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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高雄、台南部分學校高年級學生對於鉛筆盒及文具的一些

看法，包含幸福感、鉛筆盒的內容物、鉛筆盒的影響。研究發現： 

一、 鉛筆盒形狀 

高雄、台南學校高年級多數學生都有鉛筆盒，且大多是橫式長方形的形狀，

同學多數會裝吊飾來裝飾鉛筆盒 

 

二、鉛筆盒的影響 

高雄、台南學校高年級學生多數會把新的鉛筆盒珍藏起來，因為舊的鉛筆盒

還沒有壞，覺得沒差，同學多數覺得鉛筆盒的好壞不會影響交友、成績、上課

表現。 

三、研究結果 

高雄、台南學校高年級學生多數鉛筆盒裡筆的數量和期望鉛筆盒裡的筆數量

為6〜10支，且多數最常用的筆和最想得到的筆是自動鉛筆，大部分筆的價錢為

1〜50元。高雄、台南學校高年級學生多數不會在文具上貼姓名貼，但是文具不

見時會感到難過。高雄、台南學校高年級學生多數目前不想換一個鉛筆盒，多

數父母親幫孩子買鉛筆盒裡文具的地方是文具店，且大部分學生最喜歡「無印

良品」的筆，多數學生鉛筆盒裡除了筆以外的文具最多的是剪刀、膠水、釘書

機、便利貼以外其他的文具，大部分鉛筆盒的材質是織布。 



壹、 研究動機及目的(或問題)  
一、研究動機： 

 書包裡除了書以外，最重要的的就是鉛筆盒了。鉛筆盒雖然小小的，但是外

觀和材質卻各有不同，鉛筆盒裡面可以裝下自己需要及喜歡，所以每個人的鉛

筆盒都包羅萬象，有所不同，例如：鉛筆、自動鉛筆、原子筆、尺、橡皮擦、

膠水等等，琳瑯滿目。每次在過年時到親戚家拜年聚餐時總會發現我們和他們

的鉛筆盒有些不一樣，大家都會互相推薦自己使用過覺得非常好用的文具，告

訴他在哪裡買的到，買不到也可以幫他們買，這是一種好的情感交流與資訊的

交換。久而久之會發現為什麼他們的文具會跟我們的有所不同，心中產生疑問

後，自然而然的就想出答案，也許這裡面有我們所想不到的答案。 

 

二、研究目的： 

1.想了解學生鉛筆盒裡的東西 

2.想知道不同地區的學生對鉛筆盒裡的內容的差異 

3.想知道不同地區的學生對於文具用品的看法 

 

三、待答問題： 

1.學生鉛筆盒裡有甚麼東西？ 

2.想知道不同地區的學生對鉛筆盒裡的內容甚麼不同呢？ 

3.想知道不同地區的學生對於文具用品甚麼差異呢？ 
 

 



貳、文獻探討 
一、台灣各地的經濟情形 

1-1 臺灣家庭的經濟收入狀況 

  根據中央社記者邱柏勝的報導(2017)指出，在台灣貧富差距百倍，根據財

政資訊中心發布 104 年度綜所稅申報資料，所得在前 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為

新台幣 471.5 萬元，最後 5%的家庭，平均年所得僅 4.7 萬元，差距仍達百倍，

為歷年次高。進一步分析所得前 5%家庭的年所得來源，其中每戶的薪資所得平

均為 286.8 萬元，股利所得平均約 123 萬元，分別是最窮 5%家庭的 198 倍、97.5

倍，顯見最有錢的家庭成員不僅高薪，也有相當高的投資所得，進一步拉開貧

富差距。最有錢的前 5%家庭，申報所得就占了綜合所得總額的 25.3%，等同囊

括 4 分之一的全國所得。分析如以下圖表： 

縣市 平均年收入 收入排序比較 

台北市 132.6 萬元 １ 

新竹市 129.2 萬元 ２ 

新竹縣 110.8 萬元 ３ 

嘉義縣 73.2 萬元 ６ 

南投縣 73.3 萬元 ５ 

屏東縣 73.8 萬元， ４ 

整理自中央社報導（2017） 

  財政部指出，直接以課稅用途的申報所得計算所得差距倍數顯已失真，無

法客觀呈現所得差距的真實狀況，相關數據應以主計總處公布資料為準。因此

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家庭的經濟收入各縣市差異盛大，尤其是北部地區，年所

得明顯大於南部地區。 

 

