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中生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

認知 

 

 

名次：第 二  名                      

學校名稱：東區 後甲國中 

作者：陳宜榛、王祥娜、許丕澤、陳奕君、李斯安 

指導教師：王婉頤、張鵬程 

 

摘要 

 

今年六月臺灣新北市遊樂園發生粉塵爆炸的重大校外公安意外事件，造成

數百位年輕人嚴重傷亡和揮之不去的身心理創傷。本研究旨在探討國中生參加

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提供學校或相關單位對公共安全

教育之參考依據。本研究以台南市都會型（原台南市）之國民中學學生為研究

對象，採立意抽樣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抽取七所學校共 561 名學生，再將所得

資料進行變異數分析與相關分析，研究結果顯示： 

一、國中生參與校外活動比例高，其中大型活動中觀賞性活動和宗教慶典最為

普遍，而中小型活動中以休閒娛樂類最受歡迎。 

二、年級和性別對於學生參與校外活動的行為和態度無明顯影響。 

三、學業成績佳和家庭社經高的學生，公共安全認知和態度得分相對較高。 

四、家長陪伴參與校外活動對學生的公共安全認知及態度有正向影響。 

五、學校推展公共安全認知教育的方式與學生期待的方式有落差。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與結論，提供建議供政府單位、學校教師、學生、家長

和未來研究者參考，加強實用的安全教育，降低意外的發生和身心的傷害。 

關鍵字: 國中生、校外活動行為、校外活動態度、公共安全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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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今年六月新北市的八仙樂園舉辦彩色派對，因場地、設備、操作不當等問題，

發生不幸的粉塵爆炸事件，造成 500 多人傷亡，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學生!且十二

年國教鼓勵多元學習，學生參加的校外活動更趨多元，各型態校外活動的公共

安全問題更顯重要。國中一年級下學期的綜合活動課程第五主題，曾教我們急

難逃生的方法，但校外活動多元化，新型態的娛樂效果和器材使用也可能提高

災害風險，但文獻資料多僅針對某單一類活動作統計研究，缺乏近年學生參加

校外活動系統性調查，更遑論從事校外活動的安全問題。而公共安全重要的概

念是因人口集中等因素，一個危險動作所引發的災害會造成更大的傷亡損失，

所以安全問題是每個人都需要注意的。職業安全先驅 Heinrich 認為災害為不安

全環境及行為所引發事故的結果，而事故是可以經過完整系統性的紀錄與調

查，分析相關的危險因子後訂定防災的策略方法，而加以預防的(張國信，2007)。 

因此，我們想調查國中生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與對公共安全的認知及知

識獲取來源；國中生正從父母的保護邁向獨立，若能習得正確的安全知識及逃

生技能，對於日後單獨參與各項活動會有實質的助益。希望這份研究報告能提

供學生、家長、學校和政府作為參考，加強實用的安全教育、提升學生的公共

安全意識，以減少意外的發生及傷害的程度。 

 

二、 研究目的 

(一) 了解國中生參與校外活動的行為，包括種類、次數與是否有家長陪同。 

(二) 了解國中生公共安全相關的態度與認知。 

(三) 探討不同年級、性別、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對參加校外活動

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是否有差異。 

(四) 探討不同年級、性別、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父母陪伴參加校

外活動的比例是否有差異。 

(五) 探討學校有無提供公共安全教育課程和學校提供不同的教學方式，對學生

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是否有差異。 

(六) 探討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三者是否有相關性。 

(七) 探討學校最常使用的內容與教學方式與學生覺得最實用內容與教學方式是

否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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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架構 

 

圖 1-1 研究架構圖 

 

四、名詞解釋 

（一）校外活動:學生就學期間參加非校內的活動。可依參加人數有無超過一千

人來區分為大型活動或中小型活動。 

（二）公共安全的定義:為維護群眾，避免個人、財產、物品等受到災害或事故

的威脅，大致可分為：自然安全（例:地震海嘯）和人為安全（例:工業、

交通事故、突發事件）。公共安全的範疇包括:環境安全、個人安全、流程

的規劃、管理的機制和急難救助的預備。 

（三）對公共安全的認知:指個人對公共安全相關知識的理解。 

（四）安全的態度:指個人面對與安全相關事物時，所表現的習慣與反應方式。 

（五）家庭社經地位:家庭社經地位指數計算方式以填問卷學生家長的教育程度

（附件一）與職業類別（附件二）為主。根據林生傳（1990）所設計之「兩

因素的社會地位指數」，並以父親或母親一方之綜合指數最高者為代表，

將教育程度乘以 4，加職業等級指數乘以 7，所得的和數做為社會地位指

數，再據之區分為五等級。社經地位指數愈高者，代表其社經地位愈高，

反之亦然。然後依據所得指數，將分類之一、二等級合併，四、五等級合

併，社經地位指數區分為高、中、低三等級（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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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根據 2012 國民健康局年報，1955-2011 年事故傷害是青少年死因第一，2020

健康國民白皮書並將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納入議題（國民健康局，2012），根據

