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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市鎮鄰里環境特徵對兒童移動自由之影響1
董娟鳴2

摘要
社區鄰里環境是兒童成長相當重要之場域，因此要了解兒童在鄰里內各項活動之移動自由與
影響因素，為十分重要之課題；但過去研究探討鄰里環境對兒童在鄰里活動之影響，缺乏對於社
區中不同鄰里特徵環境下之兒童，在鄰里內之各項活動行為是否具有差異進行驗證；故本研究以
新北市泰山區為例，探討居住於衛星市鎮不同鄰里環境特徵下之兒童，在鄰里中之移動自由
(freedom of movement)是否有差異，並探討不同鄰里環境特徵影響兒童移動自由之因素。
本研究以泰山、義學國小為實證社區學校，進行問卷抽樣調查，並對其學區進行土地使用調
查，共計回收522份問卷；研究者並以「型態法」為疊圖法，將現調範圍依鄰里特徵進行分區劃
分；疊圖結果共劃分七個區域；其後，依據各分區之鄰里環境特徵，將位於市鎮中心住商混合使
用之D,E區歸類為「中心區」；位於中心區外圍，舊建物與新建物並存之B, F區歸類為「外圍發展
區」，並進行不同分區兒童在移動自由上之差異性分析，結果驗證分區兒童雖在移動自由上無明
顯差異，但中心區(D, E 區)兒童「完全通學獨立移動」者較其他分區多，通學旅程完全由成人接
送者亦較其他分區少，但差異程度未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此外，中心區家長感受「區內步行系統不安全程度」會負向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家
庭年收入為36萬元以下」之家庭，其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亦較高；對外圍發展區而言，「通學
經過交叉路口數」、「家長居住年期較低」(3-5年)，均會負向影響其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
中心區兒童之年級對其通學與玩耍的獨立移動具正向影響，但對其他分區而言，兒童年級之
影響則不明顯；無論中心區或外圍發展區，家長「對鄰里環境之親近認同感」與「對兒童獨立移
動認同感」，亦會分別正向影響分區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由此顯示，家長對鄰里環境與對
兒童教養之態度，比鄰里環境因素更顯著地正向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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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children’s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degrees of freedom of movement and other
influential factors on children’s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e neighborhood. Previous studie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on children’s activities have fail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were any behavio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ldren resulting from their respectiv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se causal relationships in terms
of the children’s relative degrees of mobility.
A questionnaire sampl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Taishan Elementary School and Yi Shiue
Elementary School, along with a land use survey from the school district. A total of 522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This study used morphological analysis as the mapping technique to
divide the district into different zones, according to their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The mapping
result showed seven zones. The downtown area of mixed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use (Zones D
and E) was characterized as the “central area.” The area of old and new buildings co-existing on the
outskirts (Zones B and F) of the central area were characterized as the “peripheral development
area.” A difference analysis on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children living in different zones was
then performed.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at even 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freedom of movement of children living in different zones, the children living in the “central area”
had a higher level of independent mobility from home to school, and fewer children were escorted
by adults, compared to those living in other zones. However, these differences did not reac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level.
Furthermore, a sense of “the unsafe level of the pedestrian system within the district” that a
parent had in the central area did not negatively influence the level of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 from home to school. Children from “families with an annual income below 360,000” had a
higher level of independent mobility from home to school. For the peripheral development area, “the
number of crossroads from home to school” and a “shorter period of parents living in the
neighborhood” (3 to 5 years) negatively influenced the level of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 from
home to school.
The grade level (seniority) of children in the central area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ir
independent mobility from home to school and play in neighborhood, but had no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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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in either other districts. Parents’ “sense of closeness and identification to the
neighborhood” and “sense of identification to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 positively influenced
the level of independent mobility from school to home of children in different area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parenting had a more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level of children’s independent mobility from home to school
than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factors.

