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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我國國中生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認知與表

現，配合相關研究及文獻，分別從行人角色、駕駛人角色及乘客角色三個

層面探討，並透過蒐集而來的研究問卷資料，將資料進行分析統計，以暸

解我國國中生的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程度之差異

情形，與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頻率上的差異情形，以及不同認知組的國

中生在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頻率的情形。本章共分為研究發現、結論與

建議等三節，茲說明如下：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主要針對第四章的描述性統計的分析資料，將受試者的不同個人

背景變項之分佈情形、道路交通安全的基本認知情況，與道路交通危險行

為認知程度及表現頻率情況，分別將其研究發現說明如下： 

壹、個人背景資料部分 

一、國中生與腳踏車的關係 

從調查研究中發現，「會騎腳踏車」的國中生佔 97.6%為最多，「不

會騎腳踏車」佔2.4%；而在騎腳踏車的經驗上，以「2年以上」為最多

佔 85.6%，其次為「1∼2年」佔5.3%；另外在騎腳踏車的頻率上，以「每

天都騎」為最多佔 24.0%，其次為「經常騎」佔21.3%，但「幾乎沒在騎」

的也佔有20.4%之多。 

由上述結果可知，我國國中生將近有九成七會騎腳踏車，而經驗在

2年以上的有八成五左右，近五成（45.3%）的國中生是「每天都騎」

及「經常騎」，亦有二成是「幾乎沒在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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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學生在國小及國中成長階段的主要通學方式 

從統計資料中發現，國小至國中階段的主要通學方式的改變，在「走

路」的比率，由國小的 46.6%，減為國中的 23.2%；「騎腳踏車」的比

率，由國小的 14.6%，增為國中的 40.6%；「搭公車」的比率，由國小

的 3.1%，增為國中的 8.2%；「搭火車(含捷運)」的比率，由國小的 0.1%，

增為國中的 0.3%；「搭校車的比率」，由國小的 1.7%，升為國中的 3.3%；

「機車接送」，由國小的 18.2%，減為國中的 9.5%。；「汽車接送」，由

國小的 14.5%，減為國中的 12.6%。另外我國學生的家裡與學校距離為

「未達 1km」的，由國小的 47.1%，減少為國中的 30.1%，而「超過 5km」

的，由國小的 6.1%，增加為國中的 14.0%， 

由上述結果可知，國小升至國中後，大部分學生的就學距離變遠，

原本在國小階段近五成為「走路」方式，升國中後轉變為有四成「騎腳

踏車」的方式，而「搭公車」、「搭火車(含捷運)」與「搭校車」的比率

也略有增加，且父母親以機車及汽車接送保護的情形，升上國中後也減

少。另值得注意的是，騎乘機車通學的比率有增多的趨勢，由國小階段

的一成一，增為國中階段的一成九。 

三、社會影響因素與危險的交通行為關係 

    本研究統計發現，國中生在道路交通危險行為受社會影響因素中，

五成八受父母影響而改善危險之交通行為，三成八是受老師影響，受同

學影響只有一成五；而曾受影響而表現危險之交通行為中，近四成是同

學，一成一是受父母影響，受老師影響者近一成。 

    由上述統計結果得知，國中生曾受影響而「改善」危險之交通行為

的社會影響因素中，分別為父母、老師及同學，以父母及老師的影響最

大，而同學因素最少；而曾受影響而「表現」交通危險之交通行為的社

會影響因素中，分別為同學、父母及老師，以而同學影響因素最大，而

父母及老師的影響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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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基本認知 

