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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題是我國國中生的道路交通危險行為之研究，內容主要是

在探討我國國中學生對於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認知，以及發生道路交通

危險行為表現的頻率，希望從國中學生對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認知與表

現中，暸解國中階段學生對交通方面危險意識的狀況，並將研究結果提

供給學術研究及教育單位參考，希冀能對學生在道路交通安全上有所改

善及幫助。 

本章根據研究主題及研究目的，進行文獻蒐集及分析，資料分別從

論文、書藉、期刊及官方統計資料做蒐集，主要的來源地為台灣師大圖

書館、台大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教育部、交通部及內政部等單位。本

章共分為五節，分述如下：第一節為國中生的身心發展特性，第二節為

危險的認知與行為表現，第三節為人因工程與道路交通行為關係，第四

節為國中生的道路交通角色與危險行為，第五節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探

討。 

 

第一節  國中生的身心發展特性 
  

    本研究的對象為國中生，是屬於青少年的時期，一般而言，其年齡

大約在 12~16 歲左右，由於個人身心發展速度不一樣，因此，這一階段

的學生兼具有兒童及青少年的特性。就心理學之意義而言：乃於特定的

社會環境下，從「兒童行為」轉變成「成人行為」過程中，謀求重新調

適的邊界人的狀態（王煥琛、柯華葳，1999）。 

林大煜等（民 85）表示，交通事故的危險年齡，國中生適齡的 13

歲至 15 歲間，幾乎都處於危險期內，尤其是國三 15 歲更為明顯。而

Finn 與 Bragg（1986）也指出，年輕人較年長者的高肇事率是與年輕人



 14

的駕駛態度有關。陳子儀（民 82a）則認為，青年人的駕駛特性有以下

幾個，即自信度高、具攻擊性、情操不協調、衝動性高、炫耀性及自我

陶醉等的駕駛行為。由此可知，了解國中生的特性，作為本研究的參考

是重要的課題。以下分別對國中生的認知發展、生理發展、社會發展、

情緒發展以及自我意識與性格說明： 

壹、認知發展 

    所謂認知發展（cognitive development），是指個體自出生後在適應

環境的活動中，對事物的認識以及面對問題情境時的思維方式與能力表

現，隨年齡增長而逐漸改變的歷程。首先針對 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

論，來說明兒童與青少年時期各階段的認知發展情況，如表 2-1所示。 

 

表 2-1  Piaget的認知發展期主要概念 

期   別 年   齡 思   維   特   徵 

感覺動作期 0∼2歲 

1. 嬰兒從出生時的反射性及本能性的動作進步
到開始使用符號思維。 

2. 嬰兒透過身體動作的感覺經驗來認識與了解
世界。 

3. 至本期後期嬰兒對物體的認識漸具有物體恆
存性的概念。 

前運思期 2∼7歲 

1. 兒童開始使用語文和影像來表達意思，這些
文字和影像反應了日益增進的符號思維，而

且超越了感覺資訊與身體活動的聯結。 
2. 兒童開始運用思維，惟不能見及全面性的事
物。 

具體運思期 7∼11歲 

1. 兒童開始能對具體的事件與經驗運用合乎邏
輯的推理。 

2. 兒童能將事物加以分成不同的類別，而且也
對事物擁有保留的概念。 

形式運思期 11∼15歲 
1. 青少年可以更抽象與合乎邏輯的方式從事推
理。 

2. 青少年的思維更趨於理想的境界。 

資料來源：張春興（民 84），教育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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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get 的認知發展階段論中，認為個體從出生至青少年時的心智發

展包括四個階段：一、感覺動作期（sensori-motor stage）；二、運作前期

（preoperation stage）；三、具體運作期（concrete operation stage）；四、

形式運作期（formal operation stage）（張春興，民 84）。 

由此可知，國中生的年齡最符合形式運思期，個體能作抽象思考、

處理假設情境、考慮各種可能性，並且以有系統的方式解決複雜的問

題。其思考型態不再侷限於感覺的、具體的事物，可運用抽象的、合乎

邏輯的思考方式去判斷或推理以解決問題。所以，國中時期前的兒童通

常具有符號應用、基本邏輯思考的能力，較缺乏抽象思考的能力，而進

入國中時期的兒童就具有抽象思考、假設-演繹思考及系統性思考的能

力，可見國中生對於外界環境的認知已逐漸接近成人。 

    另外，黃煜峰（民 84）指出，思考是國中生認知過程的高級階段，

思考對客觀現實的反映是間接的、概括的，是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屬性

和內部規律。可說思考是國中生認知過程的理性階段，人們要想深刻

地、完整地認識客觀事物，只有借助於思考過程才能實現。李惠加（民

86）也表示認知發展論者關心的是個體思考方式、推理反應及知識獲得

的整個歷程，青少年期是個體新知能、思考判斷力、道德推理能力進入

嶄新的階段。然而不同年齡的成長速度不一，故在認知上仍有些差異。 

貳、生理發展 

    進入青春期的國中生，個體的身體發展快速，除了身體外觀產生劇

變、內部機能和性成熟等，對國中生的心理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以下

分別對其身體變化說明（黃煜峰、雷靂，民 84）： 

一、身體外形的變化 

（一）身高 

國中生在青春期身體外形的變化上，最主要的是身高及體重

的變化。身材迅速長高的主要原因是受到腦下垂體分泌一種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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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素荷爾蒙，使個體的身高快速成長。就性別差異而言，因女

性進入青春期比男性早一至二年，故此時同年（10、11、12 歲）

女性的身高比男性長得更高；女性的平均成熟高度約在十七、十

八歲左右，而男性則在十九、二十歲左右。由此可知，女性比男

性較早進入青春期，其身高生長年齡亦比男性早些結束。 

（二）體重 

       青少年體重的增加係由骨骼組織與肌肉纖維的變化、脂肪的

增多所致。此時個體骨骼的長度、形狀、比例與內部構造均有顯

著的變化。由於受甲狀腺荷爾蒙作用的影響，兒童期的軟骨與骨

骼纖維逐漸地變成硬骨；大約到了十七歲時，女性的骨骼大小與

骨化狀況，均已接近成熟；而男性骨骼的成熟則比女性晚兩年

（賴保禎、周文欽、張鐸嚴、張德聰，民 88）。 

除了上述身高、體重的劇變，國中生的胸圍、肩寬、骨盆寬、坐高

等外形特徵在青春發育期也都有很大的變化。 

二、內部機能的變化 

（一）內臟 

在青春期的發育階段，國中生的內臟有很大的變化，心臟的

重量大為增加，血壓、脈博的發展逐漸接近成人。另外，肺功能

也大為完善。在性別差異上，女生的發育要比男生早 1~2 年，但

是男生的內臟機能最終會比女生強。 

（二）肌肉及脂肪 

在兒童期，男孩與女孩肌肉質量方面只有少許的不同，但到

了青少年期時，存在著很大的性別差異，少女雖然較早發育，但

是少男的肌肉組織比少女成長得較快速。在脂肪方面，從發育高

峰開始，男生的脂肪呈現漸進性的減少，女生則積存在骨盆、胸

部、背的上方、上臂、臀部和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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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腦及神經 

       在腦的發育方面，國中生的大腦重量與容積沒有太大的變

化，但與成年人相比已相差無幾了。不過，腦機能發生很大的變

化，腦電波的頻率變快，且大腦在複雜的不斷分化的過程中，機

能顯著發展，趨於成熟。賴保禎等（民 88）表示神經細胞的數目

在青少年期開始後兩年內增加兩倍，故其心智能力增加，雖然青

少年所作的結論經常有些錯誤，乃因缺乏經驗和知識所致。 

（四）腺體和激素 

青春發育期睪丸、卵巢所分泌的性激素促成了第二性徵的發

展，導致男女國中生形態上的性別特徵及性器官、性功能的成

熟。男生的第二性徵主要表現為喉頭突起，音調變低，上唇出現

鬍鬚，長出陰毛和腋毛，肌肉和骨貉發育堅實，體態顯得魁梧。

女生的第二性徵主要表現為音調變尖，乳房隆起，長出陰毛，骨

盆變寬，臀部變大，皮下脂肪增多，形成豐滿的女性體態。 

隨著個體差異的不同，國中生在身體外形和內部機能的變化方面表

現出的差異配合，這些現象會以某種方式影響國中生的心理發展，使早

熟者、晚熟者面臨著不盡相同的適應問題。 

參、社會發展 

青少年期主要的發展任務之一就是學習獨立，對家庭的依賴逐漸減

少，對自己及朋友的依頼則逐漸增加，並且把注意力轉向參與他人及社

會的各種活動（李惠加，民 86）。黃德祥（民 83）表示，青少年受到父

母、師長、同儕、社會環境的壓力與約束，逐漸學到以社會期望的方式

來表現行為。張振成（民 88）也表示，青少年意志力較為薄弱，當缺乏

明確的目標與方向時，很難掌握自己，容易隨波逐流，盲目從眾，若是

同儕是飆車族，也就跟著一起飆車。青少年階段可說是一個危機的時

期，在這時期，他們容易產生好奇的心理、尋求刺激及冒險，加上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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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壓力，容易發生一些危險行為，對國中生的成長造成很大的威脅

及影響。從國中生交通行為之影響程度來看，張嫺茹與黃國平（民 88）

的研究顯示，以老師之影響程度為最高，其次為警察，第三則為家人，

而影響程度最小的為其他路人。以下分別針對家庭、同儕及學校三方面

來說明其影響情況： 

一、家庭 

我國學者林清江（民 80）表示，在青少年時期，「家庭」仍然是

提供個人恩情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單位。父母仍然是年輕人的重要影響

人物。因為，儘管青少年有獨立的需求，但實際上尚未有獨立完成的

能力，故一方面要求獨立，另一方面仍依頼家庭、受家人尤其是父母

的影響。 

外國學者的研究中，顯示父母的教養方式與子女發展之間有密切

的關係（Kagan & Moss,1962；Becker,1964；Coopersmith,1967）。無條

件關懷的父母親，有助於他們孩子發展出與他人積極而恰當的關係。

對子女的敵意和拒絕，會導致孩子與同伴、成人的不良社會關係。父

母過多的限制會抹殺孩子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的好奇心、創造性及靈活

性。另外，在溫暖而有限制的環境下，一般有禮貌、整潔、依賴、攻

擊性低、很少與同伴爭執。在家庭中享有充分自主的孩子，在社會上

較為自信、獨立，也較富有攻擊性，不太順從。 

二、同儕 

許多學者強調，人們進入青少年時期之後，除了家庭與學校以

外，其與同儕關係變的比以前重要（Riesman,1950；McCandles,1979；

Coleman,1980）。另根據 Millen和 Roll（1979）的研究，發現青少年覺

得被他們最好的朋友了解，更甚於父母親等人，其了解的順序分別是

朋友、父母親及老師。 

廖慧芳（民 87）表示，青少年常因同儕的相激或為了得到同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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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而加入飆車的行列，又由於日常生活缺乏成就感、中心目標及正