Keywords：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Children, Freedom of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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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都市土地使用集約度高、公共設施長期不足、鄰里戶外空間亦因遭不當土地使用排擠(如
違建、攤販、違規停車佔用等)，使得都市地區戶外活動空間之提供明顯不足，導致鄰里空間對都
市兒童在戶外活動之供給，無論在質與量上均明顯不足；由於都市現況環境長期對孩童的不友
善，導致兒童在生活環境中自主活動的權利，亦因而逐漸被剝奪，此狀況從台灣兒童生活狀況之
調查結果即可驗證(註一)。
鄰里環境是提供兒童成長過程中探索活動的重要場域(Jacob, 1961；Noschis, 1992)；但近年來
各國都市鄰里環境對兒童成長中各項活動提供之友善度均急速下滑(Gaster,1992)，許多國家兒童
在鄰里環境中各項活動，無論是移動力(mobility)、被允許活動之種類與程度，均呈現縮小與下降
的趨勢(陳文慧，2002；Kytta, 2004； Rissotto and Tonucciu, 2002；McDonald, 2007)。Prezza, Pilloni,
Morabito, Sersante, Alparone與Giuliani(2001)研究發現，孩童在都市環境中獨自活動程度越低，會
對其成長過程中之人格形成與社會化發展形成負向影響；而造成兒童在戶外活動程度降低之最大
原因，來自於鄰里環境的不友善，使家長將兒童在鄰里內之活動，限制在一些特別“不危險”的區
域，導致兒童日常活動空間遭到限制，此狀況並使得兒童在空間認知上無法將其住家與週遭環境
連結，阻礙了兒童環境知識之發展(Gaster,1992；Rissotto與Tonucci, 2002)。故聯合國於2001年將
兒童照顧與永續發展並列，作為都市環境之兩大發展主題(Malone, 2006:14)，可見此議題之重要
性，也因此有關兒童移動自由(freedom of movement)之研究，近年來已成為研究都市環境與兒童
戶外行為關係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Prezza et al., 2001, 2007；Rissotto and Tonucci, 2002；Kyttä,
2002, 2004；Prezza, 2007；Fyhri and Hjorthol, 2009)。
若定義「兒童移動自由」此一名詞，則可泛指兒童在其生活的場域中不受限制，可安全與被
許可的移動範圍與程度。兒童除了在家，凡是在鄰里環境中(包括在室內空間與開放空間)，不需
成人陪伴，可獨立自由移動以從事各項活動(包括通學、遊戲、購買、學習等各類活動)，於環境
中移動的活動行為均可稱之。國外近年探討兒童在鄰里內移動自由之研究，以探討通學「獨立移
動」(independent mobility) (註二)與運具選擇者為主流(Bradshaw and Jones, 2000；Rissotto and
Tonucciu, 2002；Fyhri, and Hjorthol, 2009；Napier, Brown,Werner, Gallimore, 2011)；另有一部分研
究，則是綜合探討兒童在鄰里內各類活動之移動自由與運具選擇(Chawla, 1992；Prezza et al.,
2001；Timpero, Crawford,Telford and Salmon, 2004；Prezza, 2007)。其中後者探討內容則涵蓋了兒
童通學與休閒時的活動範圍、被允許的活動方式及內容(Prezza et al., 2001亦用獨立移動一詞，探
討之重點則是包羅兒童在鄰里內各項活動時不須伴隨，獨自移動之情形。)，以及在都市環境中活
動的自主權(childrens’ autonomy in the urban context)等項目，至於探討兒童移動自主權部份之諸研
究，則在討論兒童在都市環境中被允許獨立活動之種類與程度。
國內探討兒童在鄰里空間活動之研究較片段零散，相關研究可分為三類，一類著重探討兒童
活動量與活動行為的研究(林明珠，1979；郭秀玲，1980；黃淑貞，1987)，另一類研究則著重在
探討兒童遊戲空間與設施之規劃設計(王元亨，1994；廖珮伶，2003；李幸芳，2003；張涵，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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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還有一類研究針對兒童通學活動與休閒活動行為進行探討(凌游世傑，2001；陳文慧，
2002；夏翠蒂，2006；張孝德，2007；游紫朋，2008；Lin and Chang, 2010)；然而前述研究重點
多著重在兒童於鄰里內單一種類活動(如通學、休閒活動)選擇機率、運具選擇模式建立及環境影
響因素之探討，至於綜合探討鄰里環境對兒童之移動形式與移動自由影響之部分則亟缺乏。
從前述兒童活動之相關研究內容可明顯發現，鄰里環境因素對兒童在鄰里內之活動具有顯著
影響，但過去對鄰里環境影響兒童活動之討論，均只侷限在對個別單項因素之探討，並未有人使
用空間統計方式，對居住在不同鄰里特徵地理分區下之兒童，在鄰里內之各項活動行為是否具有
差異進行實證研究，亦缺乏對影響不同鄰里特徵分區環境下兒童移動自由之原因是否不同進行探
討；然而，若欲從環境規劃應用角度建構對兒童戶外活動友善之鄰里環境時，前述因素之探討卻
相當必要；故本研究擬以兒童在鄰里環境之移動自由為主題，以衛星市鎮為探討場域，探討衛星
市鎮不同鄰里環境特徵下之兒童，在移動自由程度上是否具有差異，並期望藉由對不同鄰里環境
特徵下兒童移動自由程度與影響因素之探討，綜合了解衛星市鎮鄰里環境特徵對兒童在戶外各項
活動移動自由之影響。
由於衛星市鎮常位居於主要都市通往其他地區的聯外幹道上(如省道、縣道等)，為都市外圍
生產基地(如工業聚集地)與移居都市者的居住基地，故衛星市鎮公共設施開發較人口移入之速度
慢，在居民之社會福利與公共設施之供給上亦不如主要都市(註三；王保鍵，2004：14)，但由於
房價與生活成本門檻較低之誘因，衛星市鎮常成為外來移居者在都市謀生的落腳地；移居衛星市
鎮居民之家庭型態多為較年輕的工作年齡組成家庭，在此類家庭組成份子中，兒童常為重要成員
(註四)；此外，由於衛星市鎮之發展型態多為商業與住宅使用沿著區內主要幹道(常為省道、縣道
等)呈線性發展後並逐步向外擴張，故在地區鄰里環境特徵之分區上較為分明，衛星市鎮之中心發
展區(中心區)由於發展較早、都市化程度較高，故在鄰里環境上具有比其他區域較佳的鄰里環境
品質，亟適合作為不同鄰里環境特徵對兒童移動自由行為比較之實證場域；故本研究擬以台北都
會區西側衛星市鎮群中的小型衛星市鎮─新北市泰山區為例，驗證衛星市鎮不同鄰里環境特徵下
之兒童，在鄰里內之移動自由是否具差異，並進一步探討鄰里環境特徵對兒童移動自由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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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研究與理論基礎
(一)兒童移動自由之測量方式
在兒童活動自由的測量方式方面，過去文獻分別從兒童自由活動項目與獨立移動在空間之範
圍，以及父母准許自主的活動項目、時間與移動範圍兩者切入(即獨立自主權，autonomy of
movement)。其中Prezza等人(2001)則分成從學校到家裡的自治權(home-school autonomy)、受差遣
的自治權(errands autonomy)、去玩耍的自治權(going to play autonomy)、在外玩耍的自治權(outside
play autonomy) 、在家附近玩耍的自治權(near home play autonomy)等五個項目各分為五個等級，
成為孩童的獨立移動之測量項目；Kyttä(2002,2004)則將兒童移動自由之測量分為獨立移動之實際
地理範圍、與被家長允許活動種類兩部份；在實際移動部份之測量，則著重測量兒童實際進行的
活動種類與活動距離、是否有同伴、以及對兒童來往家與學校的方式與是否有家長陪伴等，來測
度兒童在住家週邊獨立活動之實際範圍、並以家長允許兒童獨立從事各項活動之程度(獨自來回上
學、休閒活動、穿越馬路、黑夜外出與搭乘公車)測度兒童在環境中移動自由之程度。此外，Fyhri
與Hjorthol(2009)則將兒童活動分為到學校、運動活動與交友活動等三項，分別探討兒童在鄰里中
進行前述活動時，使用之運具(走路、騎自行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坐私家車)作為兒童是否獨
立移動的依據。
(二)影響兒童在鄰里環境中移動自由之因素
歸納過去兒童移動自由相關研究後，可將影響兒童在鄰里環境中移動自由之因素分述如下：
1.鄰里實質環境因素
鄰里實質環境因素對兒童在鄰里環境中之活動型態會產生極大影響，其中社區類型(住家建築
形式)、都市化程度、住家鄰近適合兒童的活動空間(例如：住家是否面臨、鄰近公園)、設施提供
活動程度、街廓之商業活動程度與空氣汙染等，均分別會對兒童在鄰里內移動自由產生正面或負
面之影響(Anderson與Tindell, 1972；Prezza等人, 2001；Kytta, 2002, 2004)；而在移動過程之影響因
素方面，可發現來往活動地點間之距離(如住家與學校之距離、住家與雜貨店間之距離)、來往活
動地點間之交叉路口數量、社區內的步行系統狀況(如是否方便行走)、交通危險程度等均會影響
兒童在鄰里內的通學移動自由(陳文慧, 2001；Cervero, 2002；Kytta, 2002；Handy, 1996；Fyhri and
Hjorthol, 2009；Lin and Chang, 2010)；Kytta(2004)並將都市化程度放入，測量都市化程度對兒童
在移動自由程度上之影響，但結果發現影響係數較低。
此外，Prezza等人(2001)發現社區年份、社區建物類型會影響兒童在鄰里環境中之移動自由，
其中新社區內的兒童在活動自主性上較舊社區兒童為佳；住家有中庭大樓的兒童，中庭常成為兒
童被允許自由活動的地點；此外，Prezza等人亦發現，兒童住家若鄰接鄰里公園，則兒童之移動
自由程度較高；Kytta(2004)歸納鄰里環境對兒童活動供給之影響因素，則尚包括交通危險、對兒
童被成人攻擊或騷擾的恐懼等因素；而Lin and Chang(2010)的實證結果發現，影響兒童通學方式
之實質環境影響變數，包含有人行道比例與交叉路口數、治安條件、通學距離、學校區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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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兒童與家長之個人因素與態度
此外，研究者歸納過去諸多研究發現，有關兒童個人特質、家長態度、以及其他鄰里非實質
環境因素(例如是否有活絡的社區組織、社區治安狀況、社區交通狀況、社區居民的生活方式等)，
均會對兒童之移動自由形成影響；以下即分為以下三項說明：
(1)兒童的人口特質
Prezza等人(2001)發現兒童的個人特徵(年齡、出生排序、性別)會影響兒童在鄰里環境中的獨
立移動，在性別差異部分，男童較女童獨立移動之程度較高(Prezza et al., 2001)；此外，獨生子女、
在家排序最大者，其獨立移動程度較其他排行兒童較低；而年齡愈大的兒童，其獨立移動之程度
亦愈高；此外，Lin and Chang(2010)之實證結果顯示，兒童年級是影響兒童通學方式之影響因素，
年齡愈大之兒童，自行走路通學之比例愈高，活動自由程度亦較高。
(2)來自家長的因素(家長需求、對鄰里環境之知覺)
A. 家長之工作型態與家庭類型
眾多研究驗證，家中就學兒童數目是影響兒童通學方式之影響因素(Handy, 1996；游紫朋,
2008；Lin and Chang, 2010)，由此可知家庭型態、家中兒童數目對兒童在鄰里活動之影響；然而，
家庭生活型態會受家庭主要收入者之工作型態影響，進而影響家中兒童之生活作息；雙親工作型
態中，家庭主要照顧者若為在社區外之工作型式，以及工作時數之長短，會嚴重影響兒童是否於
學校下課時間需至第三地停留(如安親班或課輔班) ，因此，家長的工作型態亦會影響兒童通學模
式與運具選擇(Lin and Chang, 2010)。
B. 家庭主要照顧者的個人特徵與對鄰里環境之觀感
McDonald(2007)驗證家庭主要照顧者的個人特徵(如性別、年齡等)，會影響兒童之通學模式；
此外，家長對兒童在鄰里內從各項活動之態度，是直接影響兒童在鄰里內活動與移動形式之重要
影響因素(Prezza et al., 2005；Johansson, 2006)，當家長感受對鄰里環境的負面知覺，則會負面影
響兒童走路上學之比例；由此可知家長對鄰里環境的態度會影響兒童在鄰里內的活動自由。 諸
多研究亦顯示，家長對鄰里環境之觀感(家長對鄰里交通之觀感、對治安的恐懼感、主要照顧者的
鄰里關係、社區意識)亦會對兒童活動與移動之自由程度形成影響(Prezza et al., 2001；Kyttä, 2004；
Prezza, Alparone, Christallo and Luigi, 2005；Napier et al., 2011)。
Napier et al.(2010)歸納家長對於兒童在鄰里空間內主要的關注點，多為對鄰里環境之感受，
其中包括感受到穿越街道的危險、交通危險、一般性的行走困難、感受到的距離與治安的危險；
Prezza,Alparone,Criostallo與Luigi (2005)之實證結果驗證，家長對於社區交通安全與治安的感知，
會影響家長對於兒童是否在社區週邊的都市環境中可獨自移動的意願與看法；此外，家長對鄰里
環境之感受亦會影響允許兒童在鄰里內活動之程度；其中Prezza等人發展出家長對交通安全感知
量表(Traffic Danger Perception Scale)與治安危險感知量表(Social Danger Perception Scale)；
Johansson (2006)歸納過去研究發現，家長對犯罪的害怕、陌生人的危險等亦會影響兒童休閒旅程
是否由家長開車接送。
在家長鄰里關係與社區意識對兒童移動自由影響方面，Prezza等人(2001)歸納文獻，發現社區
社會組織在結構與文化之向度上，對兒童在鄰里發展具重要影響，但在Prezza等人(2001)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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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區意識不會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Johansson(2006)研究指出，家長對鄰居的信任度，會
正向影響其對兒童進行休閒活動之機會。而Kyttä (2004)研究亦驗證，家長認為小孩太小不可信
任，會影響其允許兒童活動之自主權，進而影響兒童在鄰里環境中活動自由之程度。
3.其他
此外，由於兒童部分活動具有限時之限制(如通學活動會有到校時間限制)、故如趕時間、雙
親通勤順道搭載等因素，亦會影響兒童在通學時之獨立移動行為。