 

 

 

 

 

 

 

 

1-2 105 年臺灣地區個人所得分配概況 

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指出，2016 年臺灣地區年中家庭戶數 8,458,223

戶，平均戶內人口數為 3.07 人，其中成年人 2.54 人，未成年人 0.53 人。 

以一百年幣值計算，平均每戶實質可支配所得為 993,115 元；同期間，臺灣地

區家庭最終消費支出總額達當年新臺幣 65,704 億元，平均每戶消費支出為當年

新臺幣 776,811 元。 

分析如以下圖表： 



 單位：新臺幣元

每戶人數 家庭戶數 (戶) 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 平均每戶消費支出 

一人 1,022,289 427,623 345,606 

二人 2,446,174 738,556 583,932 

三人 1,952,863 1,042,108 794,687 

四人 1,795,275 1,286,501 1,000,738 

五人 728,973 1,376,833 1,090,848 

六人 313,861 1,478,928 1,176,329 

七人 147,768 1,670,657 1,333,059 

八人 28,356 1,776,415 1,409,447 

九人及以上 22,663 2,046,634 1,714,675 

整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6） 

  

1-3 臺灣小學生零用錢數量 

 陳碧芬（中時電子報，2017）台灣小學生平均每週有 153 元當作固定零用錢，

獲得金錢的其他管道包括考試表現好、幫忙做家事，或是生日禮金，金錢總額

看起來並不高；可是，調查同時發現，逾四成受訪小學生曾借錢給別人，雖超

過七成表示對方有還錢，仍有近三成說，「部分還了、部分沒還」，或是直接說

「沒有還」，等同於小學生的財務管理有近三成的「呆帳」。 

    零用錢不夠多、借錢呆帳率又高的情況下，財金智慧教育推廣協會表示，

小學生們對於想買「想要」的東西，若是遇上錢不夠，「2017 小學生理財現況調

查」結果顯示，34％受訪小學生會跟爸媽或長輩談條件，例如考試考的好就可

以買，創 2016 年的 28％、2014 年 30％新高。2017 年調查有 18％的受訪小學生

表示，會「直接請爸媽或長輩買」。 

    由上可知小學生的零用錢一週平均 153 元，大部份小學生一週零用錢大花

很快，在加上借、還錢，所以馬上就已條件的上來換取零用錢。 

2-1 臺灣幸福感城市調查 

 

 

 

 

 

 

 

 

 

 

 

 