    此部分為複選題，各選項之百分比是以贊成該選項的人數來計算。 

一、走到有號誌之交岔路口時，看到黃燈在閃爍，國中生的因應情形？ 

（一）最多為「站在路邊等候一下綠燈」（佔 53.2%）； 

（二）其次為「看一下左右來車再快速穿越道路」（佔 45.7%）； 

（三）再次之「注意號誌狀況很快的穿越道路」（16.5%）； 

（四）最少為「立即快速穿越道路」（11.5%）。 

二、走到有號誌之交岔路口時，看到號誌剛從黃燈轉換為紅燈時，國中

生的因應情形？ 

（一）最多為「不會闖紅燈，會停下來注意號誌變綠燈」（佔 64.8%）； 

（二）其次為「看情形，如沒有來車就快速穿越道路」（佔 33.4%）； 

（三）再次之「在趕上學來不及時，會很小心穿越道路」（佔 18.2%）； 

（四）最少為「看到朋友在招呼時，會想辦法穿越道路」（佔 4.3%）。 

三、走到交岔路口前就看到綠燈在閃爍（無倒數號誌），到路口時未 

轉換黃燈，國中生的因應情形？ 

（一）最多為「還是注意左右來車後穿越道路」（佔 59.1%）； 

（二）其次為「綠燈是可以通行的，當然立即穿越道路」（佔

28.8%）； 

（三）再次之「停下來等下一個綠燈，並注意左右來車」（佔

22.0%）； 

（四）最少為「停下來注意號誌燈，等下一次綠燈」（佔 10.2%）。 

四、國中生對於「老師或家長說走路(含腳踏車)要小心和守法」這個問 

題的反應情形？ 

（一）最多為「我覺得大家守法交通會順暢又安全，防止發生道路交

通事故，大家平安的使用道路」（佔 77.4%）； 

（二）其次為「我覺得他們在提醒大家，違法被警察查到時會被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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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鍰（罰金錢）好幾百元」（佔 19.4%）； 

（三）再次之「我覺得他們在提醒，要注意警察在路口時不可以闖紅

燈穿越道路」（佔 14.6%）； 

（四）最少為「我覺得大家都不守法，我守法沒有用」（佔 8.7%）。 

五、對於「學校或家長禁止你們騎腳踏車到學校」，國中生的反應情形？ 

（一）最多為「還是遵守學校規定或聽家長的話，我不會去騎乘」（佔

46.3%）； 

（二）其次為「雖然禁止騎乘，可是我會騎乘，而且會很小心騎，我

覺得沒有關係」（佔 32.4%）； 

（三）再次之「腳踏車免考駕駛執照，為什麼要禁止我們騎，覺得不

應該」（佔 21.6%）； 

（四）最少為「雖然我想遵守，可是不騎腳踏車很不方便，會偷偷地

騎乘」（佔 14.3%）。 

六、對於「騎腳踏車一定要戴安全帽」的問題，國中生的反應情形？ 

（一）最多為「腳踏車用安全帽也許能夠保護頭部，但樣式真難看，

所以不想戴」（佔 44.0%）； 

（二）其次為「腳踏車用安全帽確實能夠保護頭部安全，騎腳踏車時

我都會戴」（佔 32.2%）； 

（三）再次之「沒有意義又麻煩」（佔 24.3%）； 

（四）最少為「不相信腳踏車用安全帽可以防護頭部傷害」（佔

13.4%）。 

七、在走路、騎車或搭車時，曾經有過事故（含未受傷）的？是發生在

下列那些項目中？ 

（一）最多為「騎腳踏車（駕駛人角色）時」（佔 48.5%）； 

（二）其次為「走路（行人角色）時」（佔 26.0%）； 

（三）再次之「和朋友共乘腳踏車時」（佔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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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次之「搭乘機車（乘客角色）時」（佔 9.8%）； 