教育部校安會報，102 年各級學校發生意外事件次數共有 13477 次，且造成共計

470 名學生意外死亡，其中最多為交通事故，但有超過 25% 屬未分類事故，且

根據 102 年教育部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統計分析報告（教育部校園安

全暨災害防救通報處理中心，2013），個案於寒暑假期間驟減，推測這期間應有

許多校外事故並未被統計或通報紀錄。國中生是身心快速發展的時期，國中學

生的休閒目的，以增加生活情趣，和喜歡的同伴在一起，增廣見識和經驗為主

要前三項（黃文真，1986）。 

現今社會日趨多元化，學生校外活動之參與日漸頻繁，根據文化部統計，全

國藝文活動場次，從 2009 年的 55267 場，逐年增加至 2013 年的 66389 場次，

其他如跨年活動、演唱會等，數量也不斷增加。但行政院主計處(1999)的台灣

地區青少年狀況調查，其統計資料調查更新進度緩慢，僅有一些教育人員對學

生休閒活動的動機及心理因素等作研究探討，或針對特定活動研究參與者的動

機與活動效益，如路跑、藝文活動等，相較各類活動的多元及快速發展，實在

顯得匱乏及缺少更科學化的研究探討（陳仁祥，2013; 賴晨嘉，2011）。 

根據教育部統計，八仙樂園塵暴事件共有 82 校、225 名師生受傷，傷者包

含大專校院 151 名學生、高中職 69 名學生、3 名國中學生和 1 名國中老師，以

及 1 名國小學生（大紀元台灣電子報，2015），相關的公共安全問題，引發重視。

根據美國 The MEDLAW Legal Team of Janet, Jenner and Suggs, LLC 的統計指

出，全世界從 1992 年到 2002 年，所舉行的音樂會和慶典活動，因失敗的群

眾安全管理（crowd-safety failures），大約造成 232 人死亡，和超過 66,000 人

受傷的意外事故（曾傳銘，2007）。可見八仙事件，並非單一事件，若不因此對

相關校外活動，做適當的教育及預防措施，恐怕未來仍有許多的災害與傷亡產

生。  

然而，意外是需經過完整系統性的紀錄與調查，分析相關的危險因子後，訂

定防災的策略方法，而加以預防的。公共安全重要的概念是因人口集中等因素，

一個危險動作引發的災害，會造成更大的傷亡損失。因此除了建築物安全、主

辦單位對安全的規劃以及緊急發生時警消的配合外，參與者是否遵守安全規範

也是重要的，安全問題人人有責。 

根據 2003 年，行政院災害防救委員會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負責撰寫的

「公共安全管理白皮書」中「大型活動安全管理」將活動常見致災之問題，分

為：一、未管制收容人數，二、場地及設施未做安全評估，三、未能有效疏散

人員及管制交通，四、緊急應變措施不足，五、緊急救護措施不完備，六、未

能事先考量天候因素。因大型活動參與人員眾多，場地廣闊，安全管理殊屬不

易，尤應著重事前之規劃、事中應變對策之擬 定並預行模擬演練，以期防止事

故於未然（曾傳銘，2007）。 

但是，主辦單位、政府機關及學校對於活動安全的宣導很少，許多民眾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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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公共安全方面的知識，也都偏向於防震、防空或是水域安全等，對於活動

安全方面的知識普遍不足，導致意外事故發生時，很難快速應變（謝宜璋，

2015）。提升安全教育的地位及學生的自我保護能力，並營造有利於學生健康成

長的社會環境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有關學生意外事故的影響因素研究，大部

分是針對校內活動，就個人特質、家庭及學校等因素作探討。個人特質部分，

發現學生之性別、年齡與事故傷害有關。就性別而言，男學生的活動量通常較

女生大，因此危險性的行為及事故發生率均提高；就年級而言，學生年級越高，

從事激烈性或較具潛在危險性的活動機會相對提高，但因身心的協調能力與危

險判斷的能力尚未發展完全，因而使其事故傷害發生率相對提高（杜婯嫥，

2002）。 

在家庭環境因素的部分，發現家庭社經地位低，通常較容易造成較高危險性

的家庭環境與行為；來自單親家庭的學生比來自雙親家庭的學生因受到照顧與

監護的時間較短，因而有較高的事故發生率（杜婯嫥，2002 ; 伍純瑩，2006）。

父母教育程度高，易改善環境條件及降低危險性，因而減少學生事故發生率。

近年關於國中生校外活動參與調查少，96 年高雄五福國中獨立研究報告指出:

性別影響選擇的休閒項目（五福國中，2007）。學生在休閒活動上有主動權，且

希望與朋友一同參與，但報告中未提與父母同行的比例。文獻報告父母社經地

位與子女知覺的教養要求相關（趙中平，2008），也和學習動機與學習成效有正

相關（曾妙音，2011），以上家庭因素是否影響校外活動及相關安全知識，尚未

被研究過，值得深入探討。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 104 學年度台南市都會型（改制前的台南市分區）18 所公立國中

全體學生為母群（不含 2 所完全中學國中部）（附件四），依六個行政區的國中

生人數比率，再分層抽樣（一、二、三年級），採最小整數為標準取樣。東區國

中生人數約為其他區二倍故取 2 校，其他五區各取 1 校，共 7 校，每校三班，

每班約三十人，收回 603 份，去除無效問卷 42 份，得有效問卷 561 份，有效率

約 93％。本研究對象之地區、年級和性別比例請參見表 3-1，而本研究對象之

學業成績、社經地位、居住狀況和家庭狀況比例請參見表 3-2。 

 