2-2 臺灣國小學生幸福感 

台灣孩子覺得在校比在家幸福。最新調查台灣兒童的學校幸福感平均 94

分，家庭幸福感卻僅 85 分；3 成 8 孩子在家曾被大人打，也有 2 成 7 曾被獨自

留在家過夜，還有近 2 成 6 的孩子須自行準備三餐，體罰、缺乏家人照料和親

子溝通，讓孩子覺得不幸福。 

兒童福利聯盟去年 9、10 月，問卷調查全國 22 縣市國小四、五、六年級學

生 1817 人，了解孩子個人、在家、在校幸福感。滿分 100 分，整體幸福感 88

分屬中等，其中學校幸福感平均 94 分最高，但部分孩子在校曾被騷擾、威脅、

毆打。家庭幸福感 85 分居次，調查顯示 3 成 8 的孩子在家曾被大人打，逾 3 成

覺得不易跟爸媽傾訴煩惱，2 成 7 曾被獨自留在家過夜。個人幸福感僅 84 分，

近 2 成 9 的孩子自認比不上別人，近 1 成 3 不覺得快樂，甚至有近 14%認為世界

少了自己沒關係。 

調查另發現女孩幸福感高於男孩、有手足者高於獨生子女；來自單親、隔代

教養或貧窮家庭的兒童，個人、學校或家庭幸福感分數皆較低。兒盟執行長陳

麗如分析，體罰、缺乏家人照料和親子溝通，讓孩子覺得在家較在校不幸福；

大人慣於比較孩子，也易使孩童缺乏自信、產生負向自我認同，應多鼓勵。  

小學生李得榕說，在校要撿垃圾，在家有爸媽疼，她覺得在家較幸福。小學

生蔡明宜說，在學校可參加運動會，有時還可看電影，回家則要補習，一點都

不快樂；另一名小學生蕭柔說，父母和老師都會給壓力，「越大越覺得不幸福」。  

兒童幸福感調查結果 

★38.3%：覺得把煩惱告訴爸爸不容易 

★38%：會被大人打 

★31.3%：覺得把煩惱告訴媽媽不容易 

★28.7%：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 

★27.3%：曾獨自在家過夜 

★25.5%：需自備三餐 

★13.7%：覺得這世界少了自己也沒關係 

★12.2%：覺得孤單 

資料來源：兒福聯盟  

4-1 文具的品牌種類 

 

 

 

 

 

 

 

 

 

4-2 小學生最喜歡的文具 



（一）實用安全設計順手 

小學生買文具的第一考量是安全，購買前必須先想想眼下的文具是否容易造

成意外傷害，材質是否天然無毒，是否有清楚的商品標示或通過任何安全檢測

安全無疑慮，接著考量使用的順手度與實用度，例如可輕鬆裝訂厚重文件的易

壓型訂書機、省力省時的削鉛筆機、具有防滑設計的直尺等，都是基本好用的

文具，此外，小學生手指掌控及協調能力都在成長發育中，特別是低年級生重

視正確握筆及筆畫書寫，因此書寫流暢滑順的鉛筆及自動筆、不易折斷且濃黑

滑順的筆芯，都能讓學童操作容易、輕鬆完成作業。值得注意的是，市面上很

多造型文具以可愛或形狀特殊為訴求，但造型太花俏反而失去實用性，這時父

母親一定要替孩子把關，畢竟文具不是玩具，功能性仍然最重要，要以質感佳

且耐用的文具為主，才能讓孩子達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宗旨。 

 

（二）促進學習增進效率 

想提升孩子的學習態度，文具能幫上大忙，就像有些小朋友特別喜歡卡通圖

案，如果給他卡通圖案的實用文具，會讓他產生安心感，學習的心情更愉快；

但有些小朋友會因為花俏的卡通圖案而分心，反而適合簡約基本的款式，家長

選購時必須思考這點，並依孩子的心性來選擇文具風格。唯需注意的是，一些

非消耗品、會長期陪伴孩子的文具，建議採買比較乾淨、基本的耐用款式，如

此才不會受年齡限制或因流行風潮退去而過時。此外，擅用文書用品來協助孩

子學習，建議可採買不同尺寸與內頁樣式的筆記本，依學習目的選擇適合的款

式，如畫圖算數選擇空白筆記本、上課筆記選用橫條筆記本等。再者，小學生

雖然多用鉛筆，但也要準備原子筆、螢光筆以備不時之需，採買完後別忘了教

導孩子如何利用不同顏色與粗細度的筆，來劃記並區分課本重點。 

 

（三）輕巧易帶方便整理 

根據 2011 年教育部的調查發現，小學生的書包平均 3.1 公斤，最重更達 7

公斤，以醫學專家建議，書包重量不能超過體重的 1/8 來看，全台有 2 成 6 的

學童書包超重。考量課本重量已造成學生肩膀的負擔，文具用品更要盡量以「輕

巧、易收納、易攜帶」為主，不要選擇長度突出或造型奇特者，就像有些鉛筆

盒機關重重如同玩具，尺寸大、重量沉，卻放不了太多物品，比不上輕盈透明

的壓克力筆盒或輕便好帶的布質筆袋來得實際。 

 

