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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之回顧與展望
陳雅慧 1 蘇昭銘 2

摘要
多年來交通意外事件一直為國小學童意外傷亡事件之首，顯見交通意外事件
對於國小學童生命危害之嚴重，因此如何透過學校教育教導學童完整且充分之交
通知識實為國民小學教育中不可或缺之一環。鑑於交通安全教育在國民小學課程
中之重要性，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在透過對交通安全教育教材之回顧，了解教材
之修正依據、課程互動對象、教學時機、課程內容與設計模式後，針對交通安全
教育教材提出具體可行之建議與展望。研究結果發現課程互動對象已由早期教室
中之師生互動，進而延展之家庭，帶動學生家長在教育子女過程，再度自我省視
對交通安全之認知。而教材修正之方式由最先採取教育教學實驗方式編修演變至
現行依據專家意見及符合九年一貫綱要能力指標加以編寫，修正過程中較缺乏課
程評鑑中質性與量性之描述依據，導致課程發展委員不易檢視課程預期目標之達
成狀況，評估課程之適切性。本研究提出未來在教材正式實施前應先經過課程的
實驗與修訂，而在課程實施後應擬定課程評鑑計畫，檢視教材之實施成效，以為
後續修訂之參考。

壹、前言
教育哲學家Spencer(1820-1903)認為：與生命直接有關係的課程最重要，
Maslow認為人類五種基本需求中，安全需求為第二層級，故人類之生命安全需求
是與生俱來的[1]，由於交通安全教育的目標即是傳授「保命的知識」，所以應該
是我們要優先教導學童的知識[2]。另在交通工程(traffic engineering)領域上
亦認為推動交通安全工作應從「3E」著手，所謂的「3E」係包括工程(Engineering)、
教育(Education)與執法(Enforcement)等三手段，工程手段係指透過標誌、標線
與號誌等相關交通工程設施的改善，提昇用路人的安全，如交通部每年編列預算
進行易肇事路段及地點的改善，即屬工程手段之範疇；教育手段則是藉由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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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執法
手段則透過警力針對違規的用路人進行強力取締與裁罰，以杜絕交通違規行為的
產生。其中工程與執法均偏重於「點」的改善與事後的補救，僅止於「治標」之
道，而吳宗修[3]贊同交通安全教育乃預防交通事故的系統化工具，吳佳滿[4]則
認為教育影響最為深遠。由此可知，唯有教育才能全面性的建立用路人正確的觀
念，減少使用疏忽與違規行為的產生，進而減少交通事故的發生，保障用路人的
安全，以達「治本」之效，因此在「3E」中唯有交通安全教育可經由學校教育，
自小培養學童正確的交通安全知識與行為習慣，讓學童擁有保護自己行的安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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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故其為預防學童交通安全事故的最根本手段。交通安全教育之實施成效，
攸關著每一位國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故其實為一不可或缺之重要課程內容。
依據教育部統計資料顯示國民小學校園意外事件中，以車禍死亡之人數所佔
比例最高，可見交通意外事件對於國小學童生命危害之嚴重，因此如何透過學校
教育，教導學童完整且充分之交通知識，實為國民小學教育中不可或缺的一環。
在黃國平所進行之調查[5]中，該研究針對台南地區國小學童所進行的調查
中，發現國小學童對於交通號誌(俗稱紅綠燈)的了解程度僅為 92%，且在其學習來
源中亦僅有 10%是來自學校；而在直接橫越馬路之調查項目中則有 43%的學生會穿
越馬路，而追究其原因則有 38%的學生表示是看父母曾經這樣，就跟著過；另有
35%的學生表示自己覺得沒危險就走過去，該研究結果十分令人懷疑台灣地區推動
多年的交通安全教育成效，在新竹市政府編撰的交通導護手冊－「牽孩子的手」
[6]即指出學童安全是最重要的公共責任，若沒有安全的保障，一切的教育效果都
將是零。
鑑於交通安全教育在國民小學課程中的重要性，及九年一貫課程實施下，如
何建構出更精緻有效的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之課程教材實為十分重要之課題，
依此確立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1. 探討有關我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實施之回顧與演變。
2. 研擬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內容修訂之方式。
3. 依據探討結果，作為日後推動交通安全教育之參考。