當的休閒娛樂，而去尋求刺激，選擇飆車紓解情緒。吳綿（民 90）也

表示，青少年飆車的個人因素中，對於同儕的影響，是為了被肯定、

認同（特別是異性）、或出自對團體的依賴性及歸屬感。另外張振成

（民 88）則認為，青少年意志力較為薄弱，當缺乏明確的目標與方向

時，很難掌握自己，容易隨波逐流，盲目從眾，若是同儕是飆車族，

也就跟著一起飆車。 

三、學校 

     學校教育引導國中生接受更高的教育和從事未來的職業，在很大

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前途。透過學校樹立的榜樣和學校進行的訓練，

學生了解各種角色的期望，並承擔這些角色。學校實際上是社會的一

部分，在學校中發生的各種事件、活動都成了影響國中生社會化的因

素。此外，教師會根據學生的期望，透過各種方式，如分班、強化、

提問等對被期望的學生產生影響，使他們形成自己的期望，最後表現

在學生的行動中，教師不同的期望導致了學生的不同行為及產生不同

的結果（黃煜峰，民 84）。 

吳綿（民 90）也提到青少年的飆車行為有以下幾點因素，即英雄

主義作祟；青少年的基本需求未獲滿足，所引發的不愉快情緒而飆

車；較無法接受父母、師長管教，易生叛逆行為；中途輟學、逃學、

學業成就不佳的青少年，轉移到飆車行為，使其獲得成就感與滿足

感；希望獨立自主而反抗權威，而以飆車行為呈現；對機車的強烈羡

慕心理，喜歡冒險及刺激活動；缺乏父母及師長的關心，及無正當休

閒娛樂可宣洩情緒。 

肆、情緒發展 

    青春期由於身體急速發展，在還未做好心理準備前，容易發生情緒

不穩定狀況。王淑俐（民 79）表示，煩惱、快樂、焦慮、鬱悶及悲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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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常見情緒，且女生較情緒化，其反應常為發洩式，男生則常會抑

制、隱藏或逃避個人內在的情緒感受。而 Mayer 和 Treat（1977）也指

出，青少年常以冒險行為（如故意超速行駛）來渲洩其反社會情結。 

    賴保禎等（民 88）提出，青少年情緒表現的重要特徵有以下五點：

一、負面情緖為主：多數為動輒生氣、焦慮、害怕、煩惱、挫折感、 

嫉妒、沮喪、怨恨、害羞以及悲傷等。 

二、情緒的反應強烈、直接，而且不穩定。 

三、情緒波動的原因由具體到抽象，由清楚到混沌：如具體事物得不

到滿足而產生情緒，或是一些抽象的、想像的甚至青少年自己都

搞不清楚的原因或事件都有可能引發情緒。 

四、因異性而產生情緒困擾的情形增加。 

五、開始會隱藏不欲人知的情緒狀態。 

    黃煜峰（民 84）指出，國中生情緒活動的特點有以下四點： 

一、國中生情緒的兩極性：如喜與怒、高興與痛苦、激動與平靜等。 

二、情緒體驗迅速：即情緒反應來得快平息得也快，維持時間較短。 

三、情緖活動的外露性：即情緒表現較明顯。 

四、富於活力的情緒狀態：即熱情、心境、激情及應激等表現。 

伍、自我概念與人格 

一、自我概念 

     青少年階段，個體很重視社會的反應，會由別人的觀點看自己，

轉而影響對自己的觀點，他通常透過社會比較與自我評估來建立自我

概念（黃德祥，民 83）。學者李惠加（民 86）表示，青少年從國小階

段轉換到陌生的國中階段，學習情境完全改變，很容易導致青少年暫

時性的自我意象低落，帶來煩惱，加上容易受同儕影響，青春期的自

我概念就面臨不穩定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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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格 

     青春期為個體生理發展最急速時期之一，亦為人格特質變遷最顯

著時期。青少年所以迫切希望改進一己人格特質有兩個主因：（一）他

們發現在社會適應過程中，人格的重要性；（二）他們對於一己人格特

質，深覺不滿而企圖改進。而出身於社會經濟地位較高家庭中之青年

男女，較社經地位較低之男女，容易對自己的人格有更多的接納。青

少年期的人格發展有以下幾點特性：（一）是兒童期的延續與再定向過

程；（二）以自我概念之確立為重心；（三）由依附轉變為獨立的過

程；（四）受多元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如遺傳、成熟、學習程環境等

交互作用影響（賴保禎等，民 88）。 

綜合上述文獻可知，國中生受到青春期的影響，在認知上已有系統

性思考的能力，加上身高、體重、第二性徵的出現，讓身體快速的成

長，在心理層面產生一些不適應的情況，所以國中生的情緒呈現兩極性

的變化，容易受到父母親、同儕及環境因素的影響而有不穩定的現象。     

許良明、葉奕君及葉松海（民 93）表示，探討學生交通安全問題若

由學生本身特性著眼，會發現國中小學生的行為特性與一般成人有極大

差異，年齡愈小的學生愈容易因外異事故吸引而分心，又加上判斷能力

不夠成熟，無法確保自身安全，面對紛亂的交通環境，較一般成年人潛

藏更多危險。 

因此，國中生對於道路交通行為的表現，可能會有飆車、超速、蛇

行、不遵守交通號誌⋯等尋求刺激的危險行為發生，從此也可以看出國

中生的駕駛行為的確是與其他年齡層有不同的特點。而且國中生在認知

及知覺上，有些人也許能夠去理解及感受，但實際的道路交通行為表

現，可能又會呈現截然不同的行為，另有些人可能對於危險的知覺程度

較弱，所以也容易發生道路交通的危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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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危險的認知與行為表現 
     

壹、危險的定義 

意外事故絕大部份是個人的「不安全行為」所造成的結果（莊仲

仁，民 79；Heinrich, 1959）。換句話說，不安全的道路交通行為，可能

導致意外的發生。但在談論不安全的情境和行為時，「危險」一詞的相關

定義常有不同說法與爭議，故本研究在此確定其危險定義為何？與危險

有關而且常用的字眼如危害（hazard）、風險（risk）與危險（danger）。

而許勝雄、吳水丕及彭游（民 89）表示，大多數的安全專業人士或許會

接受如下的定義：「危害」是指具有引起或成傷害或死亡之潛能的一項條

件或一組情勢；「風險」是指傷害或死亡的機率或可能性；「危險」是指

危害與風險二者之產物。因此，以下分別針對危害與風險說明： 

一、危害 

危害也就是指危險因素，學者袁宗蔚（民 81）指出，危險因素為

足以引起或增加危險事故發生機會之條件。一般分為：（一）實質危險

因素（physical hazard）；（二）道德危險因素（moral hazard）；（三）心

理危險因素（morale hazard）。其中的心理危險因素並非由於個人之不

誠實或不正直，而因不注意或不關心，以致增加危險事故發生之機會

以及損失之嚴重性。危險因素是損失之所以形成的基本條件，而依意

外事故因果關係的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來看，危險因素→危險

事故→損失，是環環相扣的（黃秀玲，民 83；Heinrich, 1959）。因此

要減少危險事故導致損失的機會，即必須設法降低或改善危險因素。 

二、風險 

「risk」即危險或風險，此乃對未來的不確定，有可能造成傷害及

財產的損失（黃清賢，民 85；鄧家駒，民 87）。陳獻忠等（民 89）認

為是自動去招惹的危險。所以道路交通雖然存在著危險的因素，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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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不一定會導致危險事故的發生，若是用路人存有風險及冒險的

意圖時，就易發生危險行為，許多交通事故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

的。Robert（1995）也表示，人們評估決策風險的能力，乃隨閱歷而

增加，有些大人們認為危險的事，小孩可能完全無法意識到事情的危

險性。茲將國內外學者對於「risk」的定義統整如下，如表 2-2所示。 

 

表 2-2 「risk」的定義彙整 

學者與年代 定義與說明 

袁宗蔚 
（民 81） 

危險是在一定條件下，各人皆屬相同，客觀的普遍存

在，不確定性則因人而異，決定於個人對各種事物之主

觀認識。危險在吾人察覺存在時，可能引起心理上之不

確定性，不確定性之可以相當客觀測定者，即為危險。

黃秀玲 
（民 83） 

危險是指「損失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 concerning 
loss），它是一種抽象的、主觀的概念。凡是「可能」造
成損失的任何一種狀況，都可以稱之為危險。 

鄭燦堂 
（民 84） 

包括對事情發生不確定性的主觀因素與事情發生而遭受

損失的客觀因素。 

陳碧珍 
（民 85） 

危險是指事物具不確定性，其結果可能對人造成影響，

其特性在強調未來發生的可能性與其事件之不確定性。

鄧家駒 
（民 87） 

危險是指對其未來結果的不確定性，造成身體或財物等

方面，獲得非預期效果的利益或損失。 
Knight 
（1921） 

危險乃指可以測定之不確定性。 

Willett 
（1951） 

危險係指對於某一不欲的事件之發生客觀的不確定性。

Riegel & Miller 
（1967） 

危險為某一不幸事件發生之可能性。 

Yetes 
（1992） 

危險是指不願意的、或不喜歡的事發生的機率或可能性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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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危險的種類 

    危險的種類可從不同的角度來予以分類，將本研究有關的分類分述

如下： 

一、以其所致結果是否僅有損失或有利得之可能加以區分為（陳振

金，民 79；陳雲中，民 79；袁宗蔚，民 81）： 

（一）純綷危險（pure risk）：指對象是否遭受損失具有不確定性，

而若事故成為事實時，則唯有損失之發生可能性者而言。 

（二）投機危險（speculative risk）：指事件發生之結果究能導致損

失或利益具有不確定者。 

二、以損失發生之原因及結果之不同加以區分為（陳振金，民 79；袁

宗蔚，民 81）： 

（一）基本危險（fundamental risk）：其發生之原因非屬個人行為，

其結果對團體有影響，本質上不易防止。 

（二）個別危險（particular risk）：其發生之原因多屬個別情形，其

結果局限於較小範圍，本質上較易控制。 

三、以主客觀角度可區分為（袁宗蔚，民 81）： 

（一）客觀危險（objective risk）：由於危險之客觀的普遍存在。 

（二）主觀危險（subjective risk）：為心理上之不確定性，乃基於個

人心理狀態所衍生之主觀認識。 

綜合以上相關文獻可知，危險的解釋是非常廣泛的，本研究主要在

探討國中生對於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認知及表現，包括國中生已感知及

未感知的危險，都算是道路交通危險行為所指「危險」的研究範圍，而

依據上述文獻的說法，本研究所指的「危險」是為在一定條件下，各人

皆屬相同，客觀的普遍存在。也指危險的不確定性因人而異，決定於個

人對各種事物之主觀認識，所以認知情況不同的國中生，其是否發生危

險的情況也有所差異。且在道路交通相關研究中，大部分的學者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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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一詞代表危險，因此本研究以「risk」為危險之定義。 