 

 

 

 

 



5 
 

表 3-1 研究對象敘述統計—地區、年級和性別比例 

 
 

表 3-2 研究對象敘述統計—學業成績、社經地位、居住狀況和家庭狀況比例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自編問卷（請參考附件五），包括五大部分:基本資料、參加校外大

型和中小型活動的行為、參加校外活動的態度、對公共安全的認知、公共安全

知識的取得方式。問卷建構過程與內涵請教學校行政和各科老師代表，包括學

務主任、導師和公民課、體健課、綜合課、理化課等教師。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為了解研究對象對於問卷題目的了解情形、題目本

身的適切性及問卷編排的形式是否易於了解，作答是否有困難，因此對擬定之

問卷進行預試，選取東區後甲國中一、二、三年級總共九十人作為預試樣本，

預試後整理回收問卷並進行討論及修訂，再進行正式問卷的施測。針對國中生

家庭社經地位（參考職業類別分類表）以及國中生學業成就、性別、年齡、家

庭狀況等因素、國中生參加校外大型和中小型活動的行為、參加校外活動的態

度、對公共安全的認知等四部分。透過 Google 表單進行線上調查（無法以線上

版施測的班級，改用紙本施測）。將各選項答案以數字表示程度統計，繪製成圖

表後，由比例比較不同變項之差異。最後透過樣本去推論母群體的特性。並依

據年級、性別、學業成就與家庭社經狀態與多個依變項之間進行分組的比較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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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假設 

（一）（假設一）不同年級、（假設二）不同性別、（假設三）不同學業成績和（假

設四）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對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

安全的認知有差異。 

（二）（假設五）不同年級、（假設六）不同性別、（假設七）不同學業成績和（假

設八）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父母陪伴參加校外活動的比例有差異。 

（三）（假設九）學校有無提供公共安全教育課程和（假設十）學校提供不同的

教學方式，對學生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有差異。 

（四）（假設十一）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三者有相關

性。 

 

五、資料分析 

    將每份問卷編號，依其答案所對應之數字填入，即可用 SPSS進行變異數分

析與相關分析。 

 

六、研究步驟 

 

圖 3-1 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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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與討論 

一、國中生參加校外活動的狀況，分成大型與中小型兩個表，呈現參加活動的

種類、次數及是否有父母陪伴。 

 

表 4-1-1 大型活動參加比例、父母陪伴比例 

 
過去一年，約七成的國中生參加過至少一項一千人以上的大型活動，依參與

的比率排列，分別為觀賞性活動（如演唱會、音樂會）、展覽性活動（如動漫展、

電腦展等）、傳統慶典和宗教活動（如鹽水蜂炮、燈會、龍舟競賽）、大型慶祝

活動（如跨年）和路跑自行車活動。父母陪伴的比例約五至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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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中小型活動參加比例、父母陪伴比例 

 
過去一年，近九成的國中生參加過至少一項中小型校外活動。看電影、唱

KTV 這類的中小型休閒活動，是最受歡迎的，約有七成以上的學生會參加，而

路跑、騎單車的中小型戶外活動，也有五成的學生參加。父母陪伴的比例，約

四至七成。整體而言，中小型活動參加比例、父母陪伴比例與大型活動之比例

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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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生參加校外活動相關的公共安全態度及認知。 

表 4-2-1 公共安全平均態度 

 

 

根據 3-1 填答比例顯示，有 36%的同學在參加活動前，不常會（僅有時會或

不會）評估活動的安全/危險性。根據 3-2，有 26%的同學即使評估活動有潛在

危險，仍可能或一定會參加活動。根據 3-3，有 38%的同學在參加活動時，不常

（僅有時會或不會）留意安全頇知。根據 3-4，有 81%的同學覺得自己需加強自

我保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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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公共安全平均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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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公共安全認知各題平均答對率 

 
根據 4-4-2 答對率結果顯示，僅三成同學答對，約七成的同學不認得禁止菸

火的號誌；根據 4-4-3，約兩成的同學不知道當心觸電的標示意義。另外，再進

一步統計 4-5 的答題情形，發現 11%的同學火災時仍可能會搭電梯，53%的同學

不知道火災時可以將門關起來，防止火煙擴散；約 30%的同學不知滅火器要噴哪

邊，50%以上學生不知道救災時，救災人員應站在哪個位子（相對於風向）。即

使在八仙塵暴剛過 2 個月，15%的學生仍不知發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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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級、性別、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地位，對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

對公共安全認知的影響。 

表 4-3-1 大型活動平均參加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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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2 中小型活動平均參加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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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年級的影響。 

表 5-3-3 大、中小型活動參加總數、態度總分、認知總分之不同年級差異 

 

 
圖 4-1 中小型活動參加總數、認知總分之不同年級差異 

 

大型活動參加次數（總分）三個年級無差異，中小型活動參加次數（總分）

則是國一、國三大於國二，態度得分三組無異，認知總得分則是國二高於國一。

參加大型及中小型環保活動次數是國三大於國二，因為國三生面臨升學志工時

數的壓力，所以參加度較高，相對國一生剛從國小畢業，升學壓力較小，參加

的活動大多是大型運動賽事或是大自然休閒活動。至於認知方面，推測因有關

公共安全課程大多集中於國一（綜合課）、國二（公民二上第二章），所以國二

生對此部分的相關知識印象猶新，得分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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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性別的影響。 