貳、交通安全教育之發展沿革
(一)

我國交通安全教育發展歷史
1. 我國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目標
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主要是透過教育的方式，了解交通安全的重要，
增進兒童交通安全之知能，以實踐安全的交通行為，共同以交通秩序之維護
而努力。吳茜茵[7]及「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實施現況暨改進措施
研究報告」[8]指出我國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的目的包括：
(1) 建立學生重視交通安全的觀念：因學生年紀小可塑性高，如從小於基礎
上奠定交通安全觀念，將影響學生終生，藉收事半功倍之效。
(2) 加強學生實踐交通安全之要求：由於在校學生係過著群體生活，善用同
儕影響的力量可促其實踐交通之安全行為。透過學生良好之示範，影響
到家庭、社會，可以收深遠廣大的效果。
(3) 減少學生交通安全事故的可能發生：學生生命的傷害不但影響家庭，也
是國家之重大損失，因此切實實施交通安全教育，則可將交通事故減到
最低限度。
2. 我國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推行過程
我國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推行過程自民國 54 年桃園永安國小於台北
陽明山的一場死傷百餘人的遊覽車翻車事件後，前台灣省道路交通安全委員
會指定台北市銘傳國民小學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教學實驗，之後又於民國五十
六年九月編印「國民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學指引」，民國五十七年九月編印
「中、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學資料」
，民國五十八年八月編印「幼稚園、托兒
所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
，民國六十九年四月更由交通部會同教育部等有關
單位策劃編印「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
，民國七十二年九月編印「師
範專科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
，民國七十七年十二月修訂「國民小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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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
，民國七十九年四月編印「師範學院交通安全教育教師
手冊」
，民國八十二年一月編印國民小學(高、中、低年級)及幼稚園「交通安
全學習手冊」五冊，同年三月編印「交通安全學習手冊教學指引」
，成為我國
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實施之教材。
(二)

現行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概況

「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實施現況暨改進措施研究報告」[8]指出就
現行小學課程而言，並未專設「交通安全教育」之教學科目，依據有關交通安全
教育內涵，分別納入各相關科目課程領域中，據以編輯之各科教科書，有直接編
成專門章節；也有將之附屬於其他教學單元中，併為單元教學目標之一。另亦有
將內容列入課內，供相關科目定時教學或聯絡教學實施之用；也有納於課外活動
者，透過活動加強學生對交通安全行為之實踐。各校並設立「交通安全教育委員
會」
，專司各校交通安全教育之規劃、執行、督導與考核。但在交通安全教育教學
方面，因國民小學採包班制，學生數多、教師任務繁雜，且交通安全教育並非正
式課程之情形下常被忽略，而流於形式。
(三)

現行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

「交通安全學習手冊」[9]為我國現行國民小學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其
係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結合交通、教育行政、學者專家及具少數教師
之力量，協力編撰而成，該課程之學習單元係採螺旋式課程設計，同一學習單元
以由淺而深方式，充實其學習內容深度與廣度。目前交通安全學習手冊計有六冊
(一年一冊)，為因應九年一貫課程，編輯架構已由原本的「人、車、路」修訂為
「六大學習領域」
，每一冊均包括六大單元，二十四個子題。其中低年級課程主要
透過學習單方式，著重在交通安全基本能力之實踐；中、高年級則透過互動式學
習方式，強化交通安全基本知識與技能。

參、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之檢討
(一)