三、研究內容與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研擬
依據本研究目的，並對前述對相關研究與文獻進行歸納後，本研究進一步擬定以下研究假設：
1. H01：衛星市鎮中心發展區在鄰里環境特徵上較其他分區有較完善的供給。
衛星市鎮之中心發展區由於發展時程較早，都市化程度較高，故擁有較完善的鄰里實質環境
特徵，如較連續性較強的人行道系統、較多已開發公園數目、較密集的商家等，對居民生活可提
供較佳的生活機能，並具有較完善之鄰里實質環境特徵，故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一。
2.H02：居住於衛星市鎮中心發展地區內之兒童，在鄰里內之移動自由較其他分區兒童之移動自由為高。
Kytta(2004)認為都市化程度愈高，會對兒童在移動自由程度形成正向影響，陳文慧(2001)、
Cervero(2002)、Kytta(2002)、Handy(1996)、Fyhri and Hjorthol(2009)與Lin and Chang( 2010)研究分
別證明：活動地點間之距離(如住家與學校距離、住家與雜貨店間距離)、活動地點間之交叉路口
數量、社區內的步行系統狀況(如是否方便行走)、交通危險程度均會影響兒童在鄰里內的通學移
動自由。若將前述實質環境因素放置於本研究之地理環境中，則可發現衛星市鎮之中心地區，土
地使用較密集、區內設施種類較多(如學校、便利店)，中心地區從住家至區內各項設施之步行可
及性較高(人行系統網絡建構較完整)，故居住於衛星城鎮中心發展區內的兒童，其住家離各項設
施之可及性較高，活動地點間之距離(如住家與學校之距離、住家與雜貨店、公園間之距離)較近、
活動地點間之交叉路口數量較少；故本研究根據前述研究結果進一步推論出前述研究假設。
(二)研究內容、研究限制與分析方法
為因應前述研究目的與假設，本研究將研究內容擬定如下：
1.各項鄰里環境特徵之調查、建檔與分析，並將實質環境特徵同質較高者進行分區區劃，劃分出不同鄰
里分區。
2.調查並測量居住於不同鄰里分區之兒童在鄰里內之移動自由程度、兒童與家中主要照顧者個人特性與
對鄰里環境之觀感。
3.對不同鄰里分區之兒童移動自由進行差異性分析，並探討影響因素。
前述研究內容使用之分析方法可分為兩部份，其一為依衛星市鎮之鄰里環境特徵進行鄰里分
區劃分，此部份則使用疊圖分析方法中的「型態法」來進行鄰里分區劃分(黃書禮，2000:215)；
另一部分則以統計分析方法(如卡方檢定、單因子變異述分析等)，對不同鄰里分區之兒童移動自
由進行差異分析，以驗證研究假設；本研究並進一步以複迴歸分析、二元logit模型建構不同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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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玩耍、受差遣模型，並分析影響不同分區兒童移動自由之因素。
而為因應前述分析工作，本研究之調查工作亦分為兩部份：(1)對實證地點進行土地使用現況
調查，並應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進行資料建檔(2)對兒童家庭進行問卷
調查兩部份。
(三)兒童移動自由之測量方式訂定
本研究依兒童在鄰里內日常活動種類，擬將兒童移動自由探討內容，概分為以下三項活動之
自主狀況：1.通學活動(包含上學、放學與返家)2.受差遣3.在鄰里戶外環境玩耍；至於測量之方式，
則分別如下所述：
1.通學獨立移動(home-school independent mobility，簡稱為通學IM)
本研究將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測量方式計算如下：
通學獨立移動程度(%)=(通學獨自通學距離/通學總距離)*100%其中，通學總距離=(上學總距
離+放學總距離+返家總距離)。
2.受差遣之獨立移動(errands independent mobility)
由於受差遣活動不似通學活動之高頻率性，且兒童是否從事此類活動之差異性亦較大，故本
研究以類別變數之形式，將兒童受差遣時，至受差遣地點(便利店或雜貨店)的移動方式(可分為獨
自、與同輩一齊、不受差遣)三類，作為受差遣之獨立移動程度的主要測量方式。
3.在鄰里戶外環境遊戲之獨立移動(playing independent mobility in neighborhood )
本研究將兒童在鄰里內遊戲的獨立移動測量方式，至鄰里內遊戲地點(公園、學校)的移動方
式(可分為獨自、與同輩一齊、由成人陪同三類)作為主要測量方式。

四、調查分析方法與實證地點、調查方式選定
(一)調查方法、調查內容與實證地點選擇
為因應前述研究內容，本研究須同時對兒童與家中之主要照顧者進行問卷，為考量問卷調查
與回收之容易性與有效性，本研究之問卷調查是以實證地點小學之兒童作為問卷調查基本抽樣對
象，而土地使用調查範圍則以學校學區里鄰範圍邊界再向外擴展600公尺作為調查範圍。
本研究在調查地點上選擇新北市泰山區作為實證地點，對泰山區境內國小進行挑選後，選擇
泰山與義學國小作為實證學校，至於兩校之位置，則如圖1所示。
1.實證地點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內容
在土地使用現況調查內容部份，包含泰山鄉境內各街廓內土地使用與建物現況調查(以調查街
廓建物一樓土地使用、建物樓層為主)、人行系統現況(騎樓與人行道之分布、寬度、佔用狀況)，
將調查結果以GIS建檔，並以本研究將實證地區之環境現況(一樓土地使用類型、建物樓層、主要
道路劃分(被主要道路切割)、及人行系統(騎樓與人行道有無)等項目作為個別分析圖層，運用GIS
進行圖層疊合，對地區地理區位、分區使用與建築型態相近的區域進行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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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訪者問卷調查內容
其次則對實證地點內之兒童與其主要照顧者(如雙親等)分別進行問卷調查，並將受訪者於問
卷中有關圖面繪製之填答結果(如住家所在街廓、通學路徑、最常去的便利店與公園)，由研究人
員依受訪者住家街廓位置於GIS上鍵入受訪者居住地點，在GIS上對受訪者繪製之通學路徑進行距
離量測，並分別計算出需要之變項數據後(如通學路徑經過之人行道比例、住家與便利店之直線距
離等)，輸入至受訪樣本之各項資料中，以利統計分析。至於鄰里環境特徵之調查變數，依據前述
文獻歸納，則可分為以下幾類：
(1)兒童移動自由：通學獨立移動百分比、受差遣移動自由、玩耍移動自由。
(2)兒童與家長個人特性
A. 受訪兒童與家長社經特性(兒童與家長之性別、年齡、兒童在家中排序等)。
B. 家庭狀況：家中兒童與成人人數、家長工作型態與時數、家庭所得與親子時間、居住年期。
C. 家長對環境與兒童教養態度：對安親需求與信任程度、對兒童獨立與對環境親近之認同程度、
獨立移動認同感(註五)。
D. 家長對社區與兒童活動信任度：鄰里設施活動友善程度、獨自通學放心度、獨自玩耍放心度、
對通學時導護機制信任程度家長自認在社區內之影響力。
(3)鄰里實質環境變數：
A. 兒童各項活動點間距離：通學移動總距離(受訪者實際通學路徑)、住家與便利店直線距離、住
家與公園直線距離(以問卷結果輸入GIS後量測計算獲得)。
B. 通學路徑環境：通學路徑經過人行道比例、通學路徑經過商業使用比例、通學經過交叉路口
(以問卷結果輸入GIS後量測計算獲得)。
C. 受訪居住地點街廓位置、家中建物型式、一樓土地使用現況、建物樓層、人行系統現況(先將
土地使用調查結果輸入GIS後，再將受訪者問卷結果輸入GIS後量測計算獲得(如通學路徑經過
人行道之百分比、通學距離等))。
D. 公園、學校可提供兒童活動種類(問卷調查)。
(4)家長觀感與態度(使用Likert 7 scale作為測量方式)：
A. 家長對社區環境觀感(註六)：主要照顧者對社區治安、交通觀感，修改自Prezza(2005) 治安危
險感知量表與交通安全感知量表，並增加社區活動空間與設施提供觀感題項(共十四題)、社區
步行系統不友善程度(註七)。
B. 社區意識：引用Long and Perkins (2003)之SCI(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量表，共八題(註八)。
3.問卷抽樣方式
在問卷抽樣調查方式方面，本研究以分層抽樣方式，於實證學校各年級作為問卷抽樣調查之
單位，並考量一年級學生(入學年齡多為6-7歲)入學時間較短，對學校與周遭環境之狀況瞭解程度
較低，且學童之理解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發展未臻完全，為降低問卷在施測作業的難度，故本研
究選擇受測兒童之年級，以二至六年級為主；在實際抽樣方式上，則於兩實證學校中2-6年級，每
個年級隨機各抽三班，以班級為單位對全體學生進行問卷發放，並從回收問卷中，剔除越區就讀
學童之回收問卷，作為本研究之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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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地點現況
以下即針對兩間國小其週邊社區環境現況說明如下：泰山國小全校共六個年級68班，學生總
數2,072人(2010年3月份資料)；由於本校位於市鎮中心與區內主要幹道旁，學區內家戶建物種類
具多樣性(註九)，主要幹道沿線之商業使用屬於地區商業型態；此外，本校學區涵蓋較寬廣，除
了包含市鎮中心之社區，亦有區內鄰近山區之村里。至於義學國小則位於新發展重劃區旁，東側
隔中港西路(中港大排)與大片待開發，現況為工業使用之住宅區為鄰，學區內西側鄰里之住宅建
築以三四層樓建物為主，北側則為重劃區新開發之大樓社區夾雜老舊建物，東側隔中港大排與大
批一樓鐵皮工廠，參雜空地為鄰；有關實證地點一樓土地使用與樓層分布，則詳見圖1：
在區內公園與人行系統分布方面，實證區內已開闢鄰里公園數量稀少且面積狹小，園內設施
亦較貧瘠且單調。而區內除了重劃區外，其餘地方人行步道寬度狹窄，多處僅約一米寬；至於在
交通號誌與通學導護點現況上，現今兩校僅於明志路與泰林路交叉口，及明志路二段進入義學國
小前之路口，共設置三個導護點以利學童通行。