所以從危險的種類上來看，本研究的「危險」屬於純粹危險及客觀

危險，如用路人走路時有注意人行道上的路況，但還是因後面騎腳踏車

的人不小心而發生事故；屬於投機危險，如認為闖紅燈是危險的行為，

但為了趕時間的利益，而表現出的危險行為；屬於主觀危險及個別危

險，如對於騎腳踏車雙載無感受到危險，而表現出危險行為。 

參、危險行為與危險程度的認知 

對於道路交通的危險行為表現，有些危險行為並不造成道路交通的

違規，例如：騎腳踏車時一直專注的想事情。雖然沒有造成交通的違

規，但這樣的行為的確是很危險的。如果有違規行為的發生，我們可以

說那一定是危險的行為，所以在危險行為的表現中，違規行為也被包含

在內，所以探討危險行為時，應該注意這些問題。 

江淑娥（民 85）觀察青年學生的違規紀錄，將違規者對違規行為的

認知及是否刻意違規，區分為三種：第一種即在認知中知道某些行為是

危險的，卻因當時的道路狀況，或在不知情之下而違反交通規則；第二

種是有些行為在認知中的確不危險，且會經常行事，即使被取締，依舊

繼續違規；第三種是在認知中是危險的，也會經常行事。 

吳宗修（民 84）表示，危險認知在交通安全上是一個關鍵點，如果

學童無法認知交通危險，我們就很難期望他們作出正確的反應以避免可

能的車禍。陳子儀（民 82a）也表示，從人的判斷與反應上引起的交通

事故，可能是因為時間差之判斷所引起，或是對車、路特性認知不足所

引起。陳家福（民 78）的研究則顯示，在交通違規行為原因中，最重要

的因素為情緒、態度及經驗、認知、趕時間、交通工程設施不當以及法

規不熟等。 

由上可知，危險行為的認知與實際的行為表現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但可能會因為個人或環境的因素而有所變化。所以，個人對於環境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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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認知及危險程度的感受也會影響個人的行為表現，以下針於危險認知

與危險程度的來探討： 

一、危險認知 

黃依涵（民 84）表示，學習及認知對一個人之影響甚鉅，駕駛人

耳濡目染週遭之交通環境與他人行為後，不知不覺中其駕駛心理與行

為均受到莫大影響。由此可知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可能是因為個

人學習過程中的認知，或是模仿他人之後而表現的行為。 

有鑑於此，探討道路交通安全的認知與行為時，可從訊息處理理

論來暸解，如圖 2-1 所示。這是人們如何處理訊息的歷程，這歷程包

括：（一）訊息如何進入心靈；（二）訊息如何儲存及傳遞；（三）

訊息如何檢索並運用於諸如解決問題和推理等複雜活動。人們的訊息

處理是從經由感覺和知覺歷程偵測到外界的資訊開始。所謂感覺

（sensation），是指將物理性刺激轉化為心理性資訊的歷程；知覺

（perception），是指賦予心理性資訊意義或評鑑心理性資訊的歷程。 

因此，人們要知覺某項事物之前，先要感覺到某項事物，接著透

過記憶歷程，將資訊加以儲存、傳遞與檢索。許多外國學者也表示，

在人的訊息處理速度方面，兒童期要慢於青少年期，成年晚期也慢於

成年前期（Santrock,1996）。 

 

 

 

 

 

圖 2-1 訊息處理模式 

資料來源：Santrock (1996). Adolescence (6th ed.). 

 

環境中的訊息 感覺與知覺歷程 記 憶

思 維 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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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同文（民 89）表示，駕駛員的注意力愈集中，愈能捕捉到外界

微弱的信息。換句話說，愈能注意到環境的狀況，就愈能知覺到危險

存在。另外 Ramsey（1985）的研究，在意外事件的促成因素中，其發

表的模型可應用於任何具有潛在危害性的情勢，如圖 2-2 所示，當個

人暴露於危害因素中，其危害知覺及危害認知決定了防範決策，如缺

少這兩種，就可能發生不安全行為，也讓意外事故發生機率增加。 

 

 

 

 

 

 

 

 

 

 

 

 

 

 

 

 

 

 
圖 2-2  意外事故次序模型 

資料來源：Ramsey (1985). Frg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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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子儀（民 93）指出，一般用路人都以認知、判斷、操作的順序

做好安全駕駛。其中認知即用路人觀察周邊交通狀況，發現異常狀況

時加以認知；判斷是指對認知的結果，決定採取的行動，含可能性的

預測，採取行動；操作則是依據判斷實行操作。而黃煜峰等（民 84）

也表示，感覺、知覺一樣，是人們腦部對客觀現實的反映，感覺、知

覺對客觀現實的反映是直接的、具體的，是反映客觀事物的外部特微

和外部關聯。 

根據黃依涵（民 84）的研究提出的駕駛人交通違規行為的決策黑

箱觀點，即在外在環境的刺激下，會因不同駕駛人的決策而有不同的

行為表現。本研究從用路人危險行為的表現來看，也可從刺激與反應

的角度探討，如圖 2-3 所示，在不同的外在環境狀況刺激下，用路人

會以其個人的態度、經驗及認知，反應出不同的行為表現，危險行為

也是在這之間交互作用下的產物，而危險行為的結果也會回饋至用路

人的認知，讓人在認知中決定以後對此危險行為的表現。 

 

 

 

 

 

 

 

圖 2-3 刺激-反應的道路交通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修於黃依涵（民 84），機車騎士動態交通違規特性分析與因應對策研究。 

 

大致上來說，道路交通行為的表現，與個人認知有很大的關聯，

且認知的正確與否影響了行為的表現，也讓道路交通的危險的行為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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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出現。所以，國中生對於周圍環境危險因子的知覺、認知，影響其

道路交通行為的決策，若有不安全行為發生時則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二、危險程度 

根據袁宗蔚（民 81）的說法，危險程度者是指為對於損失發生所

能預期之正確度。而危險程度之大小是當某種事件將來之情形可完全

預知，則已無危險之存在。如吾人能確知某事件將來之必然發生或必

然不發生，則已無不確定性之存在，故無危險之可言。凡具有危險之

事件，其將來情形不可能完全預知，如對某種事件可能預知之程度增

大，其危險即減小。所以，以正常狀況來說，對於危險程度的認知愈

大，發生危險行為的表現就會愈少。 

在Mannering與 Grodsky（1994）對機車騎士對騎車的危險認知研

究中，機車事故的發生，絕大多數人不是因為對危險程度的誤判，而

是與駕駛人在道路上的駕駛行為有關。另外青少年常已意識到某些行

為的危險性，他們常故意採行或以自認為本身可免除負面效應的「個

人神話」方式表現冒險行為（Elkind,1967）。 

根據王介民（民 90）的研究指出，青年學生對機車事故傷害的危

險認知愈高，騎機車愈不易採取冒險行為；但青年學生騎機車的冒險

行為愈高者，愈容易發生機車交通事故傷害。危險認知在程度上可以

分為危險認知、危險預識、危險預備反應。從年級與危險行為的認知

來看，張嫺茹、黃國平（民 88）表示，國中生年級愈高的人，可能認

為自身對危險已足夠，反而較易違反交通規則。 

所以，若單純以危險行為的認知程度來說，認知程度愈高，對危

險的感知較強，就愈不容易發生危險。但也有可能因為對危險行為有

相當的暸解，自認為很安全沒有用心注意道路狀況而發生意外。以國

中生來說，對危險雖然已有某種程度的判斷能力，但有可能因其身心

理的快速成長，容易產生不穩定性，而常有危險行為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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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人因工程與道路交通行為關係 
     

古語有言：「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說明意外事故的不確

定性。對意外事故的發生，大多數人認為是命運使然，而無奈地接受

（朱永裕，民 90）。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不外乎是人、車及環境三個

因素的交錯，如能探討各方面造成道路交通車件的原因，則對於交通事

故的發生能盡可能的減少，也能達到預防勝於治療的目標。 

從人因工程的角度來看，Sanders 和 McCormick（1987）表示，人因

工程旨在發現關於人類的行為、能力、限制和其他特性等知識，而應用

於工具、機器、系統、任務、工作和環境等的設計，使人類對於它們的

使用能更具生產力、安全、舒適與效果。由此可了解，如果欲從人的方

面探討交通事故的問題，可從人因工程的相關概念來了解。以下針對人

類之感覺系統與道路交通相關的概念說明： 

壹、視覺能力與道路交通行為 

    視覺能力通常是指眼睛能夠分辨物體細節和輪廓的能力。也就是所

謂的視覺敏銳度（侯東旭、鄭世宏，民 92）。Hills（1980）指出，在汽

車駕駛者所需要的資訊之中，大部分是依賴視覺系統來獲取。由此可知

在道路交通上，視覺對於人類是最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項能力。林修

如（民 84）曾表示，年齡對視力的影響通常是生理性的衰退，嬰兒的視

力並不好，但成長至青少年時代時，視力狀況可達顛峰。以國中生階段

來說，其視覺能力保持在不錯的狀況。故以下分別針對視銳度（visual 

acuity）、知覺速率（speed of perception）、視覺疲勞及暗適應力說明： 

一、視銳度 

      視銳度為眼睛分辨兩個不同的點線或清晰地偵測物體細部構造的

能力，也就是指眼的分辨能力。當照明度愈高、物體與背景對立愈

大、符號或字碼愈鮮明則視銳度佳，但年齡愈大、身體的擺動都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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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的視銳度（張一岑，民 86）。 

二、知覺速率 

約十一、二歲的兒童已能掌握速度是由距離和時間來共同決定

的。而知覺速率是指影像出現後，經視覺感受、傳導、直到腦中感知

的速度，它是以視覺反應時間而測定。在光亮的環境與對比顯明的條

件下，知覺速率較快，而昏暗與對比不顯明時，速率較慢，人的平均

知覺速率約為 0.2秒（張一岑，民 86）。移動中的物體，其單位時間之

空間位置改變所造成的視角變化，是我們判斷物體移動速度的重要依

據，若是無這方面的視覺線索，我們對於速度幾乎是無法判斷（許勝

雄、彭游、吳水丕，民 80；黃國平，民 84）。 

     在人們對兩車間的相對速度判斷能力欠佳，可能導致超車時與對面

車道來車迎頭對撞的車禍。在 Triggs（1988）的研究中其結論並不一

致，有些研究發現會超估，而另一些則認為是低估，就些看來，「預

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一個人預期來車開得有多快，會造成單方或

對方的錯誤判斷。 

三、視覺疲乏 

      依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US National Safety Council）的統計，

5%的意外事件是由於照明水準不足，其中 20%是由於視覺疲乏所引起

的。以道路交通的安全來說，用路人得善用眼睛去注意前方及周圍的

狀況，才能保持良好的交通狀況。而過份使用眼力，不僅會造成視覺

疲乏，還可能引發一般性勞累，其主要的特徵為：眼睛疼痛、紅腫、

充血、發生雙影現象、頭痛、視力調節能力降低、視銳度、對比敏感

度、知覺速率降低（張一岑，民 86）。 

四、暗適應力 

      係指人眼由明亮與黑暗之環境間的適應能力。當人進入暗房時，

很難看見任何物體，過了一、二分鐘之後，視力逐漸改善至一定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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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八分鐘之後敏感度又繼續增加，大約四十五分鐘後，到達最高值