課程理論之基本概念

構成課程的四大要素為：(1)目標；(2)內容；(3)方法(歷程)；(4)評鑑[10]。
而一般規劃課程課程理論之依據可區分為下列六點：(1)學科知識；(2)學生特
質：兒童身心狀況不同於成人，了解他們的特點與特徵都是必須考量的；(3)課
程理論：課程包括可預期的學生學習科目、目標與計畫，而另一方面亦包括學生
的學習經驗；(4)社會需要；(5)教育思潮；(6)教育改革：為國家某一個歷史階
段提出的教育工作發展總方向[11]。
在「課程內容」方面，一般較為關鍵的課題主要包括：課程是否符合學生程
度和社會需要？由於知識的暴增，到底哪些知識價值較高？哪些應納入學校課程
中？杜威(J. Dewey)在「兒童與課程」一文中即指出，兒童興趣與需要、社會發
展的需求、及學科的專門知識都是選擇及組織教育內容的主要考量因素[12]，而
在李緒武及蘇惠憫[13]的研究中認為教材選擇之原則如下：
1. 系統知識原則：包含先修知識(Prerequisite knowledge)原則。
2. 效用原則：教材應有益於人類日常生活。
3. 興趣(需要)原則：所選定之教材要滿足學生之興趣與需要，進而解決問題。
4. 社會發展原則：了解民主社會中個人之責任與培養履行之能力。
5. 根據教育目標。
6. 適合社會需要：包括教材需適合時代要求及適宜地方需要等兩項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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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適合學生的能力與身心發展。
8. 最有價值的教材：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及社會生活中特別需要且最有價
值的教材。
隨著新世紀的來臨，追求精緻教育品質，已成為世界各國致力教育改革
的目標。因知識遽增，為避免學習內容的累贅，有效選擇學習內容，適時評估更
新學習目標，將有助於選擇適當課程內容。然教育政策決策者與課程發展人員有
必要向社會民眾說明學校課程價值的合理性及何種學習經驗最能幫助學生獲得
最大的教育價值，要決定課程的內容，則端賴課程評鑑工作的進行，其為影響教
育品質的關鍵[14]。黃政傑[15]認為不論採取任何策略進行課程決定都必須經歷
「課程理解」
、
「課程設計」
、
「課程選擇」
、
「課程評鑑」等程序。在經過課程評鑑
後，方可判斷其適合程度與有效性。透過此機制讓課程進行修訂及檢討之依據，
因此課程評鑑是不可或缺的過程。而教育評鑑專家 Stufflebeam[16]言簡意賅的
指出：課程評鑑的意圖不是在證明(prove)，而是為了追求優質而持續改進
(improve)的歷程。
課程發展是學校教師、課程學者、課程設計實務工作者、學校教育行政人
員、課程評鑑人員、教學輔導人員及師資培育機構等相關人員之團體合作產物。
透過課程評鑑行動，採系統化探究方法以增進課程發展者及相關人士，決定課程
目標與教科用書的編寫和教師手冊學生習作等相關資源[17]。参考鄰近國家日
本，在課程發展上的作法，當編修舊課程及發展新課程時，也必定進行課程評鑑，
了解學習成效，並重視老師對課程的意見，作為重要參考依據，實為實證追蹤的
研發過程[18]。
努力持續改進課程，是課程發展與設計者應有的心態，若不更改課程，也需
要有具體資料佐證。因此，不論主張當前課程調整與否，皆有必要進行課程評鑑，
以求決定之依據。課程評鑑結果不僅幫助我們判斷課程是否須調整，而且還可以
協助我們判斷在何種情況下應進行何種合宜的調整[12]。除此，課程研究評鑑發
展能激發更多對課程的自覺與反思，讓研究者敏覺地、批判地對課程及相關人員
有對話空間，引發知識的突破。
Hamdan[19]主張課程評鑑應以系統化的方法，將評鑑與課程發展及實施過程
密切結合，他認為評鑑任何課程皆應包含課程規劃、發展、實施與效果四個階段
的評鑑，且其彼此又具回饋關係。課程評鑑針對評鑑的問題，應用評鑑結果，建
立明確的課程評鑑指標，可幫助教育決策人員獲得必要的資訊，幫助課程發展人
員進行精緻的課程設計，協助教師提升教師層次的課程教學品質，進而提升學生
的學習品質。
艾斯納(Eisner)所認為課程評鑑的功能有需求評估、缺點診斷、課程修訂、課
程比較、課程方案的抉擇、確立目標達成效度、績效評斷等七項[17]。
課程評鑑方法上有晤談、觀察、調查研究、個案研究、檢核表、測驗、統計
分析、內容分析、成本分析等。另外陳春滿、鍾聿琳根據文獻統整歸納出兩大類
課程評鑑方法：(1)量性評鑑方法：以問卷調查法最常使用，用於蒐集相關人員
如老師、學生與家長對課程目標和課程實施的意見，以提供更完整的訊息，而晤
談、座談、教學日誌、測驗等方式也經常使用。評鑑分析所得結論，可提供有效
教學及課程評鑑之依據。(2)質性評鑑方法：包括訪談法、觀察法、專家判斷法、
焦點團體訪談法。成本較高、觀察樣本較小、代表性容易受質疑，但可收集更深
入的意見，以提供課程改進之參考[20]。
在課程評估方面使用的方法有二：一為透過課程實驗方法根據結果進行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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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此 為相當嚴謹的作法。二為依指標評鑑此為課程評估基本的作法[12]。
決定實施課程評鑑後其步驟為：(1)首先確定評鑑之目標。(2)確定評鑑之項
目及其評鑑方式。可細分為教學目標方面，課程編製型態方面，課程綱要方面，
教材編選方面，教學設計方面，學習效果評量方面。(3)確定評鑑人員及其不同使
命。(4)分析、調查、統計及整理之方式。(5)評鑑效果之應用[15]。
(二)