（五）再次之「搭乘汽車（乘客角色）時」（佔 5.9%）； 

（六）最少為「其他」（佔 1.1%）。 

由統計結果可知，國中生對號誌燈在閃爍或轉換為黃燈的危險情境

中，有正向認知的近六成左右；有七成七認為「大家守法交通會順暢又安

全，防止發生道路交通事故，大家平安的使用道路」；對於「學校或家長

禁止騎腳踏車到學校」，有四成六會遵守，但有三成二會覺得小心騎就沒

有關係；而對於「騎腳踏車一定要戴安全帽」有四成四覺得樣式難看不想

戴，但有三成二認為應該戴，而且會戴；在走路、騎車或搭車時，顯示有

七成八發生過事故，而發生最多的為騎腳踏車時，其次為走路時，再次之

為共乘騎腳踏車時，最少為乘客角色的搭乘汽機車時。 

參、我國國中生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認知程度及表現頻率情形 

一、我國國中生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認知程度情形 

在各層面中平均數高低分別為「行人角色」為 4.1162 分，「駕駛

人角色」為 4.0011分，「乘客角色」為 3.8861分，而「整體」為 4.0011

分。可知「行人角色」及「駕駛人角色」皆為 4分以上。故國中生在此

兩個角色之認知程度較高。且各層面的平均值介於 3.8861∼4.1162分之

間，其平均數都大於 3分的中間數，所以我國國中生的道路交通危險行

為認知程度，在各層面的傾向是中偏高的認知情形。 

二、我國國中生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表現頻率情形 

各層面中平均數的高低分別是「駕駛人角色」為 2.4059分，「行人

角色」為 2.3597分，「乘客角色」為 2.2123分，「整體」為 2.3339分。

而「駕駛人角色」及「行人角色」的平均數較高且接近，故國中生在此

兩個角色較容易表現危險的交通行為。各層面的平均值介於 2.2123∼

2.3597分之間，其平均數都低於 3分的中間數，所以我國國中生的道路

交通危險行為表現頻率，在各層面的傾向是中偏低的表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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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論 
 

本節依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即「暸解我國國中生對道路交

通安全的基本認知為何？」、「暸解我國國中生在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程

度為何？」、「暸解我國國中生在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頻率為何？」、「我

國國中生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程度有無顯著差

異？」、「我國國中生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頻率有

無顯著差異」以及「不同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程度的國中生，與道路交

通危險行為表現頻率的差異如何？」等六項，以下依據第四章所得的統計

考驗結果，將本研究之研究發現以及結論陳述如下： 

壹、我國國中生對道路交通安全的基本認知：在號誌燈轉換的危險情境方

面，正向認知的有五成以上；道路交通的守法方面，正向認知的有七

成以上；而禁止騎腳踏車到學校方面，有四成六認同且會遵守，但有

三成二會覺得小心騎就沒有關係；在腳踏車的安全帽使用方面，有三

成二認為應該戴，而且會戴，但有四成四覺得樣式難看不想戴。 

貳、我國國中生在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程度：其高低分別為行人角色、

駕駛人及乘客角色層面，而以行人角色及駕駛人角色較高，且在各層

面的傾向是中間偏高的認知情形。 

參、我國國中生在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頻率：其高低分別為駕駛人角

色、行人角色及乘客角色層面，而以駕駛人角色及行人角色較高，且

在各層面的傾向是中間偏低的表現情形。 

肆、我國國中生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程度有顯著

差異：在行人角色的認知程度上分別有「性別」、「年齡」、「騎腳踏車

的經驗」、「騎腳踏車的頻率」、「國小階段主要通學方式」、「國中階段

主要通學方式」、「受父母影響而改善」、「受老師影響而改善」、「受父

母影響而表現」及「受老師影響而表現」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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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駕駛人角色有「性別」、「學校地理區域」、「騎腳踏車的經驗」、

「國中階段主要通學方式」、「受父母影響而改善」、「受老師影響而改

善」及「受老師影響而表現」變項。 

在乘客角色分別有「年齡」、「學校城鄉類型」、「學校地理區域」、

「騎腳踏車的經驗」、「騎腳踏車的頻率」、「國小階段家裡與學校距

離」、「國中階段家裡與學校距離」、「受父母影響而改善」以及「受老

師影響而改善」變項。 

在整體上有「性別」、「年齡」、「學校地理區域」、「騎腳踏車的經

驗」、「國小階段主要通學方式」、「國中階段主要通學方式」、「受父母

影響而改善」、「受老師影響而改善」以及「受老師影響而表現」變項。 

伍、我國國中生不同個人背景變項，與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頻率有顯著

差異：在行人角色的表現頻率上分別有「年齡」、「學校屬性」、「學校

地理區域」、「騎腳踏車的經驗」、「國中階段家裡與學校距離」、「受父

母影響而改善」、「受老師影響而改善」及「受同學影響而表現」變項。     

在駕駛人角色分別有「性別」、「年齡」、「學校地理區域」、「騎腳

踏車的經驗」、「騎腳踏車的頻率」、「國小階段主要通學方式」、「國中

階段主要通學方式」以及「受同學影響而表現」變項。 

在乘客角色分別有「年齡」、「學校屬性」、「學校地理區域」、「騎

腳踏車的經驗」、「受父母影響而改善」、「受同學影響而改善」、「受父

母影響而表現」、「受同學影響而表現」及「受老師影響而表現」變項。 

在整體上分別有「年齡」、「學校屬性」、「學校地理區域」、「騎腳

踏車的經驗」、「騎腳踏車的頻率」、「國中階段主要通學方式」、「受父

母影響而改善」、「受父母影響而表現」及「受同學影響而表現」變項。 

陸、不同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程度的國中生，在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表現