（張一岑，民 86）。有過駕駛經驗的人，大多知道夜晚開車，突然被

對向來車的遠光燈照射時，此瞬間視覺作用幾全喪失，人眼無論從黑

暗到明亮，或從明亮到黑暗，都很難立刻適應（許勝雄等，民 80）。 

      根據 Mourant 和 Rockwell（1970）的研究顯示，駕駛人對路途是

否熟悉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當通過不熟悉路段時，駕駛人會對前

方相當廣泛的區域來「取樣」，但是隨著路況愈來愈熟以後，他們眼睛

的活動就會逐漸趨向於限制在一個比較小的區域。另外 Mourant 和

Rockwell（1972）也表示，新手對路途中周邊環境的取樣要比熟手窄

很多，因此新手駕駛由視野周邊所獲取的資訊自然要比較少。 

綜合以上視覺能力的特性，了解到人類視覺的能力與極限，用路

人在道路交通的使用上，視覺的功用佔了極重要性的地位，銳視度能

讓用路人分辨物體細部構造能力，所以對於交通號誌及路標的分辨幫

助很大；知覺速率讓人類能有速度的感覺，能夠分辨速度跟距離的關

係，開車時能察覺車速的變化；長時間開車或使用視覺能力之後，視

覺容易有疲乏的狀況，會影響用路人的視覺能力；用路人在夜間活

動，容易在光線不足或是突來的強光照射下影響視覺的能力，因此夜

間的道路交通安全也是重要的問題。 

貳、聽覺能力與道路交通行為 

    候東旭等（民 92）指出，人們的耳朵具有聽到聲音的能力及判斷聲

音來源的方位之能力，即聲源定位（localization of sound）。而人的雙耳

能對聲音來源的方向加以判別。但聲音在正前方及後方時，便無法對聲

音來源做定位。影響人們聽覺能力的個人因素中，如年齡及耳朵結構是

否異常，以及外部環境，如噪音及遮蔽等。黃國平（民 84）也表示，在

吵雜或密閉的環境，聽力易失去辨識的能力。Bailey（1989）表示音量過

高的樂音與機械轉動聲會造成人暫時聽力衰退的現象，藥物也會造成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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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衰退，醫學研究指出有些人食用阿司匹靈三天後，聽力會大為損傷。 

    由此可知，用路人的聽覺能力容易受個人及環境的影響，例如：現

代的年青人喜歡開車或走路戴耳機，或是受到個人聽力較差的障礙，不

容易察覺周遭的車輛或物體，造成交通事故的可能。環境方面如施工地

區或機場附近，容易受到噪音的影響，造成用路人聽覺方面的障礙。 

參、運動覺能力與道路交通行為 

    人類的接受器中，運動覺的重要性位居第三，僅次於視覺和聽覺。

運動覺的主要功能是使人類在不需要視覺的協助之下，可以控制肌肉之

自主運動（林修如，民 84）。運動覺對人類的生活及工作適應相當需

要，如果欠缺運動覺，則在維持姿勢、走路、攀爬、操作機具、寫字，

甚至說話等動作上，將大有困難。例如，走路將要跌倒時，會立即矯正

過來（許勝雄等，民 80）。由此可知，對於運動覺不敏感的人而言，其

身體無法達到協調的狀態，若是在開車或是走路，容易因為手腳的不協

調，造成車輛操作錯誤、煞車反應慢或走路跌倒的危險。 

綜合以上的文獻可知，人類身體的能力及極限，跟道路交通危險行

為有很大的關係。加上陳子儀（民 85b）表示，交通事故是基於不安全

行為誘導而發生，且每一位駕駛人所持的心理及精神要素都有差異，故

對引起駕駛人不安全行為的心理及精神要素，通常都認為有以下四個要

素，即身體生理機能、動作機能、知的能力以及性格、氣質。 

所以從國中生較為好動、冒險及好奇心理與行為的特性來看，在道

路上喜愛追求速度感而飆車，加上喜歡到處遊玩或對於道路狀況不熟

悉，在視覺掃描上不容易專注，易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長時間玩電動及

網路遊戲造成視覺能力的疲乏，在道路上易造成危險的狀況。喜歡戴耳

機聽流行音樂，或是在道路上行進時聊天等，以上這些國中生的特性加

上人類感覺系統上的能力極限問題，交互作用的情況下，就易引發交通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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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為錯誤與道路交通危險行為關係 

Richards（1992）表示在學生的意外事故中，交通事故經常造成學童

的死亡。世界衛生組織（1981）指出，人為因素在意外事故的原因中佔

重要地位，特別是心理、社會及文化等的影響，在兒童及青少年階段，

心理社會因素的影響更是重要。而 Heinrich（1959）的研究指出，大約

有 85%的意外事故，是因人為失誤而起。後來 Mckenna（1983）也認為

大約有 90%的意外災害是來自於人類的錯誤行為。而呂家清（民 82）也

表示，有 95%的意外事故，導因於人類的行為因素。且交通事故之原因

中 90%以上與人為因素有關，讓許多交通安全之研究均從事於人為因素

與交通事故發生間之關係探討（張新立，民 77；Treat et al, 1977）。 

宇留野藤雄（1990）表示，駕駛人過度緊張會導致資訊的處置信賴

性低落，會影響判斷或造成操作錯誤，這也是交通事故發生的主因。而

陳子儀（民 82b）提出對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八項原因中，有幾項跟人

為因素有關，即趕時間時易發生意外、反映遲鈍及行動不積極者很危

險、反映過快及自信心過高者易誤事、利用交通工具沒有了解其特性、

乘座車無坐穩扶好及駕駛人之視界特性等。由此可知，道路交通事故大

部分也是人為因素所致，個人的不安全的行為易造成事故的發生。所以

要探討個人的危險行為，可先從暸解人為錯誤開始。 

人為錯誤（human error）或稱人為失誤，是指人類的錯覺、錯誤判

斷、記憶錯誤及操作錯誤等各種錯誤現象，亦即疏忽、錯誤、忘記、心

不在焉、和不注意等（藍福良，民 80）。另外 Roberts、Golder 和 Chick

（1980）表示，造成人為錯誤的主因為判斷錯誤、疏忽及技術不熟練。

Peters（1962）認為是種偏離先前建立的、必需的或預期的人類行為標

準，導致不想要或不良的時間延緩、困難、問題、事故、異常或衰退。 

許勝雄等（民 80）將人為錯誤分為有意的和無意的，有意的失誤乃

由於當事人認為這樣做比較好。無意的失誤是指當事人並非有意如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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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可是它卻發生了。Shinar（1978）曾指出，道路使用者之用路行為多

為持續嘗試後所累積之經驗所表現出之直接反射動作，其間隱含著交通

違規行為其實是道路使用者，深植於心之習慣使然。而林大煜、鄭俊

明、曹瑞和與袁正平（民 81）則認為，道路用者之習慣佔相當重要的比

重。故這些習慣如果是個人對環境的危險意識不足的情況所產生的，則

無意的失誤可能就會常發生。 

根據 Malaterre（1990）的研究，其分析的 115 位駕駛人和行人的 72

件車禍，造成人為錯誤之不同的因素中，知覺的程度及能力是造成車禍

的最大的因素，彰顯了資訊知覺和解釋的重要性，如圖 2-4所示。 

 

 

 

 

 

 

 

 

 

 

 

圖 2-4 車禍的各種人為失誤彙總 

資料來源：Malaterre (1990). Ergonomics. 

 

從 Fell（1976）的研究也可暸解，如圖 2-5 所示，在「明確包含」

和「明確或可能包含」二種歸類原則下，直接導致車禍的肇事原因中的

四種錯誤行為所佔的百分比。在確定包含中，認知錯誤佔 45.7%，是造

失誤或錯誤 

1.太慢/未知覺道路使用者/符號/號誌

2.對道路使用者的意向解釋不正確 

3.位置的識別不正確 

4.對速度、時機、距離的評估不正確

5.決策不適當 

6.適當的動作，不適當的執行 

7.不明原因的失敗或錯誤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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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車禍發生最大的原因，其次是決策錯誤；在確定或可能包含中，決策

錯誤佔 61.6%，其次是認知錯誤。由此可知，認知錯誤及決策錯誤是造

成道路交通危險行為人為因素中最主要的原因。 

 

確定包含 確定或可能包含 

 車禍百分比   車禍百分比  

 
 

10  20  30  40  50  60  70 10  20  30  40  50  60  70 

決策錯誤 

認知錯誤 

操作錯誤 

關鍵性漏操作 
(未開燈等) 

        
 

        
 

圖 2-5 以車禍四種人為直接原因分類表示之車禍百分比彙總表 

資料來源：Fell (1976). Human Factors. 

 

駕駛汽車須用到駕駛人感知、作決策及運動技巧等全方位的能力。

通常駕駛行為方面的研究可依特性分成各種途逕和水準，例如：不注

意、危險動作、速度和距離的判斷⋯等。許勝雄、吳水丕及彭游（民

89）表示，較年輕的工人比較年長的工人有較高的事故率，主要原因為

疏忽/未加注意、欠缺紀律、衝動任性、魯莽/不顧危險、錯誤判斷、高估

能力以及面子自尊等。而根據日本東北大學教授的研究，高事故率駕駛

群的錯誤判斷機率約為無事故者的 2.6 倍左右（陳子儀，民 85b）。另外

Robert（1995）指出，雖然人類辨識物體形狀、大小和距離的能力很

強，但有時被錯覺所誤導，先入為主主觀想法會扭曲實際上接收的訊

息，很多車輛、飛行器的失誤，都是因錯覺造成。 

40.4

45.7

8.6 

1.3 1.3 

10.6

59.6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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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汽車駕駛人的部分視野會被車體遮住而產生死角，其位置與範圍

是隨車體結構不同而異，而死角範圍愈大，危險度愈高，尤其在汽車轉

變處及路口位置時。而腳踏車及行人之體積較小，在死角範圍內更不容

易讓駕駛者發現，而認為沒有其他物體存在，會造成駕駛人的判斷錯

誤，如此就容易發生道路交通事故（陳子儀，民 89a；教育部，民 90；

日本指定自動車教騎所協會聯合會，1990）。如圖 2-6所示。 

 

 

 

 

 

 

 

 

 

 

 

 

 

 

 

 

 

圖 2-6 汽車的視野死角與人為失誤關係 

資料來源：修改於陳子儀（民 89a）；教育部（民 90）；日本指定自動車教騎所協會聯

合會（1990） 

（駕駛人看不到騎腳踏車者）（駕駛人看不到行人） 

死角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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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人為錯誤之要素很多，不侷限於認知部分。Reason（1987）將

人為錯誤分成技能、法則及認知層次的失誤等三種，如表 2-3 所示，對

於認知及行為表現，每一環節都足以造成錯誤，產生危險行為的表現也

是一連串複雜的過程。對於道路交通的安全表現，國中生如果認知不

足、危險知覺不足或對環境變化的警覺性不夠等，都足以造成危險行為

的表現，以及意外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表 2-3 人為錯誤在執行的三個層次中主要導致錯誤的因素 

執行的層次 導致錯誤的因素 

技能層次 
1. 環境控制信號 
2. 人機互動的失調 
3. 手眼協調的失衡 

法則層次 

1. 對物化法則的錯誤認知 
2. 處理順序的錯誤 
3. 過度簡單化(月暈效應) 
4. 媒合偏差(類化的錯誤) 
5. 環境變化的警覺 

認知層次 
1. 知覺的飽和 
2. 安全知識不足或不全 
3. 安全概念錯誤的認知 

資料來源：Reason (1987), New Technology and Human Error. 