我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內容編訂過程檢討

綜合上述教材選擇原則，可知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與日常生活及社會生活
均息息相關，因此符合最有價值教材之條件。而設計課程需依據教育思潮與教育
改革，目前我國正面臨九年一貫課程之教育改革，因此交通安全教育也須因應此
一潮流加以發展其新的模式。而課程之修正基礎又為何？在未列入正式課程加上
九年一貫課程實施後，納入更多課程活動的情況之下，授課時間是更為壓縮的。
基此，課程設計人員在面對課程內容的選擇時，該如何提供最有效的學習經驗？
這保命的課程該如何調整因應？
黃炳煌提出評鑑為構成課程四大要素之ㄧ，且又可幫助教育決策人員獲得必
要的資訊，幫助課程發展人員進行精緻的課程設計，協助教師提升教師層次的課
程教學品質，了解其成效，進而提升學生的學習品質。黃光國、楊龍立、黃政傑
等課程專家也一致肯定課程評鑑之價值性，但現行的交通安全課程並未實施課程
評鑑部分，實有缺憾。尤其課程評鑑其地位如此重要，此現象值得我們繼續探討。
從前段文獻中可知，課程評估的方法透過課程實驗來修正為屬於較嚴謹的方
式。回顧我國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推行過程自民國 54 年桃園永安國小於台北陽
明山的一場死傷百餘人的的遊覽車翻車事件後，前台灣省道路交通安全委員會指
定台北市銘傳國民小學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教學實驗，之後教學實驗即闕如，實為
遺憾。
(三)

我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實施課程內容檢討

人性道路使用者需接受充分的交通安全訊息[21]，而台灣地區自民國 54 年推
動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以來，交通部每年斥資千萬元經費印製國小各年級「交
通安全學習手冊」
，其為我國最有系統的交通安全教育之教科書，課程專家艾斯納
曾提及學校教科書將界定老師教學之範圍[14]，由此可知本教材在交通安全教育
之影響力。
張哲揚與廖天賦[23]認為未來交通安全教育的走向，在教材上應配合時代潮
流適時修正以切合學生所需。林國統[24]認為因交通安全教育方式陳舊簡略，內
容不切實際，教材與課程沒有標準及課程未被重視而成效不彰。經過四十年的推
動，在大時代的脈動下，交通安全教育教材推行過程有哪些突破？課程內容有何
修正？
我國交通安全教育課程自民國 54 年開始，隨著時代進步，實施之教材內容與
時俱進，已不同面貌呈現，茲將其發展過程彙整如下：
1.課程內容修正依據：由民國 54 年的教育教學實驗，到民國 77 年符合課程標準，
而到民國 93 年的順應九年一貫課程改革，由交通、教育行政、學者專家及少數
教師代表共同編撰。
2.執行單位：由民國 54 年的前台灣省道路交通安全委員會，到民國 69 年起由交
通部會同教育部負責編算工作。
3.使用對象：最初由民國 56 年的國民學校教師，到民國 57 年中、小學教師，到
民國 58 年加入幼稚園、托兒所教師，到民國 72 年的師範生，到民國 82 年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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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及中、小學學生。
4.教材持有情形：由民國 56 年的現職教師擁有交通安全教育指引手冊，到民國 72
年加入準教師擁有師專(師院)交通安全教育教師手冊，再到民國 82 年每位學生
可人手一冊，目前則為網路可下載之電子書。
5.課程互動對象：由單純的師、生間互動，轉變至親、師、生三者之互動。
6.教學時機：由民國 77 年利用生活與倫理及健康教育課程定時教學、各學科隨機
施教及聯絡教學，到民國 82 年利用導師時間教學，演變至民國 89 年彩聯絡式
教學，現今則為自民國 92 年起之融入式統整教學。
7.手冊設計冊數：民國 82 年起為低、中；高年級兩年一冊，自民國 89 年起則為
每年級一年一冊。
8.課程設計：採螺旋式課程設計，配合認知發展程序，逐步加強深度。
9.編撰架構取材：由人、車、道等三要素，轉變至人、車、路、法等四要素。