表 4-3-4 大、中小型活動參加總數、態度總分、認知總分之不同性別差異 

 
在大型及中小型活動參加次數總得分，與態度和認知四個面向，男女生均沒

有差異。但男生較常參加大型運動，女生較常參加大型娛樂和慶祝活動 （五福

國中，2007），所以性別因素會影響參加活動的類別，但次數並不受影響。而態

度和公共安全的認知沒有明顯差異表示學校對於公共安全的宣導男女生的接受

度是一致的（伍純瑩，2006）。 

 

3-3 學業成績的影響。 

表 4-3-5 大、中小型活動參加總數、態度總分、認知總分之不同學業成績差異 

 

 
圖 4-2 態度總分、認知總分之不同學業成績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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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統計結果顯示，學業成績與參加活動總次數無關，但成績優的同學較常參

加大型觀賞性活動，成績乙的同學則較常參加大型傳統慶典活動，在大型環保

志工活動次數也是成績乙的多於甲的。安全認知得分，學業成績優的學生高於

甲的學生再高於乙的學生，態度總分方面成績優的學生高於乙的學生。成績優

異的學生，偏好都會型的藝文活動，而學業成績低的學生則較常參與傳統慶典

活動，原因並不完全清楚，推測與學生氣質、家庭居住環境或家族傳統等有關，

成績低的學生似乎較能體會環境的嚴峻而更積極參與環保志工的活動。成績好

的同學表示整體認知能力較優，因此安全認知也相對較好。而認知影響到他們

參加活動的態度，變得較為謹慎；或是成績優的學生，在特質上就是較細心，

而直接反應在參加活動的安全態度。 

 

3-4 家庭社經地位的影響。 

表 4-3-6 大、中小型活動參加總數、態度總分、認知總分之不同社經地位差異 

 

 
圖 4-3 認知總分之不同社經地位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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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加大型與中小型活動次數沒有差異，參與活動的態度也沒有差異，但安

全認知得分上則高、中層高於低階層。細部審視各項統計資料顯示明顯差異的

有下列各項：參加大型傳統慶典和宗教活動的次數，中低階層大於高階層；參

加中小型慶祝活動次數，低、中階層大於高階層；參加中小型展覽活動次數（科

展、藝文），中高階高於低階。認知總分方面，高階層、中階層高於低階層。不

同的社經背景，家庭社經地位較低的學生，由於資源和訊息的缺乏，參與學術、

文藝類的展覽活動次數，明顯較少；而參加鄉間舉辦的傳統慶典活動的次數比

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高許多。不管何種家庭背景的學生，在參與活動的態

度上並無明顯差異，顯示出國中生都抱持類似的心態去參加活動。社會學家提

出家庭階及會將特定習性傳遞給下一代，而不同社會階級文化會形成不同的價

值體系，進而影響他們的具體行動策略及教養行為（姜添輝，2005）研究發現，

在社經地位與教養方式上，父母教育水準越高，子女所知覺教養要求越高（趙

中平，2008），也就與子女的學業認知成就相關，因此子女的公共安全認知也較

高。 

 

四、年級、性別、學業成績和家庭社經地位，是否影響父母陪伴參加校外活動

的比例。 

表 4-4-1 大型活動父母平均陪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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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中小型活動父母平均陪伴比例 

 
 

4-1. 探討不同年級。 

表 4-4-3 大、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之不同年級差異 

 

圖 4-4 大、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之不同年級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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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級的學生，大型活動父母的陪伴比例是國一大於國三、國二大於國

三，並於以下細項似乎有差異：大型環保、志工活動、大型觀賞性活動、大型

傳統慶典和宗教活動、大型展覽活動、大型環保、志工活動、路跑、自行車活

動。從總體數值顯示，以不同年級做調查，大型與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參加校

外活動的比例皆是國一大於國三、國二大於國三，我們認為這跟年齡因素有關，

在子女教養行為的分類上，有的學者以管教孩子行為強度分成積極、消極與監

督三種（曾智豐，2013），而子女年齡愈大，獨立性及自主性愈高，父母的教養

行為從積極趨向監督，所以國三學生父母陪伴參加校外活動的比例較低。 

 

4-2. 探討不同性別。 

表 4-4-4 大、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之不同性別差異 

 
不同性別的學生，大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並無差異。不同性別的學生，中小

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並無差異，似乎中小型戶外運動，陪伴率是女大於男。由

此可見，父母對不同性別的孩子，在國中階段，關心程度與教養方式，無明顯

差異，惟獨在中小型運動方面，可能與女生較男生參加的次數少，父母親較不

放心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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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探討不同學業成績。 

表 4-4-5 大、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之不同學業成績差異  

 

  

圖 4-5 大、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之不同學業成績差異 

 

不同學業成績的學生，大型與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的比例在細項中似乎有差

異。從總數值顯示，學生學業成績愈高，參加校外活動時父母陪伴的比例也愈

高。根據文獻指出，豐富的家庭教育資源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有正向的影響，而

良好的親子互動更是重要因素（曾妙音，2011），父母子女一同參加校外活動，

代表良好的家長關懷度與親子關係。 

 

4-4. 探討不同家庭社經地位。 

表 4-4-6 大、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之不同社經地位差異 

 