 

    綜合以上文獻可知，個體在人為錯誤所造成的意外事故中，其包含

了許多特性，如認知錯誤、操作錯誤及判斷錯誤等，其中認知錯誤最為

重要。而國中生階段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容易未經思考而行動、衝動、

魯莽以及注意力不佳，所以道路交通的行為表現上，不管是已感知或未

感知的，皆有可能會因為人為錯誤而有危險行為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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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中生的道路交通角色與危險行為 

     

學童交通安全是校園安全的重要課題之一，5 歲至 14 歲學齡兒童因

運輸事故死亡之比例占所有死亡原因亦達 20%至 25%之間，顯見交通事

故對於學童安全之重大威脅與危害（羅孝賢，民 92）。 

陳子儀（民 90）指出，世界各國兒童在汽車化的社會中，都有或多

或少受害者。依據代表性的數個國家資料顯示，14 歲以下兒童在道路交

通事故亡者，美國有 2,656 人，佔美國道路交通事故總死亡的 6.3%。英

國有 194 人，佔英國道路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的 5.4%。德國有 304 人，

佔德國道路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的 3.9%。日本有 354 人，佔日本道路交

通事故總死亡人數的 3.3%。而我國在民國八十九年，14歲以下兒童因道

路交通事故死亡者，有 112 人，佔我國道路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的

3.3%。雖然各國的統計及歸類方式不一樣，但不管何種統計，此統計顯

示 14歲以下兒童因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仍是在比較國家平均值上下。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民國九十一年國內學生在各種不同道

路交通工具的事故死亡人數中，以重型機車的事故死亡人數為最，且其

比率佔所有車種的 59.7%，其次依序為輕型機車、小客車、腳踏車、行

人，如表 2-4 所示。由此可見，交通工具特性、用路人角色及交通意外

事故之間關聯性的重要。 

 

表 2-4  民國 91年學生道路交通事故與乘坐車種關係統計表 

車

種 

大

客

車 

小

客

車 

大

貨

車 

小

貨

車 

重
型
機
車 

輕
型
機
車 

腳

踏

車 

行

人 

總

計 

死亡(人) 3 31 － 2 138 32 19 6 231 

比率(%) 1.3 13.4 － 0.9 59.7 13.9 8.2 2.6 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民 92），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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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劉韻珠（民 89）對於學生交通事故與發生位置關係的統計

中，其國中及國小的部分，如表 2-5 所示。由此可看出，國中生常發生

交通事故的位置有交岔路口、交通島、快車道、慢車道及其他，在死亡

人數中，交岔路口內最多，共計 15人，其次是快車道，共計 12人。 

 

表 2-5 民國 88年學生交通事故與發生位置關係的統計 
校

別 
事 
故 
位 
置 

交 
岔 
路 
口 
內 

交 
岔 
路 
口 
附 
近 

交 
通 
島 

匝

道

快

車

道

機

車

專

用

道

慢

車

道

高

速

公

路

肩

行

人

穿

越

道

人 
行 
道 

其 
他 

合 
計 

死亡數(人) 15 6 1 － 12 － 2 － － － 4 40 國

中 百分比(%) 37.5 15 2.5 － 30.5 － 5 － － － 10 100
死亡數(人) 6 4 － － 8 － － － 1 － 4 23 國

小 百分比(%) 26.1 17.4 － － 34.8 － － － 4.3 － 17.4 100

資料來源：劉韻珠（民 89），八十八年學生交通事故統計分析。 

 

探討國中生的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除了瞭解其身心發展的特性

外，也可以從國中生在道路交通的使用形態上去暸解，使用不同的道路

交通工具，會有不一樣的危險行為特性，所以從國中生在道路交通的角

色，可以深入瞭解各角色及行為表現之間的關係。 

國中生在道路交通的使用上，最頻繁的是其上放學的期間。羅孝賢

（民 92）指出，學童交通事故多發生於上下學途中，地點多在居家或學

校附近。學者高屏（民 77）也表示，一個國中生每天停留在學校中及花

費在來回學校的途中佔大部分；無論是鄉村或都市的學生，男生都比女

生擁有較多的自由時間，尤其是假日裡差距更大，如表 2-6 所示。而張

新立（民 86）研究國中學生的旅次特性，結果顯示青少年大多完成所有

旅次再返家，而國中生課後補習之比例與高中生情況相當，約佔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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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七成。而課後活動與都市化程度有關，都市化程度越高之地區，其課

後活動與補習之狀況越高。由此可知，國中生在上放學這段時間裡，對

道路交通的表現，若有危險行為的出現，容易發生交通事故。 

 

表 2-6 都市與農村的國中生平日逗留在各地的時間                （單位：小時） 

性別 地區 人數(人) 睡眠 通學 學校 家庭 

都市 48 8.45 0.38 6.55 5.49 
男 

農村 39 8.16 1.09 7.34 6.39 

都市 51 8.38 0.38 7.10 6.45 
女 

農村 45 7.52 1.11 7.53 6.57 

資料來源：高屏（民 77），中學生心理學。 

 

而青少年學生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形態中，郭諍諍（民 87）指出，

高中職學生交通事故發生原因以騎機車造成傷亡最多，其次是步行；國

中生以騎乘腳踏車居高，其次是步行；國小生以步行居多，其次是騎乘

腳踏車。張新立（民 86）表示，在交通工具的使用上，國中生以腳踏車

及步行為主。 

白璐（民 85）也表示兒童在交通環境中的身份主要是行人（包括路

邊遊戲者）、乘客、或腳踏車騎駛者，堪稱是「弱勢團體」。國外學者則

表示，6歲至 10歲兒童之交通事故傷害多為行人事故，9歲至 15歲者以

腳踏車事故傷害最多，12 歲至 16 歲者則是汽機車交通事故（Durkin, 

Laraque, Lubman, & Barlow, 1999）。 

由此不難看出國中生階段，腳踏車確實是學生在駕駛角色中常發生

事故的交通工具，所以騎乘腳踏車成為發生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而行

人角色及汽機車駕駛也是不容忽視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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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文獻的探討，以及朱永裕（民 90）及林慶忠（民 92）對於

學生道路交通安全行為相關研究，本研究將學生在道路交通使用的角色

上，分為行人角色、駕駛角色及乘客角色來探討。 

壹、行人角色與危險行為 

Chen, Wong和 Chang（1992）針對 14歲或以下兒童頭部外傷病患分

析，因行人意外而導致受傷者為所有交通意外的 51%。然而在我國向為

國人詬病的交通環境中，行人顯居弱勢，未成年之學童因身心發育仍未

臻完全，更屬弱勢中之劣勢，故常成為交通事故之犧牲者（羅孝賢，民

92）。且兒童體型較小，不易被駕駛人發現，易發生道路交通事故（藍

武王、溫傑華，民82）。 

台灣人口稠密，巷道為最重要的生活空間。但巷道內被各種車輛佔

滿，經常出現兒童交通事故（許添本，民 92）。有鑑於此，探討國中生

在行人角色上有那些不安全的行為表現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盧成皆（民 85）針對國小及國中的行人角色進行研究，發現意外發

生於轉角或十字路口居多，共約 42%；發生於直路上的也不少，達

34%，值得重視的是約有 8%的意外竟然發生於斑馬線或人行道上。另

外，陳子儀（民 83）表示，國小兒童利用天橋穿越道路，至國中後就直

接穿越道路，值得思考與檢討。 

在市區交通繁雜處目前都有設置「行人穿越道」、「天橋」或「地下

道」，但仍見步行者不利用該等設施，直接從道路上穿越，確實能縮短步

行路程與時間，實質上卻影響行車秩序與安全。在民國八十三年的道路

交通事故人與車型態統計中，穿越道路時發生事故死亡者最多，有 136

人佔總死亡人數 57.38%，如表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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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道路交通事故人與車型態統計 

型態

人數   

對  向 

通行中 

同  向 

通行中 

穿  越

道路中

在路中

嬉  戲

在路中

作  業

衝  進

道  路

從停車後

或中穿出

停立路

邊  外 

其他 

 

合計

 

人  數 3 34 136 4 6 6 2 11 35 237

百分比 1.27 14.35 57.38 1.69 2.53 2.53 0.84 4.64 14.77 100

資料來源：陳子儀（民 83），如何改善行人交通系統。 

 

綜合許多專家學者的看法，若要防範道路交通事故，建立安全觀

念，行人交通安全必須注意以下幾點（王財興，民 84；蔡中志，民 84；

張哲揚等，民 87；劉韻珠，民 87）： 

一、不爭先恐後，走路靠邊走，走人行道最好。 

二、不可直接跨越無號誌的道路，要走行人穿越道、天橋或地下道，  

三、專心行走，不玩笑嬉戲及奔跑。 

四、面對來車行走，要能自我防衛。 

五、牽扶弱小行走時，讓他們靠裡邊走較安全。 

六、注意路邊停車之動態，小心路邊的車突然開門。 

七、由於交岔路口的車輛速度較快，行人應注意並防範行駛中車輛。 

八、不可拼行相互交談，防礙他人行進。 

九、儘量避免從剛停止或停止在路旁車輛的前後方穿出道路。 

十、不可突然衝出巷道或路口。 

十一、穿越鐵路平交道要停、看、聽注意安全。 

貳、駕駛人角色與危險行為 

一、腳踏車 

      腳踏車雖歸屬慢車，其只能在有快慢分隔或車道邊線外之慢車道

上行走。但有些路並沒有此種空間，而人行道也不能騎，穿越道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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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汽車燈或人行燈，故對腳踏車而言目前是沒有專屬的道路行走。 

席世民（民 89）表示，中小學生是腳踏車主要使用族群之一，在

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數上，11 歲至 14 歲是發生腳踏車事故死亡的次高

峰。根據其對民七十九年至八十九年的腳踏車事故統計，除職業不明

外，死亡人數最多是「無業」（23.3%），其次是「農林漁牧業」

（22%），第三是「學生」（14%）。另外，根據林大煜（民 89）的統

計，如表 2-8 所示，明顯看到腳踏車的意外事故死亡中，0 歲至 14 歲

最高，為 18 人，其次是 15 歲至 19 歲，為 10 人，由此可見，腳踏車

在兒童及青少年階段，發生事故傷害的嚴重性。 

 

表 2-8 民國 88年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之主要車種駕駛者年齡分析統計 

車種/年齡 0-14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65以上

自用小客車 1 18 61 56 47 37 33 17 19 10 3 8 

重型機車 4 100 105 52 41 42 55 35 37 43 54 84 

輕型機車 3 54 23 12 23 20 18 25 12 17 18 53 

腳踏車 18 10 1 2 5 5 3 8 6 5 4 58 

資料來源：林大煜、賴靜慧（民 89），民國八十八年歷年道路交通事故之趨勢與特性

分析。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民國八十二年至九十一年各級學校學生

騎腳踏車交通事故死亡狀況如表 2-9 所示。在國中的部分，於民國 82

年死亡人數 2 人，佔學生總數的 28.6%；之後死亡人數有增加的趨

勢，且在一定的數量左右，從民國 87 年至 91 年，大約都佔總數的

50%左右。由此可見，國中生使用腳踏車工具在交通意外中甚為嚴

重，若能探討國中生在腳踏車使用上的不安全行為，則有助於交通情

況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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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民國 82年至 91年各級學校學生騎腳踏車交通事故死亡狀況 

國中 校別 
年別 

總數 不明 大專 高中(職)
人數 百分比 

國小 

82 7 2 0 2 2 28.6 1 
87 6 1 0 2 3 50.0 0 
88 10 1 0 5 4 40.0 0 
89 4 0 0 2 2 50.0 0 
90 11 2 0 3 6 54.5 0 
91 2 1 0 0 1 50.0 0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署（民 82至民 91），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另外，在日本的腳踏車交通事故 25 件案例分析中，也可以得知發