頻率有顯著差異：其高低依序為「低認知組」、「中認知組」及「高認

知組」。即對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程度愈低，愈容易表現危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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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本節主要說明對本研究的建議，根據所獲得的研究發現及結論提出建

議，以做為教育、交通主管機關、相關教育人員、道路使用者（國中生）

及未來後續研究等對象，以做為交通安全教育政策與後續研究之參考，分

別說明如下： 

壹、對國中生騎腳踏車安全加強教育及研擬相關措施：學生在國中階段主

要的交通方式為騎腳踏車，且其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比率也最高，因

此教育、主管機關應特別對國中生騎腳踏車安全加強教育與輔導。交

通主管機關則研擬相關維護國中生騎腳踏車安全措施。例如：推動自

行車專用道；及修正相關交通法令，以減少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之機率。 

貳、對於道路交通安全教育方面應加強學生的危險意識及體驗學習：因國

中生對危險行為的認知愈高，愈不容易有危險行為的發生，所以相關

交通安全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課程及教學方面，應加強教導學生的道

路交通行為上的危險意識，以及預測危險的能力，另讓學生以體驗或

試騎方式學習，使學生能對道路交通環境提高警覺與注意力，事先做

好預測及防範的動作，以避免道路交通事故的發生。 

參、對於國中階段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與宣導，除持續加強學校交通安全

教育外，家長的配合亦非常重要：應配合媒體多舉辦與學生家庭及社

區共同互動的道路交通安全活動，邀請社區民眾及學生父母參與，促

使共同加深道路交通安全意識。 

肆、道路使用者應盡量選用大眾運輸工具及加強腳踏車使用知識及技能：

我國國中生在道路交通工具的使用上以腳踏車居多，而腳踏車的保護

結構較弱，其安全性低於汽車，所以應盡量選用大眾運輸工具，或者

加強使用腳踏車的安全知識及騎乘技能，以減少道路交通事故發生之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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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道路使用者擔任乘客角色時應與其他角色一樣多注意安全：我國國中

生於乘客角色時對道路交通的危險狀況感受較低，故擔任乘客角色時

亦應隨時注意四周圍的道路交通狀況，以保護自身的安全，避免道路

交通事故的發生。 

陸、國中生同儕間應互相鼓勵及成長，勿進行危險活動，應多從事有益身

心建康活動：國中生在青春期身心理特徵的變化較大，精力旺盛以及

愛冒險，是較為不穩定的時期，對於同學表現危險的道路交通行為，

應予以誠懇的勸導及糾正，也勿因為愛面子或怕被同學嘲笑等因素，

而表現出危險之交通行為，以保障自身與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應多

從事安全及有益身心健康的戶外活動。 

柒、國中生應加強自我道路交通安全意識，與確時遵守交通安全規則：避

免危險的交通行為發生，以保障自身與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捌、對未來後續研究之建議 

  對未來後續研究的建議，分別從研究對象方面、研究工具及方法，以

及研究內容等三方面說明之： 

一、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對象為我國國中生，主要研究國中生階段的道路交通危險行

為，以整體的道路交通用路人來看，還有其他不同階段的用路人。建議

後續研究者可以不同階段的用路人為研究對象，以瞭解不同年齡層或族

群之間的道路交通危險行為認知與表現情形。 

二、研究工具及方法方面： 

本研究工具使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進行母群的量化資料蒐集，在道

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認知與表現情形上，僅能針對蒐集而來的數據資料進

行分析，其探討的深度有限，若能以訪談調查或個案研究進行研究，則

對研究的深度有很大的幫助，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多使用其他的研究工

具及方法，以期能更加深入的探討國中生的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狀況，使



 180

研究更能達到完善的成果。 

三、研究內容方面： 

本研究之道路交通危險行為共分為「行人角色」、「駕駛人角色」及

「乘客角色」三個層面來探討，故其內容只能解釋國中生在不同用路人

角色上的情況，對於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認知及表現，也可從其他不同

的角度來探討，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道路交通危險行為做更廣泛的

內容探討，以使道路交通危險行為的相關研究內容更臻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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