不同家庭社經地位的學生，大型活動及中小型活動父母陪伴比例，並無差

別。根據文獻指出，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與職業等級兩項指標與教養關懷間，其

分析結果並無相關性存在，而徑路分析亦顯示教養關懷不受兩者影響（趙中平，

2008），另我們認為雖然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會採取較積極的教養方式，但仍需

考量父母的工作、其他家庭因素，或能陪伴子女的時間多寡，所以父母社經地

位的高低與陪伴子女參加校外活動與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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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校有無提供公共安全教育課程和學校提供不同的教學方式，對學生參加

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是否有差異分析。 

表 4-5-1 各課程時間教學提供比例 

 

表4-5-2各課程時間宣導方式比例但是因口頭宣導與其他教學方式的樣本比例差

距皆達 50%以上，故無法進行分析。 

 

但是因兩分類（有、無）樣本比例差距達 50%以上，故無法進行分析。但是

因口頭宣導與其他教學方式的樣本比例差距皆達 50%以上，故無法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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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三者有相關性分析。 

表 4-6-1 相關性分析 

 

大型活動參加次數越多，中小型活動參加次數也會越多。推測有興趣有時

間，或較活動取向的學生或家庭，參加活動時並不會因大或小型活動而有所區

分。大型活動參加次數越多，認知總分反而會越低。對於這項結果，覺得非常

有趣，因此我們加作進一步分析，發現大型活動陪伴比例越高，中小型活動陪

伴比例也會越高。而且，不管是大型活動或是中小行活動陪伴比例越高，認知

總分也會越高，而認知總分越高，態度總分也會越高。 

由此可見家長陪伴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有學生自己參加，比較不會從中學習

有關安全的議題，甚至越是常參加，越是會輕忽安全的議題（“反正參加這麼

多次也沒問題”），若有大人的陪伴，就沒有此種輕忽現象，反而越參加越對公

共安全有高認知。認知和態度是兩個環環相扣的，所以認知總分越高，態度總

分也會越高，安全性也因此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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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校在安全議題上的教學內容及最常使用之教學方式與學生需要的內容及

期待方式比較。  

表 4-7-1 各課程時間學生最期待宣導方式比例 

 

學校使用的教學方式比例為口頭宣導（61%）、紙本宣導（9%）、影片/投影

片宣導（13%）、實地操作/演練（6%）。而學生覺得最實用的教學方式比例為口

頭宣導（32%）、紙本宣導（8%）、影片/投影片宣導（27%）、實地操作/演練（33%）。 

 

7-1 學校在安全議題上的教學內容與學生需求比較。 

依調查結果國中生近四成過去一年參加過演唱會或宗教慶典的大型活動，而看

電影唱 KTV 是大家最常作的休閒活動（平均一年約 4 次），路跑、騎單車的中

小型戶外活動也有 3 次，這類活動的安全問題，與學校常常宣導的地震演習有

些落差。 

 

7-2 學校最常使用方式是口頭宣導，而學生期待的是實地操作/演練。學校日後可

以多安排實地演練，紙本則是最不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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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國中學生參加校外活動比例高，過去一年八成以上參加過一項以上的校

外活動。四成以上參加過演唱會、宗教慶典或運動賽事這類一千人以上的

大型活動。看電影、唱 KTV 這類的中小型休閒活動，是最受歡迎的，約有

七成以上的學生會參加，平均每年超過四次，而路跑、騎單車的中小型戶

外活動，也有五成的學生參加，平均每年 3 次，學生參加校外活動如此踴

躍，校外活動的安全，是不容忽視的。 

（二）本研究結果顯示，約有 1/3 的同學，在參加活動前不常評估危險性，活

動時也不常(或不會)看安全頇知。有許多公共安全相關標誌，同學們並不

熟悉。防災與緊急避難的常識，包括滅火器的使用，並不紮實。即使在八

仙塵暴剛過 2 個月，15%學生仍不知真正發生的原因。國中生的公共安全認

知仍需加強，同時也需提高參加校外活動的警覺。 

（三）年級對大型活動的參加與否和次數沒有關係。但因升學相關的要求與壓

力會與學生參加校外中小型活動種類選擇有關。如國一生較常參加戶外活

動及大型運動賽事，而國三生會選擇環保志工。然國二學生公共安全認知

得分較高，可能與剛上完較多的安全課程有關。 

（四）性別對校外活動參與的總次數沒有影響，與公共安全的知識、態度也沒

影響，僅對於活動內容的選擇有影響：女同學較常選觀賞性、男同學較多

選運動相關活動。 

（五）本研究發現學業成績與參與校外活動的參與次數無關，但與選擇種類有

關。學業成績佳者，公共安全認知與態度均較優。 

（六）家長社經地位同樣也不影響校外活動的參與次數，及參與的態度。但社

經地位低者較常參加大型宗教慶典。社經地位與安全認知得分呈正相關。 

（七）家長陪伴參加校外活動與年級相關（愈高年級比例愈低），與學業成績呈

正相關（成績愈佳，家長陪伴比例愈高），但與性別和社經地位無關。可見

家長陪伴反應家長關心的程度。 

（八）參與中小型活動多的學生，也較會參加大型校外活動。就所有個案分析，

活動參與度愈高，安全認知反而下降。但家長陪伴與否是重要關鍵，多陪

伴的學生，校外活動參與多時，安全認知也愈高。 

（九）大部分學校在升旗與導師時間以口頭方式宣導公共安全議題，與學生期

待多用實際演練及影片教學有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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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國中學生對大型活動有高度興趣且有四成的參與率，較受歡迎的為觀賞