（四）依學齡列清單 

依學齡列出小朋友必備的文具雜貨清單，讓家長可以輕鬆備齊！ 

1. 小一生基礎必備：初初踏進國小的小一生，需要的是基礎文具用品，書包要

準備筆盒、鉛筆、擦子、尺、紅筆、螢光筆、色鉛筆、安全剪刀等，其他如

手帕、水壺、票證夾、file 夾、分類小袋等也都是最普遍的常用物。 

2. 中年級追加添購：開始上全天課的中年級，有機會用到便當盒、便當袋、保

溫瓶，此外，美術、創意課程越來越豐富，可以追加多一點色筆或蠟筆，其

他如膠水、刀片等勞作用具也可多多準備。 



3. 高年級進階文具：高年級的學習內容較為艱深，需要有效率的學習模式，各

式筆記本、功能便利貼都能讓小朋友方便統整課程，訂書機也能幫助資料分

類，螢光筆則能協助孩子標示重點、聰明學習。 

     

    因此，本研究將以學生的領用錢多寡、購買的品牌，以及使用的情形進行

調查，了解台南地區及高雄地區學生在選擇上的差異及結果。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臺南與高雄國小高年級學生，原因是欲探討及了解高年級學生對

於鉛筆盒的看法和感受。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主要研究工具。問卷內容依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資料編

製，分為五部分，第一部份為「研究對象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鉛筆盒裡

的東西」，第三部份為「鉛筆盒的影響」。 

 

三、 研究流程 

本研究於 2017 年 9 月確定研究方向與研究對象後，即著手蒐集相關文獻。

研究工具採用問卷調查方式，研究者參考相關文獻後，依照本研究的目的進行

修改，編製出「臺南與高雄國小高年級鉛筆盒的秘密」問卷，於 11 月進行正式

問卷的發放及回收，隨後整理有效問卷資料並進行分析，最後根據研究目的提

出結論與建議，完成研究。 

 

 

 

 

 

發送問卷 擬定問卷 回收問卷 統計問卷 

※發送至台南、高

雄兩個縣市的問

卷，其中區域分為

都市地區、鄉村地

區、偏鄉地區，每

個區域各兩所，合

計高雄及台南兩

地，共十二所學校

進行調查。 

※依照參考文獻

的資料修改內

容，提出問卷的

題目。 

※依照指定時間

詢問並親自回收

問卷內容。 

※依照收回問卷

進行有效問卷、無

效問卷的編碼，並

將資料進行紀錄

及分析。 



 

本研究以問卷作為主要研究工具。問卷內容依據研究目的、相關文獻資料編製 

一、 研究對象：台南、高雄高年級小朋友 

二、 研究工具：使用問卷調查法 

三、 研究流程： 
 

  

資料整理分析及統整 

問卷統計圖製作 

文

獻

蒐

集

分

析 

 

問卷統計紀錄 

問卷發放 

鉛筆盒的祕密問卷調查 

 

研究方法 

研究目的 

研究動機 

 

結論討論與未來展望 



肆、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發放 718 份問卷至臺南、高雄國小高年級學生，並依照學校的規模

大小、區域性的特色進行發送，邀請填寫鉛筆盒相關的問卷，待至填寫完畢後

收回整理並依照答結果撰統計圖表以圓餅圖及長條作為表示。本問卷回收餅圖

及長條作為表示。本問卷回收 657 份，有效問卷 449 份，無效問卷 208 份，

其有效問卷回收率達 62% 。回收率 91%。有效率至少要 50% 才勉強可接受，60% 

算好，70%以上才算理想。本問卷有效回收率達 62% 屬於好的研究。 以下是這

次問卷調查的分析 : 

(一)研究結果 

第一部分第一題性別 

  

 
地區 台南 高雄 

男生人數 79  44 

女生人數 188 38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的同學，台南的女生比男生多；高雄的女生

比男生少。 

 

 

 



第一部分第 2 題父母職業 

 

 
地區 台南 高雄 

軍公教           20 1 

商 21 1313 

農 9 0 

工 34 25 

服務業 60 35 

自由業 12 6 

家管 2 0 

其他 15 2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的同學家長，台南和高雄職業為服務業的占最多，

但高雄沒有職業為農業或家管。 

 

 

 



第一部分第 3 題 換鉛筆盒的時間 

 