五、實證結果分析
本研究於民國99年三月初至月底，對兩間實證學校共發出752 份問卷，回收646 份，回收有
效問卷共522份；問卷回收率為85.9%，回收有效率為80.8%；其中泰山國小有效問卷為290份(佔
有效問卷總數56%)，義學國小有效問卷為232份(佔有效問卷總數44%)。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統計結果
在受訪兒童之統計結果方面，男性共275人(佔受訪兒童總數52.7%)，女性共247人(佔受訪總
數47.3%)；就讀年級則平均分布於各年級中；受訪家長以女性為主(共386人，佔受訪家長總數之
73.7%)、已婚者共488人(佔受訪總數93.1%)；年齡層以31-40歲者為主(共288人，佔總數之39.6%)，
其次為41-50歲(共197人，佔總數之37.6%)；學歷則以高中職為主(共278人，佔受訪家長總數之
53.1%)，其次為大專(共176人，佔總數之33.6%)；工作型態則以在外工作型為主(共375人，佔總
數之71.6%)，其次為家管(共99人，佔總數之18.9%)；至於家庭年所得則以36萬至99萬者為主(共
285人，佔總數之54.4%)，其次為36萬元以下(共118人，佔總數之22.5%)；居住年期人數最多者為
5-10年(共142人，佔總數之27.1%)，居住時間為十年以下者佔總數之67%(共351人)。由前述統計
結果歸納可知，受訪家長多為女性，受訪家庭多為外來移居至本地居住，家長工作型態多為在外
地工作型，家庭年收入以99萬元以下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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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實證地區一樓土地使用與樓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福德公園

全興公園

圖2

實證區內公園分布與概況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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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地點分區劃分與分區環境特徵
1.分區劃分與分區環境特徵
本研究將調查地區之環境現況，依據一樓土地使用類型(住、商、工…)、建物樓層(一層樓、
2-5樓、6樓以上)、主要道路劃分(被主要道路切割)(註十)、及人行系統(騎樓與人行道有無)等項目
作為個別分析圖層，應用疊圖法中的「型態法」，並運用GIS進行圖層疊合，並將疊圖結果中在
地理區位、分區使用與建築型態相近的區域，劃分為同一分區；經前述準則進行同質區畫分之結
果，將本研究實證區域範圍略分為七個區域(詳圖3)，居住在此七個分區內之受訪有效問卷共計有
462份。至於分區鄰里環境特徵則詳表1。

表1
分區
問卷樣本數
沿主要道路
受訪者
居住地點 非主要道路街廓
1樓
2~5 樓
住
6 樓以上
小計
2~5 樓
商
6 樓以上
小計
1樓
2~5 樓
工
鄰
6 樓以上
里
小計
實
1樓
質 其他
2~5 樓
環
6 樓以上
境
獨棟有庭院
狀
獨棟無庭院
況 建物
公寓
型式
大樓有中庭
大樓無中庭
遭佔用
人行 有
未佔用
系統
無
公園個數
公園占該區面積%
學校

分區環境特徵與受訪者居住地點、樣本數一覽表
A區
43
65.11%
34.88%
0%
55%
31%
86%
6%
8%
14%
0%
0%
0%
0%
0%
0%
0%
4.65%
2.33%

B區
59
16.96%
83.05%
0%
37%
0%
37%
27%
3%
30%
6%
25%
31%
26%
0%
1%
0%
5.08%
23.73%

C區
42
2.38%
97.62%
0.89%
7%
0%
7.89%
0%
0%
0%
89.07%
0%
89.07%
89.07%
0.04%
3%
0%
7.42%
70.42%

D區
55
44.64%
55.36%
0%
14%
0%
14%
51%
9%
60%
0%
12%
12%
12%
14%
0%
0%
9.28%
13.65%

E區
64
4.55%
95.45%
0%
31%
11%
44%
24.2%
32%
56.2%
0%
0%
0%
0%
0%
0.3%
1%
3.03%
15.15%

F區
111
5.45%
94.55%
0%
10%
62%
72%
5%
0%
5%
7%
11%
11%
18%
1%
2%
2%
0.91%
5.45%

G區
88
39.08%
60.92%
0%
29%
17%
46%
11%
1%
12%
42.1%
0%
42.1%
42.1%
0.2%
0%
0%
3.45%
3.44%

46.51%

37.29%

22.16%

73.17%

15.15%

14.55%

22.99%

46.51%
0%
0%
19.50%
80.50%
0
0%
無

30.51%
3.39%
17.80%
12.40%
69.80%
1
1%
無

0%
0%
1.74%
19.36%
78.90%
1
1%
無

0%
3.9%
39.78%
12.52%
47.70%
1
6%
泰山

46.97%
19.70%
20.86%
35.94%
43.20%
3
4%
無

72.73%
6.36%
32.69%
22.01%
45.30%
1
4%
義學

62.07%
8.05%
1%
12%
87%
2
16%
無

註：1.表中之%為各分區內各類土地使用現況面積佔該區總面積百分比。2. G 區內其中一座公園為義學
坑自然生態公園。3.分區有效樣本數462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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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針對各分區之鄰里環境特徵進行描述：
(1) A 區內建物與土地使用以 2-5 樓純住宅使用為主(佔該區建物總面積之 55%)，其次為六層樓
以上之住宅使用(佔 31%)，區內住宅社區沿主要道路呈線性發展，80.5%以上街廓未設置人行
系統。
(2) B 區位於實證地點中心發展區的外圍地區，區內建物以 2-5 樓為主(佔該區建物總面積之
89%)，一樓為住宅使用、商業使用、工業使用者之 2-5 樓建物各佔 37%、27%、25%；本區
為較早期開發之區域，區內一樓使用混雜住商工使用，69.8%街廓無人行系統。
(3) C 區以 1 樓為主之建物型態，且以工業使用為主(佔該區建物總面積之 89.07%)，區內 78.9%
之街廓未設置人行系統。
(4) D 區位於泰山區市鎮中心地區，區內為 2-5 層樓之平面式商業使用為主(佔該區建物總面積之
51%)，其次則為 2-5 樓之住宅使用(佔 14%)，區內街廓設置人行系統佔全區街廓總長之
52.3%，但許多人行系統遭佔用(佔區內總街廓長度之 39.78%)，泰山國小亦在本區範圍內。
(5) E 區亦位於泰山區市鎮中心地區，區內以平面式商業使用混合住宅使用為主(一樓為商業使
用，樓上為住宅使用之 6 樓以上建物佔 32%；2-5 樓型態之平面商業使用佔 31%)，且並無工
業使用，區內超過半數街廓有設置人行系統(佔總街廓長度之 56.8%)，且人行系統近四成未
遭佔用，為區內人行系統狀況較佳之區域。
(6) F 區為泰山區內近年新開發之重劃區，區內以 6 樓以上之大樓純住宅使用為主(佔該分區建物
總面積之 62%)，其次則為 2-5 樓型態之工業使用(佔該分區建物總面積之 11%)，區內人行系
統設置亦較佳，全區總街廓長度之 54.7%已設置人行系統，但有超過三成人行系統遭佔用；
義學國小位於本區範圍內。

