發生，困擾您的程度為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以下情況是您需要且可能辦到的嗎？ 

22. 和他人相處愉快 □常常 □偶爾 □稍微 □從未 

 

      如果不常發生，困擾您的程度為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23. 拜訪朋友 □常常 □偶爾 □稍微 □從未 

 

      如果不常發生，困擾您的程度為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24. 與別人交談愉快 □常常 □偶爾 □稍微 □從未 

 

      如果不常發生，困擾您的程度為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你是否有以下情況？ 

25. 在工作、課業或日常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生活活動上有困難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26. 做的工作、課業，或是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日常生活活動很少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27. 做某些工作、課業或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28. 無法認真做某些工作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課業或日常生活活動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你是否有以下情況？ 

29. 與之前比較，較少性生活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 

30. 對性生活不滿意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困擾您的程度 

 □不會 □稍微 □很多 □非常困擾 

過去一個月中，你有以下感受嗎？ 

31. 精力充沛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32. 疲勞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33. 強健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34. 容易筋疲力竭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35. 高興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36. 難過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37. 精神好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38. 生氣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39. 煩惱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40. 陰沉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41. 侵略性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42. 開心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43. 易怒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44. 興高采烈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45. 焦慮的 □從未 □稍微 □偶爾 □常常 

 

--- 填答完畢 --- 

謝謝您完成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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