性活動（如演唱會、音樂會）、慶典活動（宗教慶典、跨年等）、路跑、自

行車活動。希望相關單位，可依參與率高的大型活動，根據「公共安全管

理白皮書」中「大型活動安全管理」加強並提升公共安全的規劃與把關。

更期望政府機關可以有窗口提供相關訊息，方便參與者了解那些活動是核

可安全的，這樣對老師、家長在協助孩子選擇上有幫助，也能幫助我們學

生學習判斷。 

（二）學生高度參與的活動(如看電影、KTV、路跑、騎車、演唱會等)，相關的

安全注意事項，安全環境評估及緊急疏散避難等議題，每項的重點並不相

同。學生、家長與學校單位均頇隨時注意並更新新知，才能避免災難。建

議學校對這方面的知識與技能的傳授，方式上可多利用多媒體及實際演

練，較貼近學生的期待。由本研究發現學生公共安全的認知上尚屬缺乏，

且多從新聞報導及網路獲取資訊，但正確性並不佳，建議教育單位，可建

立一套公共安全相關完整系列的實例報導與教案，搭配合適的傳播方式與

平台，本調查結果可提供作為教育內容的參考。 

（三）依本研究整體而言，年級、性別、學業表現、家長社經地位對國中學生

參加校外活動的次數沒影響；年級不同，因升學政策影響學生選擇的活動

類別；性別、學業表現、家長社經地位對活動選擇有些微影響，推測與學

生特質與家庭傳統有關。家長陪伴學生參與校外活動比例，與社經狀態與

性別無關，此顯示父母親對孩子的關心不因社經地位或學生的性別而改

變，但學生的公共安全認知與態度，在父母陪伴愈多時也愈優良（與整體

越常參加活動者，安全認知越差相反），可見親子共同參加校外活動對國中

生是正向的。且良好的親子互動可隨機教育，讓孩子從參與活動中學到寶

貴的知識與態度更是最好的收穫，此發現提供家長參考。 

（四）部分國中生對常用告示，如何避難疏散以及公共安全人人有責的概念仍

然缺乏。同學們應多加強涉獵公共安全知識，對意外事件要全面了解與分

析，不能只聽取片面報導，更不能因沒遇到公安意外就掉以輕心，積極提

升自我保護能力，才能確保參加校外活動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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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育程度對應等級 

 

 

 

 

 

 

 

 

 

  

等級 類別 

I 碩博士畢業 

II 大學（專）畢業 

III 高中（職）畢業 

VI 國中畢業 

V 小學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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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職業類別對應類號 

 

 

 

附件三 、教育及職業換算社經地位等級表 

 

教育

等級 

教育指數

加權（×4） 

職業 

等級 

職業指數

加權（×7） 
社經地位指數 

區分 

界限 

社經地位 

等級 

I 5×4 
I 

（類別 5） 
5×7 

（5×4）+ 

（5×7）=55 

I 

（52-55） 
高階層 

II 4×4 
II 

（類別 4） 
4×7 

（4×4）+ 

（4×7）=44 
II（41-51） 

III 3×4 
III 

（類別 3） 
3×7 

（3×4）+ 

（3×7）=33 
III（30-40） 中階層 

IV 2×4 
IV 

（類別 2） 
2×7 

（2×4）+ 

（2×7）=22 
IV（19-29） 

低階層 

V 1×4 
V 

（類別 1） 
1×7 

（1×4）+ 

（1×7）=11 
V（11-18） 

 

類號 類別 

 

5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大專院校校長、大專院校教師、醫師、大法官、科

學家、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中央政務官、內閣官員、地方首長、董事

長） 

 

4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

師、工程師、建築師、中級公務員、科長、市議員、船長、經理、襄理） 

 

3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員（一般公務員、鄉鎮市民代表、批發商、代理商、警察、

消防隊員、金融界正式職員、船員、代書、演員、服裝設計師） 

 

2 

技術性工人（技術工人、店員、推銷商、業務員、零售員、農夫、廚師、司機（商

業用司機-不含航空及航海）、裁縫師、美容師、理髮師、郵差） 

 

1 

半技術性工人，非技術性工人（基層勞工、學徒、小販、漁民、雜工、臨時工、清

潔工、工友、大樓管理員、工廠或汽機車看管人員、幫傭、服務生、特種行業、無

業、家庭主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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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原台南市各區學生人數比例 

 

 

 

 

 

 

 

 

 

 

 

 

資料來源:教育部國中學籍系統 https://jh.tn.edu.tw/NewJH/Public/StdCounts.aspx 

 

 

東區 北區 中西區 南區 安平區 安南區 總數 

校名 人數 校名 人數 校名 人數 校名 人數 校名 人數 校名 人數 
 

後甲 2,259 民德 1,995 建興 1,662 新興 807 安平 1,196 安順 701 
 

復興 2,614 文賢 792 中山 1,030 大成 947 
  

安南 1,219 
 

忠孝 1,173 延平 403 金城 1,061 
    

和順 893 
 

崇明 1,874 成功 106 
      

海佃 1,121 
 

各區 

人數 
7,920 

 
3,296 

 
3,753 

 
1,754 

 
1,196 

 
3,934 21,853 

各區 

人數% 
36% 

 
15% 

 
17% 

 
8% 

 
5% 

 
1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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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國中生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之問卷 