(7) G 區以 1 樓建物型態之工業使用為主(佔該區建物總面積 42.1%)，配合約 29%之 2-5 層建物型
態與 6 樓以上之純住宅使用(佔 17%)為區內主要建物與土地使用型態，區內 87%之街廓長度
未設置人行系統，屬於土地使用較混雜之區域。
至於分區內之受訪兒童多居住於主要道路旁街廓，而公園則多位於D區與E區內，其中D區公
園面積佔該區面積之6%，G區內雖有兩座公園，且公園面積佔該區總面積之比例較高，但其中一
座較大面積之公園，為位於山區之義學坑自然生態公園，並非一般的鄰里性公園。
2.分區鄰里環境差異分析與鄰里環境特徵再分區
若對各分區下之鄰里環境變數進行差異分析，則可發現不同分區在兒童通學時人行道之連續
百 分 比 (F(6)=4.711***) 、 建 物 形 式 (chi-square=121.539***, df=30) 、 住 家 600 公 尺 有 無 公 園
(chi-square=135.817***,df=6)、公園學校提供小孩活動種類(F(6)=2.262*)等鄰里環境供給上具有顯
著差異，由前述分析結果可知，各分區內之鄰里實質環境特徵確有差異性。
確認各分區內之鄰里實質環境特徵確有差異後，本研究綜合前述各分區環境特徵(詳見表1)，
將實證地點之市鎮中心地區D,E區進一步區劃為中心發展區(以下簡稱為中心區)，而位於中心區較
外圍，近期有較密集新建物建設的B,F區稱為外圍發展區，以利後續驗證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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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中心區與其他分區在「建物形式」(chi-square=135.817***,df=6)「家長對鄰里步行系統不
安全度」(F(2)=0.870**)、「區內公園、學校可提供小孩活動種類」(F(2)=3.593**)、「通學路徑
行經人行系統連續百分比」(F(2)=2.958**)、「通學路徑行經商業使用百分比」(F(2)=4.964**)、
「住家附近有無公園」(Chi-square=18.558***)等鄰里環境特徵上具有顯著差異，由此可知中心區
與其他分區在「步行系統之連續程度」、「步行系統友善程度」(安全程度)、「公園提供之數目」
與「公園可提供活動種類」、「商業使用程度」等鄰里實質環境特徵上的確具有明顯差異，且中
心區優於外圍區與其他分區；以下即將兩區之鄰里環境特徵說明如下：
(1) 中心區：主要道路沿線一樓商業使用強度高，商業街廓內側則為 2-5 層住宅使用，全區以低
層建物之住商混合使用為主，區內人行系統設置較完善且連續性較高，區內公園個數較多。
(2) 外圍發展區：B 區沿主要道路為一樓商業使用之 2-5 樓的舊建築物為主，區內混雜了較新開
發的大樓住宅使用與早期之一樓工業使用，是屬於土地使用混雜、新舊建物並存之區域，本
區域內之公共設施開闢程度較差，公園與人行道之開闢程度較低。

圖3

實證地區分區劃分暨分區鄰里土地使用與建物樓層分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分區受訪兒童居住區位與就讀年級差異分析
若將學生就讀學校與各分區之環境特徵進行比較，結果具明顯之差異(Chi-square=38.879*,
df=24)。至於在分區受訪兒童就讀年級差異性方面，中心區與外圍發展區在兒童年級上並未達統
計之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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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分區家長特性與各項觀感差異分析
在分區家長特性之差異方面，中心區較其他分區家長在居住年期(F(2)=4.608**)、工作型態
(chi-square=21.998*,df=12) 具有顯著差異外，在其餘各項特性上均無差異。
若將各分區受訪家長之態度進行差異分析，可發現分區家長對「鄰里步行系統不友善程度」
之看法具有顯著差異(F(6)=3.343**)(詳見圖4；註六)，而中心區家長與其他分區家長在「鄰里步行
系統不安全度」(F(2)=0.870**)具顯著差異。此結果說明各分區之受訪者對於鄰里環境步行友善程
度有不同的看法；若進一步比對圖4結果則可知，C區受訪家長認為步行不友善程度最高(平均
4.75)，F區家長則感受步行友善程度最低(平均3.6)，若比對各分區之環境特徵後可發現(詳見表
一)，C區人行系統較不完整，而F區為區內較新開發區，人行系統較有規劃，進而影響該區受訪
家長對環境步行之觀感較佳；此外，分區家長在社區意識上並無明顯差異。
各分區家長對於讓兒童獨自玩耍信任度之看法亦有明顯差異(Chi-square=59.63**,df=36)；家
長多數(六成五以上)不放心兒童在外玩耍，僅中心區中之D區有兩成家長放心讓兒童在外玩耍；但
各分區家長對於兒童獨立通學信任度與獨自跑腿之信任度上，則均無明顯差異。

圖4

各分區受訪家長對步行系統不友善程度

圖5

觀感折線圖

分區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等級佔該區總人
數比例統計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分區兒童通學獨立移動行為差異與影響因素
本研究對各分區之鄰里環境特徵、受訪兒童與家庭差異性進行分析後，再將不同分區兒童通
學獨立移動程度分成『完全成人接送』(通學獨立移動程度=0)、『獨立移動程度低於平均數』(0<
通學獨立移動程度<0.37)、『獨立移動程度高於平均數』(1>通學獨立移動程度>0.37)、『完全通
學獨立移動』等四類(通學獨立移動程度=1)，並將各分區內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以前述四種
程度分類後，將各分區內四分類之兒童人數佔該分區總人數之比例(以%表示)進行比較，結果如
圖7所示；從比較結果可發現，實證地區之中心區(D、E區)內之兒童，『完全通學獨立移動』之
比例均較其他各分區高，而『完全成人接送』之比例則較其他各分區為低(詳參圖5)；但將中心區
(D,E 區 ) 與 其 他 分 區 在 四 類 兒 童 通 學 獨 立 移 動 之 程 度 上 進 行 差 異 比 較 ， 則 不 顯 著
(Chi-square=5.082,df=3,p-value=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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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進一步使用逐步迴歸法，分別建構中心區與外圍發展區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百分比之迴
歸模型，其結果如表2所示(詳p.15)。從結果可知，三個解釋模型中，以中心區(D,E區)的模型解釋
程度較佳(Adj.R-square=0.714)，但外圍發展地區(B,F區)與全區之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型，亦有0.5
以上的解釋力(Adj. R square=0.519與Adj. R square=0.579)，顯示此三模型均具有中度以上之解釋
力。
此外，在影響變數部分，「家長對兒童獨自通學擔心度」除了分別會影響中心區與外圍區兒
童通學獨立移動外(標準化係數β值分別為-0.242與-0.338)外，亦是負向影響全區兒童通學獨立移動
之因素(標準化係數β值為-0.282)；而在分區個別影響因素方面，居住在中心區內之受訪兒童，家
庭年所得在36萬元以下之家庭，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行為呈現正向之影響(標準化係數β值為
0.118)；居住於中心區之兒童就讀年級愈大，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行為具正向影響(標準化係數β
值為0.164)，而兒童通學運具選擇亦會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行為產生影響。
此外，若比較中心區、外圍發展區與全區之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模型之因素，則可發現：
對外圍發展區與全區兒童而言，「通學路徑中面臨之交叉路口數」為重要之負向影響兒童通學獨
立移動變數，但在中心區之影響模式中此因素之影響則不顯著，若深究其鄰里環境特徵後則可發
現：由於中心區兒童通學不須穿越主要道路交叉路口(D區)，或是僅須穿越一個主要道路交叉路口
(E區)，而該交叉路口學校亦有設置導護點，故「通學路徑中面臨之交叉路口數」對影響中心區兒
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模型中，並不存在顯著影響；但相對地，對屬於較外圍發展地區之B、F區兒
童而言，由於學童通學需行經交叉路口較多，學校現有提供之導護點無法囊括外圍發展區兒童通
學路徑中面臨之所有交叉路口，故「通學路徑中面臨之交叉路口數」對外圍發展區兒童之通學獨
立移動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標準化係數β值為-0.275)。

表2

中心區、外圍發展區與全區兒童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型比較表

變數名稱
就讀年級
上學交通(步行)
返家交通(步行)

中心區(D,E 區)
標準化
t值
係數 β
0.164
3.147**
0.342
5.374***
---------

Y=通學獨立移動%
外圍發展區(B,F 區)
標準化
t值
係數 β
----------------0.352
4.955***

全區
標準化
係數 β
0.196
0.179
-----

6.174***
4.983***
-----

t值

返家交通(私人運具)

-0.327

-5.384***

-----

-----

-0.335

-9.262***

放學去處(直接回家)
通學通過路口數
步行系統不安全程度
通學總距離
獨自通學擔心度
受訪家長學歷(國中
以下)
家中建物型式(獨棟
無庭院)

---------0.106
-----0.242

---------2.041*
-----4.001***

-----0.275
---------0.338

-----3.948***
---------4.895***

0.072
-0.102
-----0.105
-0.282

2.124*
-3.835***
-----3.162**
-8.247***

-----

-----

-0.171

-2.554*

-----

-----

-----

-----

0.229

3.50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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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心區、外圍發展區與全區兒童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型比較表

家中建物型式(大樓
有中庭)
家庭年所得(年 36 萬
元以下)
居住年期(3-5 年)
獨立與環境親近認同
獨立移動認同感
B,F 分區樣本數=170
D,E 分區樣本數=119
(分區有效樣本數
=462)
實證學校有效樣本數
=522