生腳踏車交通事故者的特性，以及其認知狀況，如表 2-10 所示。資料

顯示，在腳踏車的事故 25 例中，共計有 21 例有認知遲延，可見在事

故發生時有認知遲延的狀況的佔多數，而認知遲延的原因中，以沒有

做確認為多，其他的狀況中還有沒有注意到、東看西看、光線暗、在

看左側、被其他車輛忽略了、被前車檔住了或未考慮腳踏車的穿越

等。在發生危險時其狀態有光線暗、總被車輛擋住、發呆、突然驚

醒、正在東看西看以及在聽收音機或音響等。 

由此可知，沒有做確認的為多，代表在道路交通環境上，事故者

對於危險的認知較低，所以警覺性不高，因此容易發生事故。而沒有

注意到的原因，以及東看西看的原因，也是屬於人為方面的失誤，故

容易發生危險。而其他的因素就較屬於外在因素層面，例如：腳踏車

的體積不大，在道路交通環境上較不容易被發現，因此容易被忽略，

所以腳踏車的事故發生，除了個人行為因素外，外在因素的影響也佔

重要的成份。另外在騎腳踏車發生危險的原因中，跟駕駛人較有相關

的有騎乘時東看西看、想事情發呆或是聽音樂等，都是值得探討的影

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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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腳踏車事故案例分析研究 

編

號 
有無

號誌 
行動

類型 
認知距

離(m) 
認知

遲延
認知遲延的原因

危險認知時的

狀態 
危險認知

速度(km/h)

1 有 右轉 6 有 光線暗 － 20 

2 有 右轉 0 有 不知道 
光線暗所以沒

有發現危險 
20 

3 有 右轉 7 有 － 
光線暗所以沒

有發現危險 
30 

4 有 右轉 25 無 － － 30 
5 有 右轉 8 有 沒有注意 － 20 
6 無 右轉 3 有 沒有做確認行為 － － 
7 有 右轉 0 有 － － 25 
8 有 右轉 0 有 不予以確認 － 20 
9 有 右轉 7 有 沒有確認 － 20 
10 有 右轉 4 有 沒有確認 － 10 

11 有 右轉 5 有 被前車檔視線 
危險時總 
被前車檔住 

20 

12 有 右轉 4 有 － 突然驚醒 20 

13 有 右轉 0 有 
交岔路口 

沒有做認知的動作
發呆 10 

14 無 右轉 12 無 － － 20 
15 有 右轉 3 有 被對向車忽略了 － 30 
16 無 右轉 3 有 右轉時對方未認知 － 10 
17 有 左轉 5 有 未考慮腳踏車穿越 － 20 

18 有 左轉 888 有 就在看左側 
在聽 

收音機、音響 
20 

19 有 左轉 2 有 
交岔路口 
未注意安全 

在聽 
收音機、音響 

15 

20 無 左轉 5 不明 － 
危險時物體 
檔住光線 

20 

21 無 左轉 16 無 － 發呆 40 
22 無 左轉 0 有 東看西看 東看西看 20 
23 無 左轉 0 有 沒有看到 － 5 
24 有 左轉 0 有 沒有確認 － 30 
25 有 左轉 3 有 未考慮腳踏車穿越 － 30 

資料來源：日本財團法人交通事故綜合分析センター（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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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騎腳踏車的安全措施中，「衛生保健電話調查中心」於民國九十

三年對民眾在腳踏車安全看法的調查研究中顯示，騎腳踏車不載安全

帽的原因中，前四名依序為沒有配戴的習慣、距離近自覺沒必要、根

本沒有安全帽，以及戴起來不舒服。在騎腳踏車是否需要戴腳踏車專

用安全帽的 13 歲至 19 歲的 131 位受試者中，17.7%認為非常需要，

35.2%認為有點需要，27.3%認為不太需要，15.6%認為完全不需要。

而在 13歲至 19歲的 99位調查對象中，平時騎腳踏車時完全不戴安全

帽者高達 81.2%，有時候會戴的為 8.8%，經常戴的有 1.5%，而每次都

會戴的有 8.5%。而騎腳踏車是否需要戴護膝或護肘的 131 受試者的看

法中，有 40.3%認為不太需要，有 26.3%認為完全不需要，而有 20.2%

認為有點需要，但僅有 10.5%認為非常需要，而 2.7%無反應。 

由此可知，13 歲至 19 歲的青少年學生，其對於腳踏車的安全措

施，在安全帽方面認為需要戴的偏高，但在實際上的表現情況卻較

低，可見其認知行為上的差距狀況。而在安全護具方面的保護，大部

分認沒有這個必要性，也可見其在這方面的危險認知情況較不足。 

陳子儀（民 93）認為腳踏車與汽車的事故的關係中，要有看與被

看的意識，其中有三項重點：（一）腳踏車得在車道與人行道間行駛，

其行動很難捉摸。（二）汽車駕駛人未能隨時發現突然出現的腳踏車，

應該有設法減少視野死角的意識，另對能看清楚的腳踏車，則需注意

其一切的行動意識。（三）騎腳踏車的人，須理解腳踏車容易被汽車駕

駛忽略，所以夜間應點燈，必要時應停車、慢行、設法讓他人很快看

到自己。另外，在腳踏車與行人的事故中，須認知腳踏車就是車輛，

還有以下兩個重點：（一）人與腳踏車的重量，在行駛中產生的能，對

行人而言是一種威脅。（二）腳踏車屬於車輛，所以也應遵守交通法

規，同時也要有保護行人安全的意識。 

根據專家學者對騎乘腳踏車的交通安全須知，本研究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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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秀綢，民 84；孫澈，民 87；張哲揚等，民 87；劉韻珠，民 87；

席世民，民 89；交通部、教育部，民 90；Sosin & Jeffrey, 1996）： 

（一）騎乘腳踏車以 11歲或 12歲以上者適合。 

（二）騎乘腳踏車一定要戴安全帽。 

（三）選擇適合體型之座椅高度與車型。 

（四）騎車時抓穩把手行於慢車道右側，勿載他人。 

（五）雨天應穿顏色鮮明的雨衣，勿打雨傘行車。 

（六）夜間騎車應打開車燈。 

（七）騎乘時，不得超載過重或過長之物品。 

（八）腳踏車應在擋泥板上張貼反光片或加裝車燈。 

（九）騎乘時，勿有不當之行為表現，如特技表演、蛇形等。 

（十）禁止併排騎車，容易發生交通事故的意外。 

（十一）騎乘時，速度勿太快，也禁止與人競速。 

（十二）穿越路口及出巷道與轉彎，均依規則小心行駛。 

（十三）穿越鐵路平交道要停、看、聽注意安全。 

二、機車 

在道路交通中為什麼機車肇事很頻繁呢？根據倪兆雄（民 70）的

說法，其發生事故最主要有二種原因，第一是年輕人由於心理上，生

理上尚未成熟，血氣方剛，理智壓不住好勝心，常常一車在手，忘記

生命安全，橫衝直撞，盲目飛馳，於是車禍發生了；第二是機車輕便

快速，一般人都不願意搭公路車客運車等，迫不及待的超載二人或三

人，飛馳來往，遇空隙就超越搶先，於是相撞翻車等情形發生了。 

陳子儀（民 85a）也表示，機車普遍受歡迎，其主要理由是因為

使用上很輕便，而且又具有腳踏車的特性，速度較快，爬坡力較大，

行駛里程較遠，購置及維護費用不高，所以普遍被使用。而不少家

長、學校對青少年違規駕駛機車行為並未積極制止，國中學生之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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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僅有 47.8%反對並嚴格禁止其使用機車，而僅有 43%受訪國中生表

示其學校嚴格取締學生使用機車（廖慧芳，民 87）。 

與機車意外事故相關的因素包括經驗不足、對危險的無知、冒險

行為、英雄主義、偏差行為以及不健全的家庭功能。對於青少年騎乘

機車的事故傷害中，機車的事故傷害成為青少年最具有代表性的事故

傷害（王國川，民 87）。江淑娥（民 85）的論文指出，青年學生中最

為普遍的冒險行為就是「騎快車」。而白璐等（民 83）的「青少年學

生騎乘機車事故傷亡研究」中也指出，無照駕駛及騎車未戴安全帽係

主要的因素。另外，張新立（民 85）也指出青少年學生無照騎車之情

形相當嚴重，且其騎車時逆向行駛、超速行駛、闖紅燈等違規行為亦

相當嚴重。而倪兆雄（民 70）提出的七項造成危害交通安全的因素

中，最不好的一項是無照駕駛的人，尤其是年輕人為多。由此可知，

國中生在機車的使用上，未戴安全帽、騎快車以及無照駕駛等的道路

交通危險行為問題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在機車的交通事故的相關統計中，陳子儀（民 85a）對民國八十

四年各級學校學生駕乘機車事故狀況的統計，如表 2-11 所示，國中生

死亡人數為 40 人，佔總數的 29.4%，受傷人數為 53 人，佔總數的

38.7%，由此可知在青少年學生中，國中階段的學生在機車的事故傷害

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不得不重視之。 

 

表 2-11 民國 84年各級學校發生駕乘機車肇事傷害情形 

傷亡/校別 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 其他 計 

死亡(人) 3 40 62 29 2 136 

受傷(人) 8 53 55 17 4 137 

資源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民 84），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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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警政署事故資料分析，如表 2-12 所示，近年來未滿 18 歲青

少年無照駕車之死亡人數中，以民國八十六年計 274 人死亡最多，其

次為民國八十九年死亡 197 人，再其次為民國八十七年的 188 人與民

國八十八年的 156 人死亡，顯示青少年無照駕駛漸趨嚴重，值得教育

主管單位與家庭重視（劉韻珠，民 90）。 

 

表 2-12 民國 86年至 89年未滿 18歲青少年無照駕車事故死亡人數狀況 

年\年齡 12歲 13歲 14歲 15歲 16歲 17歲 小計 

86 － 8 19 58 97 92 274 

87 5 8 6 48 65 56 188 

88 1 5 13 25 54 58 156 

89 3 3 9 38 57 87 197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民 86至民 89），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從青少年配戴安全帽的理由來看，江淑娥（民 85）指出，青年學

生在認知上，認為安全帽的安全性是受肯定的，然而實際配戴安全帽

的理由，卻被雨天遮雨」、冬天保暖及怕被教官抓等所取代。由此可

知，配戴安全帽的青少年最主要的原因並非為了自身的安全，而是重

視其他的附屬功能，或是怕被懲罰而戴，這樣本未倒置的現象，在交

通安全教育上值得重視。若是青少年的這些動機低於配戴安全帽所帶

來的不便與不舒適時，則有可能選擇不配戴安全帽，而這樣的危險行

為就可能導致交通事故。 

在騎機車戴安全帽的重要性方面，林大煜、傅毓良和周文生（民

78）的研究顯示，機車騎士 36%戴安全帽附載人 17.2%戴安全帽。而

周文生（民 79）也指出，未戴安全帽者於事故發生後，頭部受傷率較

戴安全帽者高。國外學者 Kraus, Riggins 與 Franti（1975）的研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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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安全帽可有效降低受傷的嚴重性。Evans 與 Frick（1988）的研究