國中生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之研究 

填寫日期：104 年  月  日  

親愛的同學你好：  

今年六月臺灣新北市遊樂園發生粉塵爆炸的重大校外公安意外事件，造成數百位年輕人

重大傷亡和揮之不去的身心理創傷。我們希望透過這份問卷了解國中生參加校外活動的行

為、態度和對公共安全的認知，提供學校或相關單位對公共安全教育之參考依據。本問卷分

為五部分：基本資料、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參加校外活動的態度、對公共安全的認知和公

共安全知識的取得方式。本問卷採不記名方式，所獲得的問卷資料以整體結果呈現，僅供學

術研究分析使用，請安心填答，謝謝配合!  

祝：身體健康、學業順利！ 

註: 線上問卷網址為 https://goo.gl/Q6wYyb 

iSafe 研究團隊敬上  

 

I. 基本資料  

1. 性別：□男 □女 

2. 學校位於：□東區 □北區 □中西區 □南區 □安平區 □安南區 

3. 目前就讀：□國一 □國二 □國三  

4. 我最近一學期的學業平均成績是: □優（90 分以上） □甲（80~89 分） □乙（70~79 分） 

□丙（60~69 分） □丁（59 分以下） 

5. 父親學歷? 

□碩博士 □大學（專） □高中（職） □國中 □小學 

6. 母親學歷? 

□碩博士 □大學（專） □高中（職） □國中 □小學  

7. 目前你個人的居住狀況? 

□與父母同住 □自己住在外面（宿舍、租房子） □住在親戚家 □其

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家庭狀況? 

□雙親  □單親  □隔代教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

https://goo.gl/Q6wY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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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親的職業（請參考下表，將所屬的職業類別之號碼填於下列空格上；如職業欄上

無適合職業名稱，請於其他欄填寫職業名稱） 

9. 父親職業:_________（填類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寫下職業名稱，已填完

類號者免填） 

10. 母親職業:_________（填類號）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寫下職業名稱，已填完

類號者免填） 

 

 

類號 類別 

 

5 

高級專業人員，高級行政人員（大專院校校長、大專院校教師、醫師、大法官、科

學家、立法委員、監察委員、考試委員、中央政務官、內閣官員、地方首長、董事

長） 

 

4 

專業人員，中級行政人員（中小學校長、中小學教師、法官、檢察官、律師、會計

師、工程師、建築師、中級公務員、科長、市議員、船長、經理、襄理） 

 

3 

半專業人員，一般公務員（一般公務員、鄉鎮市民代表、批發商、代理商、警察、

消防隊員、金融界正式職員、船員、代書、演員、服裝設計師） 

 

2 

技術性工人（技術工人、店員、推銷商、業務員、零售員、農夫、廚師、司機（商

業用司機-不含航空及航海）、裁縫師、美容師、理髮師、郵差） 

 

1 

半技術性工人，非技術性工人（基層勞工、學徒、小販、漁民、雜工、臨時工、清

潔工、工友、大樓管理員、工廠或汽機車看管人員、幫傭、服務生、特種行業、無

業、家庭主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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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參加校外活動的行為 

校外大型活動 

 

 

        題目 

 

 

 

 

活動 

1.近一年內你有參

加過下列幾次不同

類型的校外大型（一

千人以上）活動?（請

寫下 0-9 或 1 0 次以

上） 

2.近一年內父親或

母親陪你參加過下

列幾次不同類型的

校外大型活動（一千

人以上）?（請寫下

0-9 或 1 0 次以上） 

3.你最喜歡的校

外大型活動（一

千人以上）有哪

些?（請一定要勾

選下列 3個活動） 

大型運動賽事     

大型觀賞性活動（例:

演唱會、戲劇、音樂會） 

   

大型慶祝活動（例:跨

年、國慶活動） 

    

大型傳統慶典和宗教

活動（例:媽祖遶境、

鹽水蜂炮、炸寒單爺、

搶孤、燒王船、台灣燈

會、端午龍舟競賽、中

元祭、祭孔大典） 

    

大型展覽活動（例:世

博、動漫展、電腦展、

全國科展） 

   

大型環保、志工活動

（例:淨灘、飢餓 30） 

   

花火節     

音樂祭     

路跑、自行車活動     

選舉活動     

封街遊行     

社會運動    

其他: 

________________ 

   

http://media.huayuworld.org/local/web/Chinese/trandition/content2.htm
http://media.huayuworld.org/local/web/Chinese/trandition/content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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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中小型活動 

        題目 

 

 

 

活動 

 

4.近一年內你有參

加過下列幾次不同

類型的校外中小型

活動（一千人以下）?  

