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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政府為降低職業災害，推動職場安全衛生，在法令規章、教育訓練等

制度和措施方面皆已有相當基礎，但校園傷害事故仍是年年頻傳，且現行的

小學課程規劃中，並未包含職業安全衛生教育。有感於成人的安全衛生認知

應自小養成，以期建立正確的觀念、態度與行為，未來能塑造健康安全的環

境，故本研究擬以大專院校之安全衛生教材為藍本，開發適用於國小學生之

教案，並評估教育介入活動對建立學童安全衛生認知與態度之成效。 本研

究參考教育部環保小組編定的大專院校安全衛生通識課程，由參與研究學校

教師挑選出火災預防、用電安全、生物性危害等三項議題以開發教案。教案

介入對象為高年級學童，採立意取樣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本研究依教案內

容設計安全衛生知識與行為態度之結構式問卷，於課程介入前後對實驗組與

對照組學童施測。 本研究對象共計六個班級學童 201 人，在介入教育前後施

測所得的有效問卷有 186 份（實驗組 90 人，對照 96 人），兩組學童的基本

資料無顯著差異。從問卷中的知識測驗與行為態度題型，皆可發現實驗組在

後測答對人數較前測多的題數，呈現比對照組多的趨勢；以後測得分比較

時，發現實驗組在火災預防及用電安全的知識試題以及在火災預防、用電安

全及生物性危害的態度行為試題的得分皆高於對照組。以前後測總得分之進

步與退步人數比較時，火災預防及用電安全的實驗組進步人數皆顯著多於對

照組，且在三項議題上對照組的退步人數皆比實驗組多。以 t 檢定比較前後

得分之差異，發現火災預防的實驗組其知識、行為態度的退步分數顯著少於



對照組，用電安全的實驗組其知識、行為態度的進步分數顯著高於對照組，

而生物性危害的實驗組其行為態度的進步分數亦有高於對照組的趨勢。 本

前驅性研究發現，將大專院校職業安全衛生教材，開發成適於國小推廣實施

之可行性，並從學童於教案介入前後之測驗結果，發現對其知識與行為態度

的增進具有顯著意義。本研究結果，可作為後續推廣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教育

之基礎，並期待具有拋磚引玉之效。 關鍵字：職業安全衛生，火災預防、

用電安全、生物性危害， 國小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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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agency has worked on reducing the occupational injuries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requirements including the on-sit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training programs. The incidences of campus accidents are high. No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elated courses were regularly offered at the primary 

schools. The concept of safety and health should be implanted since childhood to 

establish appropriate cognition, attitude and behavior. Therefore, a safe and healthy 

campus environment can be established.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intervention of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by 

the changes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intention. Meanwhile, the safety and 

health course contents for the elementary school level were developed according to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general course curriculum of the university, which was 

developed by the divis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ree safety and health subjects, fire prevention, electricity safety and 

biological hazards were selected by the teachers of the participated school through a 

school wide survey. A pretest-posttest control group design intervention evaluation was 

undertaken to assess the impact on OH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intention 

of the fifth and sixth grade students in the elementary school. The evaluations were 

performed twice - a pretest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a posttest on one day after the 

intervention. Student’s t-test was appli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test 

and posttest and between groups. In total, 201 students from six classes were included 

initially. One hundred and eighty-six (90 students a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96 

students as control group) students completed both pretest and posttest. The basic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these two group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stude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pond the question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did in both knowledge and attitude question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results of the 

posttest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id better in the knowledge questions of 

fire prevention and electricity safety as well as in the attitude questions of the three 

topic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di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roved more in the fire 

prevention and electricity safet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di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Mean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sulted in lower posttest scores than the pretest scores. 

Statistically,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mproved significantly in electricity safety and 

biological hazards in either knowledge or attitude and behavior-intention while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This pilot study proofed that the feasibility to implant 

the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by modifying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curriculum of the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Notably, the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intention of safety and health among the participated pupils are 

improved by the intervention. This model should be a useful reference to continue 



developing the safety and health education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level. Keywords：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Fire prevention, Electricity safety, Biological hazards, 

Pu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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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12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9/7/25 

轉

檔

日

期 

2009/07/27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3926148 2009.7.25 12:26 118.167.115.69 new 02 493926148 2009.7.25 12:27 

118.167.115.69 new 03 493926148 2009.7.25 12:27 118.167.115.69 new 04 

493926148 2009.7.25 12:28 118.167.115.69 new 05 493926148 2009.7.25 12:29 

118.167.115.69 new 06 493926148 2009.7.25 12:30 118.167.115.69 del 01 493926148 

2009.7.25 12:32 118.167.115.69 new 07 493926148 2009.7.25 12:34 118.167.115.69 

new 08 493926148 2009.7.25 12:35 118.167.115.69 new 09 493926148 2009.7.25 

12:35 118.167.115.69 new 10 493926148 2009.7.25 12:51 118.167.115.69 new 11 

493926148 2009.7.25 13:08 118.167.115.69 new 12 493926148 2009.7.25 13:08 

118.167.115.69 del 12 493926148 2009.7.25 13:11 118.167.115.69 new 2 493926148 

2009.7.25 13:11 118.167.115.69 new 3 493926148 2009.7.25 13:11 118.167.115.69 

new 4 493926148 2009.7.25 13:12 118.167.115.69 new 5 493926148 2009.7.25 13:14 

118.167.115.69 new 6 493926148 2009.7.25 13:15 118.167.115.69 new 7 493926148 

2009.7.25 13:18 118.167.115.69 new 8 493926148 2009.7.25 13:19 118.167.115.69 

new 9 493926148 2009.7.25 13:20 118.167.115.69 new 10 493926148 2009.7.25 



13:21 118.167.115.69 del 2 493926148 2009.7.25 13:21 118.167.115.69 del 3 

493926148 2009.7.25 13:21 118.167.115.69 del 4 493926148 2009.7.25 13:21 

118.167.115.69 del 5 493926148 2009.7.25 13:21 118.167.115.69 del 6 493926148 

2009.7.25 13:21 118.167.115.69 del 7 493926148 2009.7.25 13:21 118.167.115.69 del 

8 493926148 2009.7.25 13:21 118.167.115.69 del 9 030540 2009.7.27 15:58 

140.136.209.41 del 05 030540 2009.7.27 15:58 140.136.209.41 del 06 030540 

2009.7.27 15:58 140.136.209.41 del 07 030540 2009.7.27 15:58 140.136.209.41 del 08 

030540 2009.7.27 15:58 140.136.209.41 del 09 030540 2009.7.27 15:58 

140.136.209.41 del 10 030540 2009.7.27 15:58 140.136.209.41 del 11 030540 

2009.7.27 15:58 140.136.209.41 new 05 030540 2009.7.27 15:59 140.136.209.41 new 

06 030540 2009.7.27 15:59 140.136.209.41 new 07 030540 2009.7.27 16:00 

140.136.209.41 new 08 030540 2009.7.27 16:00 140.136.209.41 new 09 030540 

2009.7.27 16:01 140.136.209.41 new 10 030540 2009.7.27 16:01 140.136.209.41 new 

11 

異

動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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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493926148 Y2009.M7.D24 20:00 140.136.61.166 M 493926148 Y2009.M7.D24 

20:01 140.136.61.166 M puhe3430 Y2009.M7.D25 13:33 118.167.115.69 M 

493926148 Y2009.M7.D25 13:34 118.167.115.69 M puhe3430 Y2009.M7.D27 15:46 

140.136.192.4 M puhe3430 Y2009.M7.D27 15:46 140.136.192.4 I 030540 

Y2009.M7.D27 16:02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