-0.113

-2.209*

-----

-----

-----

-----

0.118

2.336*

-----

-----

-----

-----

----0.147
-----

----2.623**
-----

-0.164
----0.138

-2.569*
----2.034*

----0.094
-----

----3.070**
-----

R-square=0.733
Adj.R-square=0.714
F(8)=37.754***

R-square=0.543
Adj.R-square=0.525
F(7)=19.476***

R-square=0.586
Adj. R-square=0.579
F(7)=90.742***

註：1.*表p≦0.05，**表p≦0.01，***表p≦0.001
2.有關家長對社區環境觀感、社區步行系統不友善程度、對兒童獨立與對環境親近之認同程度等使
用Likert scale之量測變數，是使用EFA中之因子得點(factor score)之數值投入模型中。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至於居住於兩類分區之受訪家庭，其家中建物型式不同者，亦對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百分比
具有顯著影響，居住於中心區，其住家建物型式為大樓有中庭之兒童，則會對兒童之通學獨立移
動產生負向影響(標準化係數β值為-0.113)；居住於外圍發展區，其住家建物型式為獨棟無庭院之
兒童，則對其通學獨立移動產生正向之影響(標準化係數β值為0.229)；此外，無論是中心區、外
圍發展區甚至於全區，家長對於兒童獨立與環境親近認同感與獨立移動認同感，分別會影響兒童
之通學獨立移動百分比。
至於全區之兒童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型中，有關兒童年級、交通工具選擇、放學去處、通學
經過交叉路口數、通學總距離與家長對獨立與環境親近認同感，均對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百分比
形成影響，但有關家長個人特性(居住年期、家庭年所得、學歷)與家中建物型式等變數，對兒童
通學獨立移動之影響，則不如兩分區影響模型呈現顯著影響。
(四)分區兒童受差遣、玩耍移動差異與影響因素
在分區兒童受差遣與玩耍移動方面，有效問卷共339份，從實證區內兒童在受差遣與玩耍之
獨立移動結果可發現，區內兒童獨自玩耍比例極低，僅佔有效問卷總數之5.1%，從來不曾玩耍者
共47人，佔有效問卷總數之13.86%；但在受差遣之獨立移動程度方面，從來不曾受差遣者共4人，
佔有效問卷總數之1.18%；有效問卷中，有41.3%兒童受差遣時為獨自受差遣；在兒童受差遣之差
異性分析方面，兒童受差遣移動類型會因受差遣頻率之不同而有明顯差異
(Chi-square=29.364*,df=18) ，受差遣頻率在3-5日內者，其移動方式以獨自受差遣(62人，佔總人數
之39.3%)與同輩一齊(57人，佔總人數之35.8%)為主要移動方式。若進一步將各分區內兒童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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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 、 玩 耍 活 動 類 型 之 差 異 進行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各 分 區 兒童 受 差 遣 移 動 類 型 並 無 顯 著差 異
(Chi-square=15.394, df=18, p-value=0.635)；而中心區兒童之受差遣移動類型亦未與其他分區具明
顯差異(Chi-square=8.378, df=9,p-value=0.497)；但若進一步比較，可發現A、D區兒童獨自受差遣
之比例明顯較其他分區高，且不受差遣人數之比例較低，其中A區兒童兒童獨自受差遣者佔全區
受訪者57.58%(如圖六)；但A區兒童受差遣活動之獨立性，對應到玩耍活動上則無明顯差距。其
他分區兒童在受差遣與玩耍活動之移動類型則較相似，都以依賴雙親或長輩陪同為主。
至於在兒童鄰里玩耍活動方面，兒童多數在雙親或長輩陪同下出外玩耍，其次是兄弟姊妹陪
同，家長對兒童較長時間獨自在外玩耍之擔心度均較高(家長對兒童獨自玩耍擔心度達5.21)，探
究原因可能為實證區內鄰里缺乏足夠兒童玩耍之戶外空間供給，由於兒童玩耍較受差遣在外停留
時 間 較 長 ， 故 兒 童 之 玩 耍 移 動 類 型 在 各 分 區 並 未 顯 出 明 顯 差 異 (Chi-square=9.240,
df=18,p-value=0.954)，即區內有公園設置之中心區，兒童不會因住家附近有無公園，而在獨自玩
耍的程度上有正向之增加趨勢(Chi-square=6.385, df=9,p-value=0.701)。

圖6

各分區環境特徵與受差遣玩耍類型比較圖

註：圖中之%為各分區內各類受差遣(玩耍)移動類型者佔該區總人數百分比。(有效問卷339份)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進一步將兒童玩耍型態合併為「獨自玩耍」(合併自“獨自玩耍”“與同伴一同”玩耍)
與「成人陪同玩耍」，受差遣型態合併為受差遣(合併“獨自受差遣”、“與兄弟姊妹受差遣”)
與不受差遣後，以二元logit模型建構不同分區兒童玩耍與受差遣之解釋模型，從模式分析結果中
可發現，鄰里實質環境各項變數對兒童玩耍與受差遣之形式在統計上均不具有顯著之解釋能力。
而從玩耍模型結果可發現(詳表3)，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百分比」對全區與中心區兒童在獨自玩耍
之勝算比(odds ratio)上均具影響；對全區兒童而言，家中成人人數較多，則會負向影響兒童玩耍
之勝算比；若以玩耍3-5日一次為基準進行比較，則兒童玩耍頻率較不頻繁者(一周一次、兩周一
次)，會降低兒童獨自玩耍之勝算比，但對「兩周以上一次」玩耍頻率之影響則不顯著；此外，中
心區之兒童年級、家長對獨立玩耍之信任度，會對中心區兒童獨自玩耍之勝算比具正向影響；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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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家長對鄰里環境治安焦慮，則會負向影響中心區兒童獨自玩耍之勝算比；家庭居住年期較長者
(5-10 年、10年以上-20年)，對兒童在獨自玩耍勝算比具正向影響。
至於從兒童受差遣之解釋模型分析結果可發現，無論是全區或中心區受差遣模型，鄰里實質
環境或其他因素，均無顯著影響兒童受差遣之變數，全區影響變數中，亦只有受差遣頻率為顯著
之影響變數，此代表兒童是否受差遣之影響因素並非為現有考慮諸因素(註十一)。

表3
影響變數
β 係數

分區兒童玩耍移動自由二元 logit 模型：
中心區
Wald
p-value
統計量
6.846
0.009
6.420
0.011
4.432
0.489
4.258
0.039

通學獨立移動%
兒童就讀年級
居住年期
居住年期(5-10 年)

-4.885
1.475

居住年期(11-20
年)
家庭成人人數
玩耍頻率
玩耍頻率(3-5 日)
玩耍頻率(一周)
獨立玩耍信任度
住家環境治安焦
慮
常數
卡方/自由度
整體模型 p-value
-2Log Likelihod
Cox &Snell
R-square
Nagelkerke
R-square
整體模型預測率
(%)
樣本數

5.496

3.169

0.075

--------------------0.854
-1.974

--------------------4.222
5.832

--------------------0.040
0.016

6.960

Exp(B
)P/1-P
0.008
4.371
1053.
477
243.
697
--------------------2.348
0.139

β係
數
-1.511
----------------

全區
Wald
p-value
統計量
8.183
0.004
-------------------------------

0.221
-----------------

------

------

------

-------

-0.430

5.324
19.555
16.599
3.852
-----------

0.021
0.003
0.000
0.050
-----------

0.650

-1.560
-1.411
-----------

-56.746
63.849/41
0.013
60.722
0.473

-58.776
100.590/61
0.005
293.071
0.307

0.632

0.411

84.1

73.9

123

Exp(B
)P/1-P

0.210
0.244
-----------

462

註:1.應變數為:自行玩耍、成人陪同玩耍。2.表中僅列出統計上呈顯著的自變數 。3.-----代表變數在模式
中不顯著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五)研究假說驗證
根據前述研究結果，可將研究假設驗證如表4：
從表4結果可知，中心區在「步行系統之連續程度」、「步行系統友善程度」(安全程度)、「公
188

建築與規劃學報

園提供之數目」與「公園可提供活動種類」、「商業使用程度」等鄰里實質環境特徵上的確較其
他分區具有明顯差異，且中心區優於其他分區。

表4
研究假設
H01

H02

假說驗證結果
接受 H01

拒斥 H02

研究假說驗證表

驗證依據
衛星市鎮中心發展區在鄰里環境特徵上有較完善的供給。
「家長對鄰里步行系統不安全度」(F(2)=0.870**)。
「區內公園、學校可提供小孩活動種類」(F(2)=3.593**)。
「通學路徑行經人行系統連續百分比」(F(2)=2.958**)。
「通學路徑行經商業使用百分比」(F(2)=4.964**)。
「住家附近有無公園」(Chi-square=18.558***)。
1.中心區(D,E 區)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與其他分區相較，不
具顯著差異(Chi-square=5.082,df=3, p-value=0.166)。
2.中心區(D,E 區)兒童之受差遣移動類型與其他分區相較，不具
顯著差異(Chi-square=8.378, df=9, p-value=0.497)。
3.中心區(D,E 區)兒童之玩耍移動類型並未比其他分區具顯著差
異(Chi-square=6.385, df=9, p-value=0.70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但中心區兒童，無論在通學、受差遣與玩耍活動時之移動自由程度，與其他分區兒童之差異，
並未達到統計上之顯著水準。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中心區與各分區之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後可發
現，中心區之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與其他分區之差異分析雖未通過，但中心區兒童之『完全通
學獨立移動』人數仍較其他分區為高，而中心區兒童通學時『完全成人接送』人數亦較其他分區
為低(詳見圖六)；若仔細探究原因，可發現中心區在鄰里環境特徵上供給較完善；但此鄰里實質
環境之供給完善程度，並無法反應在兒童在區內是否獨自玩耍與受差遣活動上。