 
地區 台南 高雄 

兩年一次 39 20 

一年一次 38 14 

半年一次 29 14 

一個月一次 7 1 

沒換過鉛筆盒 14 9 

其他 46 24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的同學最多是在「兩年一次」、「一年一次」、「半

年一次」以外的時間換鉛筆盒。 

 

 

 



第一部分第 4 題 換文具的時間 

 

 

 
地區 台南 高雄 

一個月一次 72 22 

兩個禮拜一次 20 7 

一個禮拜一次 4 1 

一個禮拜一次三次以

上 
6 2 

其他 71 51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的同學多數在一個月一次和其他時間換鉛筆盒。 

 

 

 



第一部分第 5 題  零用錢與否 

  

 
地區 台南 高雄 

有零用錢 114 56 

沒有零用錢 59 27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的同學 66%都有零用錢，其餘 34%學生沒有零用錢。 

 

 

 

 

 

 



第一部分第 6 題 一個月零用錢費用 

 

 
地區 台南 高雄 

沒有零用錢 57 21 

一個月不超過 50 元 17 8 

一個月不超過 100 元 24 9 

一個月不超過 500 元 41 15 

一個月超過 500 元 17 14 

其他 16 16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的有零用錢同學，台南的多數為一個月不超過 500 元；

高雄的多數為「其他」。 

 

 



第二部分第 1 題鉛筆盒裡筆的數量 

 
 

地區 台南 高雄 

1-5 枝 22 16 

6-10 枝 39 28 

11-15 枝 45 24 

16-20 枝 40 9 

其他 26 5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台南的多數是 11-15 枝，高雄的多數是 6-10 枝。

台南及高雄有差距。 

第二部分第 2 題期望的鉛筆盒裡筆的數量 

  

地區 台南 高雄 

1-5 枝 20 15 

6-10 枝 48 27 

11-15 枝 39 20 



16-20 枝 49 13 

其他 29 7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台南的多數希望鉛筆盒裡筆的數量能有 16-20

枝，台北的則是希望能有 6-10 枝。 

 

第二部分第 3 題最常用的筆 

  

地區 台南 高雄 

鉛筆 11 4 

自動鉛筆 128 74 

原子筆 39 39 

螢光筆 3 1 

其他 4 0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台南的和高雄的最常使用的筆都是自動鉛筆居

多，其次才是原子筆。 

 

 

 

 

 

 

 

 

 

 

 

 

 



第二部分第 4 題最想的到的筆 

 
 

地區 台南 高雄 

鉛筆 7 2 

自動鉛筆 80 49 

原子筆 66 15 

螢光筆 13 6 

其他 9 10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台南的和高雄的都最想得到自動鉛筆。可能是

最實用，也最常使用的原因。 

 

第二部分第 5 題大多數購買筆的價錢 

  

地區 台南 高雄 

1-50 元 103 59 

51-100 元 39 16 

101-150 元 13 2 

151-200 元 12 1 



其他 18 4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台南的和高雄的筆大多數的價錢都是 1-50 元，

其次才是 51-100 元的筆。 

 

 

第二部分第 6 題的心文具不見時的心情 

  
地區 台南 高雄 

沒有什麼感覺 44 18 

難過 57 26 

很難過 17 10 

非常難過 52 15 

其他 15 13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台南的和高雄的文具不見時的情多數是難過，但

沒有感覺的感受亦有很高的比例。 

 

第二部分第 7 題在文具上貼姓名貼 

  



地區 台南 高雄 

會 75 30 

不會 89 48 

其他 21 4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台南的和高雄的多數都不會在文具上貼姓名貼，

但會貼姓名貼的比例也很高。 

 

 

第二部分第 8 題你是否想換一個鉛筆盒 

 

 

地區 台南 高雄 

想 68 22 

不想 102 51 

其他 14 9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台南的和高雄的大多數都不想換新的鉛筆盒｡ 

 

 

 

 

 

 

 

 

 

 

 

 

 

 



第二部分第 9 題主要購買鉛筆盒裡文具的人 

  

稱謂 父母親 祖父母 
阿姨或姑

姑 
叔伯或舅舅 自己 其他 

人數 342 28 38 22 102 37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的文具是誰買的，填父母親的有 342 人､填祖父