也指出，戴安全帽可使機車騎士及附載人死亡的危險性降低 28.8%。

另外，Kelly, Sanson, Strange 與 Orsay（1991）對安全帽的研究也提兩

個結論，即未戴安全帽者頭部受傷的發生率是戴者的二倍，而未戴安

全帽者頭部外傷的機會是戴者的二倍。且美國自 1966 年實施機車騎士

強制戴安全帽立法，機車死亡率立即降低了 50%，但至 1976年，美國

27 州因種種因素減輕強制措施，死亡率又回升了 40%，由此可見安全

帽的重要性（洪慶章、邱文達和葉高勳，民 85）。 

在騎機車戴安全帽的交通事故統計中，機車事故有無戴安全帽導

致死傷情形，歷年機車事故死亡人數中，有戴安全帽死亡者以民國八

十五年的 120 人為最少，以民國八十九年的 1,021 人為最多；至於未

戴安全帽死亡者則以民國八十八年的 424 人為最少，以民國八十五年

的 1,198 人為最多；而歷年來機車事故受傷人數中，有戴安全帽受傷

者亦以民國八十五年的 99 人為最少，以民國八十七年的 328 人為最

多；至於未戴安全帽受傷者以民國八十九年的 174 為最少，以民國八

十五年的 940人為最多（劉韻珠，民 90），如表 2-13所示。 

 

表 2-13 近年來我國機車事故死傷與有無配戴安全帽之關係 

事故中死亡 事故中受傷 
年 

有戴帽 未戴帽 
死亡小計

有戴帽 未戴帽
受傷小計 總計 

85 120 1,198 1,318 99 940 1,039 2,357 

86 439 775 1,214 302 630 932 2,146 

87 497 545 1,042 328 250 578 1,620 

88 632 424 1,056 274 213 487 1,543 

89 1,021 640 1,661 250 174 424 2,085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民 85至民 89），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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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生在安全帽的交通事故方面，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民 89）的

統計得知，從幼稚園到大專院校各級學校中，國中學生騎乘機車與安

全帽的關係，如表 2-14 所示，在駕駛機車當事人戴安全帽者有 3 人，

佔各級學校的 3.3%，未戴者有 19 人，佔各級學校的 26.4%；搭乘機

車當事人中，戴安全帽者有 4 人，佔各級學校的 10.5%，未戴者有 14

人，佔各級學校的 31.1%。從中可以得知，未戴安全帽者，的確在交

通意外死傷狀況中偏高，尤其是搭乘機車當事人，高達 31.1%，不管

是駕駛或搭乘者皆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表 2-14 國中學生騎乘機車戴與不戴安全帽死傷關係 

駕駛機車當事人 搭乘機車當事人 分類 

對象 戴安全帽 未戴安全帽 小計 戴安全帽 未戴安全帽 小計 
合計

國中生 3 19 22 4 14 18 40 

百分比(%) 3.3 26.4 13.6 10.5 31.1 21.7 16.3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民 88年），道路交通事故統計資料。 

 

綜合以上文獻得知，騎機車有戴安全帽可以減少交通意外發生的

嚴重性。所以，國中生若是騎機車或搭乘機車，沒有戴安全帽，將是

造成交通事故傷害程度的一種危險行為，值得重視之。 

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騎乘機車，應詳加注意相關的安全事項，以確

保騎乘者的生命及交通安全，將其整理如下（王財興，民 84；吳順

發，民 84；孫澈，民 87；彭素蓉，民 87；葉奕君，民 92）： 

（一）騎乘機車不無照駕駛。 

（二）騎乘機車時確實配載合格之安全帽。 

（三）定期做保養及檢修，如煞車系統的檢測、胎壓是否充足等。 

（四）不攀附汽車前行，不随意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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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騎乘中勿有不當之行為表現，如飆車、蛇形或特技表演等。 

（六）騎乘中應隨時注意行車動態，勿有精神恍惚或打瞌睡情況。 

（七）機車行駛，簡便靈活，不可為求快，任意加速。 

（八）機車行進中，如果需要左右轉時，須亮轉向的燈號； 

（九）穿越鐵路平交道要停、看、聽注意安全。 

參、乘客角色與危險行為 

一、汽機車 

家長在考量子女上下學方式與使用交通工具過程中，主要以子女

的安全性為最重要之考量（吳舜丞、張新立，民 87）。另外，由於追

求明星學校，造成「跨區就讀」現象；或因新開發地區居住人口稀

疏，不足以支持新學校運作；或因學校歷史悠久，學生數量龐大，有

如天文數字等等；諸多原因，造成今日學童必須由家長以汽機車接送

到校，更加重校園周遭交通問題（羅孝賢，民 92）。所以，家長接送

的問題也容易造成學生對於實際道路交通的體驗及認知不足，而使學

生在認知不足的情況下易產生危險的行為表現。 

家長利用機車或汽車接送學生上下學時，為了減少道路交通意外

的發生，必須注意的交通安全須知如下（王財興，民 84；蔡中志，民

84；劉韻珠，民 87；張哲揚、廖天賦，民 87）：  

（一）自己或搭乘乘機車請戴安全帽，並應繫好扣帶。 

（二）乘車時，從靠路邊的這一邊上下車。 

（三）兒童應儘量避免坐在前座。 

（四）乘車時，不可多人共同使用一條安全帶。 

（五）乘坐汽車請繫安全帶，安全帶應穿過胸前，勿勒於頸部。

二、大眾運輸 

根據蔡中志（民 84）和劉韻珠（民 87）的看法，用路人在乘車的

安全方法上也有以下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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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程車方面 

1.叫計程車時，要走到不妨礙交通的安全地點攔車。 

2.坐在司機後面的座位較安全。 

3.從靠路邊的這一邊上下車。 

4.開門前應先回頭看清楚後面有無來車或行人。 

（二）公車方面 

1.應排隊上下車，不爭先恐後。 

2.勿緊靠車門站立、勿跪坐於座椅上，頭手勿伸出車外。 

3.站立時注意行車動態，抓緊拉環或欄杆，尤其車輛轉彎時。 

4.下車時應看清楚後面有無來車再下車。 

5.車未停穩或已開動時，請勿上下車。 

（三）火車及捷運方面 

1.搭乘火車時不可跨越鐵路。 

2.候車時勿緊靠月台邊，應在安全界限內候車。 

3.待火車、捷運停穩方上下車。 

本研究根據以上文獻，將國中生使用的各種交通工具使用安全事項

中，較常被探討的危險行為，分別從各用路人的角色整理，即行人角

色、駕駛人角色及乘客角色等三方面，如表 2-15所示。 

在行人角色中，重點分別為走路沒按照規定、沒有專心走路、於交

岔路口未注意、在道路或人行道上奔跑等的問題。在駕駛人角色中，分

別為腳踏車方面的定期檢修、選擇不符的腳踏車、無行於慢車道右側、

載重物、雙載及併排騎、不穩定騎乘、未穿鮮明的雨衣、未裝反光片或

車燈等。及騎機車方面的無照駕駛、沒載安全帽、沒定期保養機車、飆

車或蛇形、未注意行車動態以及無打方向燈等的問題。在乘客角色中，

分別為未戴安全帽、上下車未注意周圍狀況、未繫好安全帶、頭或手伸

出車外、未排好隊爭先恐後、緊靠車門站立、未隨時注意行車動態、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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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軌道行走或是候車時太靠近月台邊。 

 

表 2-15 國中生用路人角色之危險行為表現 

角色 工具 常見的危險行為說明 

行 
人 

步 
行 

1.走路沒走人行道，或走路沒有靠邊走。 
2.過馬路時無遵守號誌，直接穿越道路。 
3.走路時沒有專心行走。(如：嬉戲、聊天、聽音樂等) 
4.於交岔路口，沒有注意及防範行駛中的車輛。 
5.走路時，在道路或人行道上奔跑。 

腳 
踏 
車 

1.沒有定期檢修或選擇不符合身材的腳踏車騎乘。 
2.騎乘時無行於慢車道右側。(如：太靠近快車道) 
3.騎乘時載重物或雙載，或是併排騎車。 
4.騎乘時表現不當行為。(如：競速、蛇形或放開雙手等) 
5.雨天沒有穿顏色鮮明的雨衣，或撐雨傘行車。 
6.騎乘的腳踏車，沒有裝反光片或加裝車燈。 

駕 
駛 
人 

機 
車 

1.無照駕駛騎乘機車。 
2.騎乘機車時沒有載安全帽。 
3.沒有定期保養及檢修機車。  
4.騎乘時有不正當之行為表現。(如：飆車或蛇形等) 
5.騎乘時沒有注意行車動態。 
6.騎乘時要左右轉，無警示周圍的人。 

汽 
機 
車 

1.搭乘機車沒有戴安全帽。 
2.搭乘汽車時，上下車沒有注意後方來車狀況。 
3.搭乘汽車時，沒有繫好安全帶。 
4.搭乘汽車時，頭或手伸出車外。 

乘 
客 大 

眾 
運 
輸 

1.沒有排好隊，爭先恐後。 
2.緊靠車門站立，或是頭手伸出車外。 
3.站立時沒有隨時注意行車動態。(如：沒有抓緊拉環) 
4.車未靜止急著上下車，或沒有看清楚後面來車就上下車。 
5.跨越軌道行走，或是候車時太靠近月台邊。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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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探討 
 

壹、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目的與重要性 

對於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表現，會因個人與環境關係的影響而有不

同的狀況發生，為了追求道路交通的安全，盡量減少意外的發生，在環

境的部分須抑頼交通設施的設計與改良，在個人方面最好的方法即是教

育。根據黃如瑋（民 92）的研究，交通安全教育介入可以有效增進學生

的交通安全知識、交通安全態度和交通安全行為意圖，建議學校可以利

用相關課程，例如：健康教育課、綜合活動課、學校或班級行事時間

等，加強國中生之交通安全教育。 

許多學者對於交通安全教育的目的有不同的解釋，但其最終的目標

都是希望能夠維持良好的道路交通情況，保護個人生命財產的安全。吳

佳滿（民 84）曾指出，交通安全的目的在於，建立學生重視交通安全觀

念，加強學生實踐交通安的要求，減少學生交通安全事故的發生。同時

吳宗修（民 84）也指出，交通安全教育的目的為，培養用路人安全交通

行為所必須具備的認知力、態度、技巧與交通行為本身。所以交通安全

教育假定用路人的行為是受其個人的態度、技巧與知識所左右，而用路

人的這些特點是可以經由有系統的教育工作來加以改變。而黃國平（民

87）則表示，交通教育的目的在於教導用路人如何安全、快捷、舒適的

使用交通環境。 

許良明（民 92）從生命無價的觀點，認為政府投入龐大的經費，學

校動用偌大的智慧人力，家長惠予無限的關注，讓學生知道交通工具之

使用與保養、交通法規之認識與遵守，交通行為之控制與拿捏，處處表

現具有交通素養之新國民，因而從交通危機邊綠，救回值得珍惜的青少

年一命。葉名山（民 84）則認為交通安全之推行，首重喚醒大眾之重

視，藉教育手段，產生道德約束力量。最後藉諸法與執法，產生嚇阻作



 57

用，此猶鳥之二翼，缺一不可，並且相輔相成，同等重要。 

綜合以上文獻可知，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用路人的交

通安全認知、態度、知識，並應用於實際的道路交通狀況，使得道路交

通安全更順暢及個人生命財產的保障。其重要性，不管對個人、社會及

國家都是非常大的影響。所以，對於道路交通交通安全的教育更要慬慎

的規劃與執行，如此才能達到教育的成效與目的。 

貳、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方法與原則 

塑造安全的交通環境應從「3E」著手，所謂的「3E」係指教育

（education）、工程（engineering）與執法（enforcement）三途徑，「教

育」是藉由學校、家庭及社會等不同層面的教育，培養用路人正確的交

通安全觀念與行為；「工程」系指透過相關交通工程設施的改善，提升

用路人的安全；而「執法」則是透過警力針對違規的用路行為進行強力

取締與裁罰，以杜絕交通違規行為的產生。三者皆為維護學童交通安全

不可或缺之手段（羅孝賢，民 92）。 

而陳子儀（民 88）表示，交通安全政策的 3E 是改善交通事故的基

本準則，但專家學者都較重視教育的 E。原因是人能透過教育與學習啟

發正確理念，爾後能自我實現，故只要能有政策故為後盾落實教育，其

實質效果一定會比其他 2E 為佳。另外，學者林昭賢（民 84）也表示，

我國將既有的交通安全工作三原則，發展成為五原則，亦即指教育、工

程、執法、設備（equipment）及評鑑（evaluation）等，完善的工作體

制。 

    黃國平（民 87）表示為了達成交通安全的目的，學校教育、家庭教

育與社會教育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各扮演不同但彼此緊密關聯的角

色。而陳時宗（民 84）指出，積極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並不只是學校的

事，須靠家庭、學校、社會三方面的配合，才能有效推行而收到效果。

蔡逢時（民 84）同時也指出，目前交通秩序的混亂實導因於國民缺乏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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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精神與交通道德觀念，其解決之道應以「家庭教育」、「學校教育」、