（請寫下 0-9 或 1 0

次以上） 

5.近一年內父親或

母親陪你參加過下

列幾次不同類型的

校外中小型活動（一

千人以下）?（請寫

下 0-9 或 1 0 次以

上） 

6.你最喜歡的校

外中小型活動

（一千人以下）

有哪些? （請一

定要勾選下列 3

個活動） 

中小型運動比賽    

中小型觀賞性活動

（例:演唱會、戲劇、

音樂會、聽演講、藝文

展覽） 

   

中小型慶祝活動（例:

生日、喜慶宴客） 

   

中小型傳統慶典和宗

教活動（例:豐年祭、

廟口歌仔戲、舞龍舞

獅、電音三太子、八家

將、宋江陣、萬聖節、

教會活動） 

   

中小型展覽活動（例:

區域科展、藝文展覽） 

   

中小型環保、志工活動

（例:社區服務、生態

保護） 

   

中小型休閒娛樂（例:

看電影、逛街、唱

KTV、派對、聚餐） 

   

中小型極限運動（例:

飛行傘、跳傘、越野單

車） 

   

中小型大自然活動

（例:露營、登山、攀

岩、游泳、戶外烤肉或

野餐、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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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參加校外活動的態度  

1.參加校外活動前，你會不會先評估此活動的安全性？（如：會不會意識到是否有明確

標示或告知安全頇知、表演型態、人數、現場環境、空間規劃等安全性）  

□一定會 □常常會 □有時會 □不會 

2.參加校外活動前，你若知道活動有潛在危險，你會不會參加? 

□一定不會參加 □可能不會參加  

□可能會參加   □一定會參加 

3.到校外活動現場時，你會不會留意相關「安全頇知」？（如：警告標示、逃生方向、

安全門位置） 

□一定會 □常常會 □有時會 □不會 

4.參加校外活動時，你覺得自我保護能力需不需要再加強？ 

□非常需要  □需要  □不需要  □非常不需要 

IV. 對公共安全的認知 

1.公共安全分成哪兩種？（選 2 個答案） 

      □自然安全（例如: 地震、海嘯）□家庭安全（例如:防幼兒玩火或跌倒）  

□人為安全（例如: 工業、交通等事故、突發事件） 

2.公共安全是指保護群眾免於個人、財產、物品受到災害或事故危險的威脅。下列哪種

傷害屬於公共安全的範疇？（可複選） 

□地震   □火災   □恐怖攻擊  □個人運動傷害  □交通事故 

   3.要預防校外活動的公共安全問題，最重要的方式有哪些？（可複選） 

      □不參加任何活動  □相關單位的審核  □科學化的風險評估 □危險因子的排除 

  □設置救護站      □提升參加者的「自我保護能力」   

中小型戶外運動（例:

騎單車、慢跑、滑板、

球類運動） 

   

其他: _____________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9%9C%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9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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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選擇符合題目的正確敘述，並填入圖片前方的（  ）中: （單選） 

4-1. （  ）                      a.入口處        b.禁止進入 

                               c.緩降梯位置    d.緊急逃生出口 

 

4-2. （  ）                      a.禁止抽菸      b.禁止放易燃物 

                               c.禁止煙火      d.小心高溫 

 

 

4-3. （  ）                      a.小心打雷      b.電源請勿關閉 

                                 c.注意安全      d.當心觸電 

 

4-4.（  ）                       a.十字路口      b.救護站 

                                 c.遵行方向      d.岔路 

 

 

 

5. 下列何者為火場逃生的注意事項？（可複選） 

□隨手將門關上，防止火、煙的擴散 □經過濃煙區，匍匐於地上吸取殘留空氣 

□為把握時間坐電梯逃生較快速     □選擇離自己最近之安全門的逃生路線逃生 

   6. 使用滅火器時，應對準火焰的那個部分？（單選） 

□上部 □中部 □下部 □火焰周圍 

   7. 利用水柱或化學物質救災時，救災人員應處於: （單選） 

□側風處 □上風處 □下風處 □任何地方都可以 

   8.導致八仙塵爆事件的原因為何？（單選） 

□人為汽油縱火 □燈光高溫引爆玉米粉 □施放煙火 □電線走火 

9. 到校外活動現場時，你會不會留意相關「安全頇知」？（如：警告標示、逃生方向、

安全門位置）（單選） 

□不會 □有時會 □常常會 □一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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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公共安全知識的取得方式  

1. 你曾經從哪些方面得知公共安全相關事件及活動潛在危險性與相關知識? （可複選） 

□電視新聞 □報章雜誌 □（社交）網路 □學校課程或活動 □家長告知 □其他：__ 

 2 學校課程或活

動是否提供公共

安全相關知識? 

（請寫下 1.是,

或 2.否 

3 學校課程或活

動最常使用的方

式為何?（請寫下 

1.口頭宣導 

2.紙本宣導  

3.影片/投影

片宣導 

或 4.實地操作/

演練） 

4. 學校課程或活

動內容為何? 

（請簡答 

5.你覺得什麼課

程或活動方式最

實用? （請寫下 

1.口頭宣導 

2.紙本宣導 

3.影片/投影片

宣導 

或 4.實地操作/

演練） 

全校升旗時間

（例:參加校外

封街活動時，如

何注意自身安

全） 

    

導師時間（例:

防災預防和水域

活動安全） 

    

公民課（例:政府

組織角色與政黨

及社團活動介

紹） 

    

健體課（例:各項

體育活動安全及

季節性活動注意

事項，如戲水安

全） 

    

綜合課（例:防災

預防和水域活動

安全） 

    

理化課（例:化學

反應、酸鹼反應

和電流安全） 

    

其他: 

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