母的有 28 人､填阿姨或姑姑的有 38 人､填叔伯或舅舅的有 22 人､填自己的有

102 人，填其他的有 37 個人。多數購買文具者為父母居多，其次才是自己。 

 

第二部分第 10 題購買筆的地點 

  

地點 
學校合作

社 

家附近雜貨

店 
文具店 便利商店 其他 

人數 10 8 381 22 25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者買筆的地方,填學校合作社的有 10 人､填家附近

雜貨店的有 8 人､填文具店的有 381 人､填便利商店的有 22 人,填其他的有 25

個人。多數購買的地方為文具店。 



第二部分第 11 題購筆偏愛的品牌 

  

品牌 
百樂

〈PILOT〉 
白金 UNI 無印良品 其他 

人數 82 19 62 202 96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的人筆的品牌，「百樂」有 82 人，「白金」有 19 人，

「UNI」有 62 人，「無印良品」有 202 人，「其他」有 96 人。而無印良品跟百樂

是高雄地區跟台南地區學生最喜歡購買的兩個主要品牌。 

第三部分第 1 題 

  
鉛筆盒

影響 
會，我覺得

鉛筆盒的好

壞會影響我

學習得更好 

會，我覺得

鉛筆盒的好

壞會影響我

學習 

不會，我完

全不會因為

鉛筆盒的好

壞而影響學

習 

不會，我覺

得鉛筆盒的

好壞跟學習

沒有關係 

其他 

人數 20 25 147 227 3  



    由圖表可知，填此問卷的人鉛筆盒影響學習的情形，「會，我覺得鉛筆盒的

好壞會影響我學習得更好」有 20 人，「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影響我學習」

有 25 人，「不會，我完全不會因為鉛筆盒的好壞而影響學習」有 147 人，「不會，

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跟學習沒有關係」有 227 人，「其他」有 3 人。多數人都覺

得不會有影響。 

 

第三部分第 2 題 

 

 
鉛筆盒

影響 

我會把新

的鉛筆盒

好好珍藏

起來，因

為舊的鉛

筆盒還沒

有壞 

我會把新

的鉛筆盒

好好珍藏

起來，因

為我會捨

不得用

它。 

我會把舊

的鉛筆盒

丟掉，將

裡面的筆

放在新的

鉛筆盒內 

我覺得沒

差，舊的

鉛筆盒可

以用就好 

我會拿出

去炫耀，

刻意把他

放在顯眼

的地方 

其他 

人數 197 24 39 135 5 23  



  由上圖可知，填此問卷的人拿到鉛筆盒，｢我會把新的鉛筆盒好好珍藏起來，

因為舊的鉛筆盒還沒有壞｣有 197 人，｢我會把新的鉛筆盒好好珍藏起來，因為

我會捨不得用它｣有 24 人，｢我會把舊的鉛筆盒丟掉，將裡面的筆放在新的鉛筆

盒｣有 39 人，｢我覺得沒差，舊的鉛筆盒可以用就好｣有 135 人，｢我會拿出去炫

耀，刻意把他放在顯眼的地方｣有 5 人，｢其他｣有 23 人｡ 

    由上列個圖表可知，大部分學生覺得鉛筆盒的好壞跟交朋友沒有關係，覺

得鉛筆盒的好壞跟學習沒有關係，跟成績沒有關係，也跟上課表現沒有關係，

會把新的鉛筆盒好好珍藏起來，因為舊的鉛筆盒還沒有壞。 



伍、結論 
(一)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高雄、台南部分學校高年級學生對於鉛筆盒及文具的一