八、分析與討論
(一) 本研究將調查地區之環境現況，依據一樓土地使用類型(住、商、工…)、建物樓層(一層樓、
2-5樓、6樓以上)、主要道路劃分(被主要道路切割)、及人行系統(騎樓與人行道有無)等項目
作為個別分析圖層，應用「型態法」為疊圖方法，將地理區位、分區使用與建築型態相近的
區域，劃分為同一分區；疊圖結果將實證區域範圍略分為七個區域(詳圖3)，其後，本研究
依據各分區之鄰里環境特徵，將位於市鎮中心之低層建物住商混合使用為主、人行系統設置
較完善之D,E區歸類為中心區；並將中心區之各項鄰里環境特徵與其他分區進行差異性比
較，結果驗證中心區較其他分區在鄰里環境特徵上具有較完善的供給(詳見p.18表4)，其後並
對中心區與其他分區兒童在移動自由上之差異性分析，結果驗證中心區兒童雖在移動自由之
類型較其他分區無明顯差異，但中心區之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仍較其他分區高(即完全通
學獨立移動者最多與完全成人接送者最少)，只是差異之程度未到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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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分區家長差異性比較之部份，中心區家長僅在居住年期上較其他分區家長有差異，「家長
對鄰里步行系統不安全度」(F(2)=0.870**)、「區內公園、學校可提供小孩活動種類」
(F(2)=3.593**)、等項目上具有顯著差異，但前述差異卻無法反應在家長「對兒童通學獨立
移動之擔心程度」，僅在「讓兒童獨自玩耍之擔心度」上具有差異；而中心區(D區)之家長，
對兒童獨自玩耍之擔心度較低；但前述對兒童獨自玩耍擔心程度之不同，亦未對分區兒童之
通學、受差遣與玩耍時的獨立移動行為產生顯著差異。
(三) 若比較不同分區之兒童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式，在全區之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式中，與實質
環境相關之影響變數只有「通學路徑經過之交叉路口數」、以及「通學總距離」，其他變數
則為兒童個人與家庭之影響因素(如兒童年級、交通工具、放學去處、家長對兒童獨立與環
境親近之看法)，在影響模式中較無法看出實質環境因素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影響；但在
中心區與外圍發展區之影響模式中，不同建物型態之家庭，會影響其兒童在通學獨立移動的
程度；其中，中心區內居住建物型態為「大樓有中庭」的家庭，其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程度
較低(影響係數-0.113)；而在外圍發展區內居住建物型態為「獨棟無庭院」者，會對其兒童
通學獨立移動程度形成正面影響(影響係數+0.229)；但至於住家建築型態對兒童通學獨立移
動之影響原因為何？則在本次研究結果中無法得知，有待後續進一步研究之探討。
(四) 比較中心區、外圍發展區與全區之兒童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式後可發現，無論地區鄰里環境
特徵是否不同，家長「對兒童獨自通學擔心程度」均為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之負向影
響變數；但會因鄰里環境特徵不同，在影響程度稍有差異(影響係數在-0.2至-0.33之間)，其
中外圍發展區家長『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擔心程度』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負向影響程度
較大，由由此顯示，較外圍發展地區的家長，對兒童獨立通學之擔心程度，負向影響兒童獨
立通學之程度較大。
(五) 若比對不同分區兒童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式之影響變數可知，中心區兒童的年級對其通學獨
立移動程度具正向影響(影響係數為+0.164)，但對外圍發展區與全區而言，兒童年級對其通
學獨立移動程度之影響則不明顯，若同時比對兩類分區之環境特徵後可發現，若鄰里環境友
善度達到一定水準時(如中心區內人行系統設置較完善、學童通學需經過穿越路口數較少、
且學校對通學穿越路口設置導護點等)，則兒童年齡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正向影響即會顯
現，家長對兒童獨自通學之擔心程度亦較低(影響程度為-0.242)。
(六) 若單獨檢視中心區兒童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型則可發現，中心區家長感受「區內步行系統不
安全程度」愈高者，則會負向影響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0.106)；此外，家庭年收入較
低(為36萬元以下)之家庭，則其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亦較高(影響係數為+0.118)，此結
果之可能解釋則為當區內通學步行環境友善程度到達一定水準時，家長對步行系統之敏感程
度會成為兒童是否獨自通學之影響因素，若對步行環境感受較不安全之家長，會負向影響其
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但家庭所得較低之家庭，較會准許兒童在通學時獨自通學。此外，
若檢視外圍發展區之兒童通學獨立移動模型，並檢視其環境特徵後可發現，由於此分區兒童
通學路徑須經過較多交叉路口，故「通學經過交叉路口數」為負向影響外圍發展區兒童通學
獨立移動程度之重要影響變數( 影響程度為-0.275)；此外，外圍發展區內居住年期較低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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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3-5年)，亦會負向影響其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0.164) 。
(七) 此外，無論中心區或外圍發展區，家長「對鄰里環境之親近認同感」與「對兒童獨立移動認
同感」，亦會分別正向影響分區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由此顯示，家長對鄰里環境之態
度與對兒童之教養態度，比鄰里環境因素更顯著地正向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程度。
(八) 實證結果顯示，兒童在鄰里內獨自玩耍之比例偏低，且無分區上之差別，若從玩耍模型結果
可發現，鄰里實質環境各變數對兒童玩耍之形式在統計上均不具顯著之解釋能力；此代表實
證地點兒童在鄰里內是否獨自玩耍之主要影響因素，不會因各項實質環境狀況之變動(如人
行道比例、公園可提供之活動種類等)而有所增加或減少；此有可能為兒童玩耍活動同時具
有在前往目的地路途與在活動地點較長時間停留兩部份之安全疑慮，故家長對兒童在鄰里內
是否獨自玩耍之考量變數，主要為非實質環境之變數。

(九) 從玩耍模型分析結果可發現，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對兒童是否獨自玩耍具顯著影響，而兒
童玩耍頻率達到相當之頻繁程度(至少兩周一次者)者，亦會正向影響兒童獨自玩耍之機會，
此代表兒童在社區通學與玩耍之行為與獨立程度上具有一致性；此外，對於鄰里實質環境較
佳中心區家庭來說，兒童年級、家庭居住年期(5-10 年、10年以上-20年)、以及家長對鄰里
環境之觀感與教養態度(家長對鄰里環境治安焦慮、獨自玩耍之信任度)，則會影響中心區兒
童在通學與玩耍之移動自由；但若反應到全區玩耍模型部份，則由家中成人人數、兒童玩耍
頻率等變數所取代，此代表當鄰里環境對兒童之友善度未達一定程度時，影響兒童移動自由
之因素，只限於受是否有足夠人力看顧(家中成人人數)，以及兒童在鄰里內玩耍頻率之影響。