肆、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之展望
(一) 教學實驗、課程評鑑為修定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內容之必要方式：課程發
展的評估方式中受到肯定的教學實驗法與課程評鑑，兩種方法目前並未應用
於每次的課程編修中，雖由交通部道路交通安全督導委員會邀請交通、教育
行政、學者專家及具教學實務教師，協力編撰而成，但課程發展是學校教師、
課程學者、課程設計實務工作者、學校教育行政人員、課程評鑑人員、教學
輔導人員及師資培育機構等相關人員之團體合作產物。而交通部道路交通安
全督導委員會邀請的人員畢竟仍有所限，如經過教學實驗法或課程評鑑的程
序可幫助教育決策人員獲得必要的資訊，幫助課程發展人員進行精緻的課程
設計，了解成效，為其判斷之重要依據。

(二) 重視多數藥師的行動智慧，拓展對話空間：日本在課程發展上的作法，當編
修舊課程及發展新課程時，必定進行課程評鑑，了解學習成效，並重視老師
對課程的意見，作為重要參考依據。第一線的教學老師為課程發展之重要執
行者，學生在教學現場的反應最了解者非他們莫屬。課程研究發展應激發教
師對課程的自覺與反思，鼓勵他們有機會表達其更多的行動經驗與智慧，讓
課程研究者能對課程及相關人員有對話空間，引發知識的共鳴與整合。

(三) 有效運用量性；質性評鑑方法進行深入研究：課程評鑑方法分為量性評鑑方
法及質性評鑑方法。量性評鑑方法成本較低、觀察樣本較大，評鑑分析所得
結論，可提供有效教學及課程評鑑之依據。質性評鑑方法成本較高、觀察樣
本較小、代表性容易受質疑，但可收集更深入的意見，以提供課程改進之參
考。因此二者皆有其不可取代之價值，在進行課程評鑑時兩者相輔相承，不
可偏廢其一。

五、結論與建議
今日歐美課程專家著重於課程的形式與發展史，依據歷史描述分析並檢討。
本文依循文獻回顧方式，探討我國在交通安全教育課程教材之發展，經過整理分
析，的確有諸多職得喝采之處：
1. 行政部分：由單純交通部推行，到為追求更符合教育專業理念，而由交通部會
同教育部共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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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用層面部份：不斷擴增使用者，由現任幼稚園、中小學教師到師資培育機構
之師範體系學生，及幼稚園、中小學生；因考慮家長以身作則的重要性，互動
層面也由師生間，進而推展到親、師、生間的積極做法。
3. 手冊印行部份：最初區分為低、中、高等年段，二年一冊方式，後來因顧及孩
子保管課本等因素，而改為每年一冊編排。在網路資訊發達的今天，加上環保
意識下，目前已上網下載電子書方式為主。
未來可在研議之處：
1. 行政部分：
(1)重視基層教師聲音：了解教師使用教材情形，鼓勵具體提出建議，廣開窗
口，重視雙方互動結果。
(2)進行課程評鑑與教學實驗：透過課程實驗與教學評鑑，提供課程研發者及
相關單位在課程修改時的依據，以便在非常重要但又授課時間極為有限的
交通安全課程中，提供作有效的課程內容。
2. 教師部分：發揮教師專業力量，勇於表達對課程教材的想法，由下而上的改革，
呈現出更符合時代潮流的交通安全教育教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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