些看法，包含幸福感、鉛筆盒的內容物、鉛筆盒的影響。為達到研究目的，本

研究針對相關文獻進行探討，提出研究架構，並以高雄、台南部分學校高年級

學生為研究對象，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取相關資料。最後依據研究結果歸納

出主要發現及結論，並依結論提出建議，提供學校、教師以及家長作為參考。

研究發現： 

一、鉛筆盒形狀 

1. 高雄、台南學校高年級學生都有鉛筆盒，尤其是橫式長方形的鉛筆盒，為大

部分的學生最喜愛的鉛筆盒形狀。 

2. 高雄、台南學校高年級學生大部分會裝吊飾來裝飾鉛筆盒，除了貼貼紙、裝

吊飾、自行彩繪的方式以外，會用其他方式來裝飾鉛筆盒的人數則為其次。 

二、鉛筆盒的影響 

1. 高年級學生大部分會把新的鉛筆盒好好珍藏起來，因為舊的鉛筆盒還沒有

壞，會覺得沒差。 

2. 高年級學生大部分覺得鉛筆盒的好壞跟上課表現､成績､學習､交朋友沒有

關係。 

三、研究結果 

    高雄、台南學校高年級學生多數鉛筆盒裡筆的數量和期望鉛筆盒裡的筆數

量為 6〜10 支，且多數最常用的筆和最想得到的筆是自動鉛筆，大部分筆的價

錢為 1〜50 元。高雄、台南、台中學校高年級學生多數不會在文具上貼姓名貼，

但是文具不見時會感到難過。高雄、台南、台中學校高年級學生多數目前不想

換一個鉛筆盒，多數父母親幫孩子買鉛筆盒裡文具的地方是文具店，且大部分

學生最喜歡「無印良品」的筆，多數學生鉛筆盒裡除了筆以外的文具最多的是

剪刀、膠水、釘書機、便利貼以外其他的文具，大部分鉛筆盒的材質是織布。 

(二)研究心得 

  我們這次研究都市與鄉村地區小朋友鉛筆盒的差異中發現，雖然台灣因為交

通的便利，城鄉差距已逐漸縮小，但因為鄉下地區人口密集度較低，文具店的

規模較小，故小朋友對於文具品牌的選擇亦較都市小朋友少，例如無印良品或

一些較高單價之文具亦較少。因此也造成鄉下小朋友對於自己尚未使用過或擁

有過的文具品牌具有強烈的渴望；而都市小朋友則因為已經嘗試過，故往往只

選擇自己適合或喜愛的種類。我們也發現不論是都市或鄉下小朋友，對於使用

文具的種類或多寡並不會影響彼此之間的友誼，大家都彼此尊重對方的愛好並

相互交流，有時還會彼此交換自己最愛的產品，希望也能獲得對方的喜愛呢！

我覺得這次研究最困難的就是打電話給各個學校的校長和主任，因為我們從來

沒有打電話給別的 學經驗，我很怕我講不好那間學校不讓我們發問卷，還有發

表的時候因為有校外老師還有家長，就算喜要好好說話都很難，想問卷也是一

大難題，多虧有老師的幫忙我們，我們才能完成這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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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問卷名稱: 

鉛筆盒的秘密之國小高年級學生問卷調查 

親愛的同學您好: 

我們是臺南市**國小五年級的學生，我們想知道不同學校和不同地區的學生鉛

筆盒裡的東西有什麼差別，因此進行「鉛筆盒的秘密之國小高年級學生問卷調

查」，希望您協助填答本問卷，本研究的結果只用於學術發表，不用於商業用途,

對於您的資料絕對保密，也不做個別分析，請安心地根據您的真實感受填答，

如有任何疑問，可隨時向發放問卷的同學反應，謝謝您!   

   敬祝 

健康快樂 

指導老師:ooo 老師 

                      研究者:洪 oo、陳 oo、蔡 oo 

2017.10.26 敬上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性別：(1)男生(2)女生 

 年齡: (1)五年級(2)六年級 

 父母職業： 

(1)軍公教(2)商    (3)農(4)工 

(5)服務業   (6)自由業     (7)家管(8)其他：____________ 

 你多久換一次鉛筆盒？ 

□(1)兩年一次    □(2)一年一次   □(3)半年一次 

□(4)一個月一次 □(5)沒有換過鉛筆盒 □(6)其他：___________ 

 你多久買一次文具﹝像是鉛筆、橡皮擦、直尺、立可白等﹞？ 

□(1)一個月一次       □(2)兩個禮拜一次    □(3)一個禮拜一次 

□(4)一個禮拜三次以上 □(5)其他：___________ 

 是否有零用錢(如果沒有跳至第二部分) 

(1)有(2)沒有 

 零用錢有多少？ 

(1)一個月不超過 50 元(2)一個月不超過 100 元 

(3)一個月不超過 500 元(4)超過 500 元以上(5)其他____________ 

【第二部分】 

1.你的鉛筆盒裡有多少筆? 