「社會教育」三方面來著手，以三者的力量共同來啟發國民的良知良能

和守法的行為規範。黃宗輝（民 84）則認為，推行交通安全教育，我們

可把握幾個教育原則：一、注重早期的教育；二、兼顧學生未多來的教

育與現實的安全；三、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並重；四、學校教育與家庭

教育同時進行。因此，以下分別針對家庭、學校與社會三方面來說明： 

一、家庭方面 

黃國平（民 87）表示，家庭教育要求父母、家長以身親自示範藉

以強化學校教育認知交通安全環境的功能，而且透過提供學生交通工

具的條件，指導學生正確使用交通工具或限制其不當使用交通工具。

而張振成（民 90）也指出，父母應以身作則，勉子女遵守通法規，講

解交通常識，多收聽或收視交通安全之廣播與電視，使其暸解汽車肇

事之可怕。尤以當子女駕車外出之前，能親切關愛曯其不闖紅燈、不

超速、不酒後開車；宜避免不愉快或刺激性語氣，以免影響其情緒，

導致分心。 

另外，倪兆雄（民 70）認為父母對兒童要不厭其煩的叮嚀，可減

少小孩子在街上嬉戲發生車禍；攜帶子弟外出時，把握隨機教育，時

時教導子弟不遵守和遵守交通安全規則的危險性和安全性；上下車或

駕車外出，處處要以身作則，尊老讓幼，子弟們養成謙讓的好習慣；

勿讓未成年子弟騎機車駕汽車，或在腳踏車後帶女友郊遊；交付子女

工作（如上街購物等）先考慮是否有足夠時間來回完成，以免子女慌

張奔跑而疏忽了交通安全；告訴子女雨天出門，最好穿雨衣，尤其不

可騎車又撐雨傘；宴會或聚餐時，勸戒要駕車的親友少吃酒，以免頭

昏甚至酒醉誤事送命。 

二、學校方面 

學校教育為多數人系統化基礎教育紮根的開端，事實上，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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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日後觀念的建立也都是從學校的學習開始，特別是來自老師與同儕

間的互動影響，而學校教育的功能在傳遞交通安全的知識，建立學童

交通安全的習慣，協助學童發展認知交通危險的能力（黃國平，民

87）。張振成（民 90）則指出，應由教育機構統一編訂交通安全教

材，列人中小學課程，經常講述交通安全常識；間或舉行交通安全單

元教學、作文、演講及壁報比賽等活動，使學生真實知法。至於現行

中小學交通糾察隊，對改善交通秩序裨益良多，應貫徹實施。 

倪兆雄（民 70）認為全國大中小學的同學們，除了路隊童子軍在

教師的指導下，維持交通秩序外，每位同學也應在上放學適時的遵守

及宣導；國小國中學生還不能有獨立判斷力，凡是五人以上行走，要

先編隊（居住一條街或同村里為準），再選定小隊長，義務維護同學

上下汽車火車或橫越道路等安全工作。 

三、社會方面 

社會教育在於正確提供社會通俗的認知價值與行為取向的標準，

以養成正確且安全使用交通工具或參與交通環境的習慣（黃國平，民

87）。而張振成（民 90）指出，社會性教育除交通機關、警察機關、

教育機關本身職責之外，其他如傳播事業、私人企業、汽車製造與銷

售業，皆須參與交通安全工作，讓全民建立禮讓共識；且可利用村民

里民大會，講述遵守交通秩序之重要性，以加深其印象與警惕；或委

託電視公司製作交通安全專輯播放，耳濡目染，使每一位國民於日常

生活中注意交通安全。倪兆雄（民 70）也指出，在社會教育方面應將

現有社區功能強化起來，並請社會賢達，民意代表領導轉移風氣，發

揚禮讓精神，或者是加重違規的處罰。 

在道路交通安全的宣導方法上，黃國平（民 87）認為交通安全不

僅在內容上應要具有創意，在行銷上也要兼具創意，如此才能贏過漫

畫、電玩、電視等對於學童的吸引力。也才能讓國、高中學生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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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沉重的升學壓力之下願意讓子女參與投人與學習新的科技、知

識，接觸新的活動，而這些科技活動又都是與交通安全教育有關的。

陳鈨雄（民 88）也指出，交通教育與宣導，其內容應加以擴大，不應

局限於交通法規之講解，至少還應擴及至政府所推行之政策及其背景

之說明，以及若干觀念之改變或矯正。王國川（民 87）表示，政府、

學校與社會應用大眾傳播媒體來進行各交通安全教育宣導。廖天賦

（民 88）也表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是長期、持續性工作，經由網際

網路輔助，使交通安全教育能以更普遍化、科學化、生活化的方式來

傳達，進一步教育用路人，改善交通秩序，促進交通安全。 

根據許多學者專家的看法，將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原則，歸納整理

出以下幾點： 

一、對於青少年行為之導正，較有效的教育方法應獎懲並用，不是一

昧的禁止（尚樂野，民 84）。 

二、從小培養遵守交通規則觀念，實踐於生活中（劉韻珠，民 87）。 

三、交通安全教育的實施，對媒體報導、道路交通設施等都是具體的

教育題材，重要的是與整體環境的塑造配合（陳高村，民 87）。 

四、針對不同認知階段的對象進行規劃設計外，在實施時亦應針對各

該對象適時、適所、以適切的方式加以推動（陳高村，民 87）。 

五、施行交通安全教育最簡便的方法即執法與交通安全教育配合（陳

鈨雄，民 84）。 

另外，從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未來發展來看，張哲揚（民 87）有以

下幾點看法： 

一、加強學生交通事故管制，建立學生事故資料庫。 

二、強化交通安全施教方法，以活潑、生動方式落實教學。 

三、交通安全教育儘速納入正式課程，促使家長及學生真正重視。 

四、激發學生榮譽心、自尊心，自動自發學習交通安全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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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配合時代潮流適時修正，以切合學生需要。 

參、危險行為與道路交通安全教育關係 

以家長對青少年的危險行為之影響來說，朱健全（民 87）指出，無

論是都市或郊區學校，整個上下學秩序受到擁擠與混亂的干擾，參與其

中的學童不但交通安全受到威脅，家長不知不覺中在道路上得到錯誤的

交通行為示範，更隱然腐蝕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所做的努力。張嫺茹和黃

國平（民 88）也指出，現代家庭結構簡化，子女人數降低，家長基於疼

愛子女的緣故多以汽機車接送上學子女，結果反而有延緩子女學習如何

正確因應交通環境的現象。另外，白璐（民 85）也表示，成人經常給兒

童一些交通冒險和違規行為的示範，甚至於帶著他們一起做。例如：不

遵守交通號誌穿越馬路、騎機車不戴安全帽等。 

基於上述的原因，或者是國中生的個人特質因素，我們應當加強道

路交通安全在危險行為方面的教育。陳子儀（民 90）指出，在兒童交通

安全教育現況與改善上，認為應教育兒童在複雜交通環境下，能認識危

險而事前發現，防止事故發生。張嫺茹和黃國平（民 88）也指出，教導

兒童及青少年如何正確及穿越道路、認知道路危險並減少學童受傷害的

機會，已成為交通安全教育之重點。 

而黃國平（民 84）和蔡中志（民 84）則認為改善交通安全，針對學

生可以經由駕駛行為教育，改善其現階段及未來使用道路的習慣，預防

交通事故的發生。魏信堅（民 84）同時也認為，交通事故應教育我們的

民眾危險駕駛的可怕，應如何做到真正的安全駕駛，以及一時疏失肇事

所須付出的代價。吳舜丞等（民 87）則表示，進行交通安全教育時，除

認識一般交通規則，更應提供實際道路安全常識及個人安全防護知識，

並期昐每日上下學過程，成為學生實際學習交通安全的好環境。 

在相關的研究中，Eisenlauer（1991）指出，在學校交通安全教育之

教學重點應含蓋有：教授學生安全知識、適當安全技巧、協助學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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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判斷力、培養學生優良的態度、發展情緒穩定性，以及使學生認識

到生理能力與每日生活之密切性。另外 Molen（1981）認為學童交通安

全教育乃在訓練學童具備選擇安全交通環境的能力，並在當下環境採取

最安全的行為反應，層面含蓋有學童如何安全上放學、灌輸交通安全知

識、培養道德守法觀念、認識各種交通設施，以及加強危機處理能力

等。 

而陳子儀（民 88）所蒐集的日本專家託間先生的調查結果發現，對

於曾受課與希望再學之意願比較中，在「腳踏車之危險性與安全指導」

科目中，曾經受課者有 35.8%，希望再學者有 34.5%；「危險預知訓練」

曾經受課有 15.3%，希望再學有 27.0%。由此可知，對腳踏車之危險性

與安全指導，學過者與希望再學者差不多，而危險預知訓練則有更多人

希望再學。不難理解危險的預知與預測的課程對每個人是非常重要的。 

陳子儀（民 89a）也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要求學生守法、說明

法令規定事項及教授號誌、標線、標誌所包含意義，或學習交通指揮手

勢是不夠的。更重要仍是教授如何收集周圍環境狀態情報，做預先正確

的判斷相關知識及演練。所以在中學教育階段應加強傳授道路交通特有

知識，提高能夠對道路交通現實中的責任內省所必要的能力與行為做教

學課題，若能夠對現今交通形態現象、條件，或結果做批判性思考更理

想。另外，交通安全教育需教導學生有安全意識，學習如何朝夕與生活

環境中的危險相處，絕不能以禁止來替代。  

綜合上以文獻可知，對於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的推行，除了在內容上

要符合學生的認知程度外，內容的實用性、創意性及宣傳方式等，每一

個環節都必須注重，特別在交通安全教育的內容上，除了針對道路交通

安全標誌及法規條文的知識傳授外，在道路交通安全的實際體驗，以及

對於道路交通環境的危險認知，應該多加的研究探討，培養學生對交通

的危險意識，減少危險行為的發生，進而達到道路交通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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