(1)1-5 枝(2)6-10 枝(3)11-15 枝(4)16-20 枝(5)其他____________ 

2.你希望你的鉛筆盒裡有多少筆? 

(1)1-5 枝(2)6-10 枝(3)11-15 枝(4)16-20 枝(5)其他____________ 

3.你最常使用的筆? 

(1)鉛筆(2)自動鉛筆(3)原子筆(4)螢光筆(5)其他____________ 

 



4.你最想得到那一種筆? 

(1)鉛筆(2)自動鉛筆(3)原子筆(4)螢光筆(5)其他____________ 

5.你的筆大多數是多少錢? 

(1)1-50 元(2)51-100 元(3)101-150 元 

(4)151-200 元(5)其他____________ 

6.你的筆不見會有什麼感覺? 

(1)沒有什麼感覺(2)難過(3)很難過 

(4)非常難過(5)其他____________ 

7.你會在文具上貼姓名貼嗎? 

(1)會(2)不會(3)其他____________ 

8.你想不想換一個鉛筆盒? 

(1)想(2)不想(3)其他____________ 

9.鉛筆盒裡的文具是誰買給你的?〈可複選〉 

(1)父母親 (2)祖父母(3)阿姨或姑姑   

(4)叔伯或舅舅(5)自己 (6)其他____________ 

10.你都在什麼地方買筆? 

(1)學校合作社(2)家附近雜貨店(3)文具店 

(4)便利商店(5)其他___________ 

11.你喜歡什麼牌子的筆? 

(1)百樂〈PILOT〉(2)白金(3)UNI 

(4)無印良品(5)其他___________ 

12.鉛筆盒裡除了鉛筆還會放什麼? 

(1)剪刀(2)膠水(3)釘書機(4)便利貼(5)其他___________ 

13.你鉛筆盒的材質? 

(1)塑膠(2)帆布(3)帆布(4)織布(5)其他___________ 

14.你喜歡什麼形狀的鉛筆盒? 

(1)直立長方形(2)橫式長方形(3)直立圓形 

(4)橫式圓形(5)其他___________ 

15.你要怎麼樣裝飾你的鉛筆盒? 

(1)貼貼紙(2)裝吊飾(3)自行彩繪(4)其他___________ 

 

 

【第三部分】 

1. 你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不會影響你的交友？ 

(1)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影響我交到很多朋友 

(2)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影響我交不到朋友 

(3)不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不會影響我交到很多朋友 

(4)不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跟交朋友沒有關係。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不會影響你的學習？ 

(1)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影響我學習得更好。 

(2)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影響我學習。 

(3)不會，我完全不會因為鉛筆盒的好壞而影響學習。 

(4)不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跟學習沒有關係。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你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不會影響你的成績？ 

(1)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讓我成績比較好。 

(2)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影響我的成績。 

(3)不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不會影響我的成績。 

(4)不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跟成績沒有關係。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4.你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不會影響你上課表現？ 

(1)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讓我讓我上課更專心。 

(2)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會影響我上課表現。 

(3)不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不會影響我上課的表現。 

(4)不會，我覺得鉛筆盒的好壞跟上課表現沒有關係。 

(5)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5.如果你有機會獲得一個全新的鉛筆盒，你會？ 

(1)我會把新的鉛筆盒好好珍藏起來，因為舊的鉛筆盒還沒有壞。 

(2)我會把新的鉛筆盒好好珍藏起來，因為我會捨不得用它。 

(3)我會把舊的鉛筆盒丟掉，將裡面的筆放在新的鉛筆盒內。 

(4)我覺得沒差，舊的鉛筆盒可以用就好。 

(5)我會拿出去炫耀，刻意把他放在顯眼的地方。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 

1.對於我們的問卷，你還有什麼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想對我們說的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下一頁還有題目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