九、結論與建議
(一) 從分析結果可知，衛星城鎮內各分區兒童在社區外部空間之完全通學獨立移動程度(多低於
各分區受訪兒童總數之30%)、獨自受差遣、獨自玩耍之比例均很低(詳見圖5、圖6)，在通學
獨立移動方面，則以完全接送的兒童人數最多，而家長對於社區環境亦抱持不信任的態度；
而無論地區鄰里環境特徵是否不同，家長「對兒童獨自通學擔心程度」均為影響兒童通學獨
立移動程度之主要負向影響變數，且各鄰里特徵不同分區之家長，雖在居住年期、工作型態
具有差異，但在「對兒童獨自通學擔心程度」之看法均持較擔心之態度，且無分區之差異；
此代表現有鄰里環境在兒童通學活動提供之友善度明顯不足，導致家長對兒童獨自通學感到
擔心。
(二) 本研究將調查地區依地理區位與鄰里環境特徵進行疊圖與歸類，結果將實證區域範圍略分為
中心區與外圍發展區，並對不同分區兒童之通學、受差遣與玩耍活動時之移動自由上進行差
異分析，結果驗證，中心區在鄰里環境特徵上有較完善的供給(詳表3，研究假設一)。但前
述鄰里特徵反應於兒童在鄰里內各活動之移動自由時卻並無明顯差異；中心區之兒童通學獨
立移動程度雖較高，但差異之程度未到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致使研究假設未能成立，即：
居住於衛星市鎮中心發展地區內之兒童，其在鄰里內移動自由較其他分區兒童之移動自由並
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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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此外，從實證結果可發現，各分區兒童在受差遣與玩耍之移動自由程度上雖無顯著差異，但
兒童戶外獨自玩耍比例卻明顯較獨自受差遣之人數為低(有41.3%兒童受差遣時為獨自受差
遣，但獨自玩耍者僅佔受訪兒童總數5.1%)，且不具分區性之差異，此外家長對兒童較長時
間獨自玩耍之擔心度較高(擔心度達5.21)，對此現象之分析歸納如下：
1. 實證區內鄰里缺乏足夠兒童玩耍之戶外空間供給，兒童亦不會因住家附近有無公園，而在獨
自玩耍程度上有正向增加之趨勢。
2. 各分區家長對兒童在鄰里內獨自玩耍之擔心度雖有明顯差異，但此態度卻無法對各分區內兒
童，在鄰里內獨自玩耍之型態上造成差異，此部份原因可能為受差遣移動活動型態為暫時性
之活動，兒童從家至目的地點(如便利商店等)之停留時間較短，故家長對兒童受差遣活動擔
心考量是在路途中之安全考量；但玩耍之活動型態為在活動地點停留時間較長，家長對兒童
在外玩耍之擔心考量點，除了至玩耍路途上之安全性外，對於兒童獨自停留在玩耍地點之安
全須考量之事項較多，因此家長對於住家附近環境之信任度會成為兒童是否可獨自玩耍之關
鍵，由家長對兒童較長時間獨自玩耍之擔心度較高、兒童在戶外獨自玩耍比例極低之結果可
知，現今衛星城鎮之鄰里環境品質普遍不佳，且分區環境品質之差異性，不足以讓家長對鄰
里環境產生足夠之信任，以至於兒童在鄰里內獨自玩耍之比率極低。
(四) 此外，對鄰里環境之親近認同感與對兒童獨立移動認同感較強之家長，則會正向影響兒童之
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且不會因鄰里環境特徵不同而有差別；由此顯示，家長對鄰里環境之態
度與對兒童之教養態度，比鄰里環境因素更顯著地正向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程度，而家
長對兒童獨立教養與環境親近之實踐方式，傾向以讓兒童獨自通學來進行實踐。
(五) 若歸納不同鄰里特徵分區兒童通學與玩耍獨立移動模式之影響變數，可發現以下幾點：
1. 全區之通學獨立移動影響模式中，影響因素較無法反應來自實質環境之變數，有關環境變數
之部分則僅止於通學距離、交叉路口數等環境交通安全因素；但在不同分區之影響模式中，
分區內之建物型態則成為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之環境因素；其中，中心發展區內居住
建物型態為『大樓有中庭』者，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之具負向影響(標準化影響係數-0.113)；
而在外圍發展區內居住建物型態為『獨棟無庭院』者，對兒童通學獨立移動程度形成正向影
響(標準化影響係數+0.229)；此外，在玩耍之影響模式中，則無來自實質環境變數之影響。
2. 此外，若比較中心區、外圍發展區與全區之影響兒童通學獨立移動模型之因素，可發現對外
圍發展區與全區之兒童而言，「通學路徑中面臨之交叉路口數」為重要之負向影響兒童通學
獨立移動變數，但對中心區之影響模式則不顯著，若深究其鄰里環境特徵後則可發現：由於
中心區(D,E)兒童通學不須穿越主要路口(D區)，或是僅須穿越一個主要道路口(E區)，而該路
口學校亦有設置導護點，故「通學路徑中面臨之交叉路口數」對影響中心區兒童通學獨立移
動程度模型中，並不存在顯著影響；但相對地，對屬於較外圍發展地區之B、F區與全區兒
童而言，由於學童通學需行經交叉路口較多，對外圍發展區學童來說，學校現有提供之導護
點無法囊括其通學路徑中所面臨之所有交叉路口，故「通學路徑中面臨之交叉路口數」對較
外圍發展區兒童之通學獨立移動程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標準化β值為-0.275)，此亦為因鄰
里環境特徵不同，對兒童在通學獨立移動程度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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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比對中心區與其他分區之兒童通學獨立移動與玩耍之影響模型，及兩區之鄰里環境特徵後
可發現，中心區較其他分區之鄰里環境對兒童獨立通學與玩耍均較友善（如步行系統完整
度、經過交叉路口數、有無公園、公園提供活動種類等）；而從兒童玩耍影響模式結果可知，
兒童在鄰里內通學、玩耍之行為與獨立程度具有一致性；當實質鄰里特徵達到一定程度時，
兒童年級、家庭居住年期、及家長對鄰里環境之觀感與教養態度(家長對鄰里環境治安焦慮、
獨自玩耍之信任度、獨立與環境親近認同)，則會分別影響中心區兒童在通學與玩耍之獨立
移動；但當鄰里實質環境未達一定程度時，前述因素對兒童在鄰里內通學與玩耍獨立移動之
影響則變得不顯著。
(六) 從本研究結果驗證，衛星市鎮同一地區內不同之鄰里環境特徵下之兒童，在鄰里內各項活動
自由之程度，並無明顯差異；但由於本研究在人力、經費與之限制，以致在進行受訪者抽樣
時，無法直接對不同鄰里特徵分區內之兒童與其家庭進行問卷調查，導致部分鄰里環境特徵
與其他分區較不同的區域(如位於實證地點最外圍，工業使用林立之C區)，在問卷調查份數
上，無法滿足進行影響模式分析(如直線迴歸分析)的基本樣本份數，故對於鄰里特徵差異較
大之分區，其鄰里環境是否會對兒童在個別活動(如通學、受差遣等)之獨立移動程度上形成
影響進行探討，此為本研究不足且有待後續研究進行探討之處。
(七) 由於本研究實證地點新北市泰山區則屬於位於都市外圍呈線型發展之小型衛星城鎮，其市鎮
發展軌跡乃是沿主要交通幹道呈線狀發展之方式，城鎮發展較外圍地區是以工業使用或農業
使用為主，此類型之衛星市鎮型態在台灣地區相當典型，故本研究分析結果之解釋與應用主
要是針對線型發展型態衛星市鎮之鄰里環境特徵而言；至於發展時程較久，發展已呈現面狀
大範圍之衛星市鎮鄰里環境特徵對兒童移動自由之影響(如新北市的中、永和、板橋、新莊
等規模較大之衛星市鎮)，則由於研究人力、時間與經費之不足，留待後續研究探討。
註解：
1. 註一：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於1999年所做的「跨世紀兒童生活狀況調查」之結果顯示：
「遊
戲空間、時間均不足」
、
「缺乏足夠的安全保障」均是台灣兒童在生活上面臨的主要課題(上網日期：
2008年12月20日.)。
2. 註二：
「獨立移動」(independent mobility)此一名詞，首見於Piaget(1956)於文中使用，指的是有關人們
在環境中的自由移動，Piaget認為獨立移動是人們對環境認知展現發展的基礎，並認為探索活動
(exploratory activities)對9歲以下合群系統活動尚未發展完全的兒童來說特別重要，故獨立移動對於兒
童而言尤其重要。
3. 註三：近二十年來，台北縣(現新北市)人口成長遠比台北市區快速，尤其是西南方的中永和、三重、
板橋，而新莊、樹林、泰山則是在其之後快速成長(陳郁芝，2003)；但相較於人口快速成長之速度，
衛星城鎮居民所擁有之社會福利或公共設施，均無法與直轄市(台北市)相比(王保鍵，2004:14)。
4. 註四：從泰山區89年至97年之人口資料中，0-14歲人口佔總人口比例近均在0.19以上(約佔總人口1/5)，
屬於新北市境內幼齡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可驗證屬台北都會區衛星城鎮的泰山區家庭組成份子
中，兒童為重要成員(資料來源：89-97年台北縣人口統計要覽，本研究整理)。
5. 註五：
『獨立與環境親近認同』之問項分別為：(1)我覺得培養小孩獨立性格很重要。(2)我覺得讓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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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上下學、跑腿與玩耍，對培養小孩獨立性格很重要。(3)我覺得讓小孩多在住家周圍的戶外玩耍
與活動，對小孩成長很重要。(4)我覺得小孩不需對住家周邊社區太親近；Cronabach α=0.756。
『獨立
移動認同感』之問項分別為：(1)小孩獨自外出能增加與其他小孩玩的機會(2)能自己外出的小孩較能
交到新朋友(3)能自己外出的小孩較有責任感；Cronabach α=0.848。
6. 註六：家長對鄰里步行系統不友善程度觀感之問項有：(1)我家附近騎樓與人行道斷斷續續，步行通
過不安全。(2)我家附近騎樓與人行道遭占用嚴重，步行通過不安全。(3)我家附近街道，人們通過很
匆忙。(4)我家附近騎樓與人行道寬度不足，步行通過不安全。(5)我家附近即有學校與公園，提供小
孩戶外玩耍活動很方便。(6)我家附近學校與公園面積適宜，足夠提供小孩戶外玩耍活動需求。(7)我
家附近學校與公園設施完善，足夠提供小孩戶外玩耍活動需求。(8)我認為住家附近環境對小孩戶外
活動提供環境很友善。(9)我家周邊街道上常有不良少年。(10)單獨外出的小孩會碰到病態的大人。(11)
小孩獨自外出會演變成接觸到不好的東西。(12)我家附近的人穿著或行為舉止怪異。(13)我覺得住家
周邊治安混亂，讓小孩單獨出去很危險。(14)小孩獨自外出會碰到嚇到他們的事。
7. 註七：步行系統不友善程度之問項分別為：(1)我家附近騎樓與人行道斷斷續續，步行通過不安全。(2)
我家附近騎樓與人行道遭占用嚴重，步行通過不安全。(3)我家附近街道，人們通過很匆忙。(4)我家
附近騎樓與人行道寬度不足，步行通過不安全；Cronabach α=0.803。
8. 註八：本研究在『社區意識』引用SCI(sense of community index )量表，問項分別為：(1)我覺得我和
鄰居對此社區的期望是相同的。(2)社區若有問題，居民都可以互相幫忙解決。(3)我認為居民間會彼
此照應並盡可能彼此協助。(4)我認同住家周邊鄰居與我是同一社區的。(5)我覺得住家周邊的人有強
烈的社區意識。(6) 我覺得我認識多數住在此社區的居民。(7)我覺得我認識的鄰居很少。(8)我覺得我
對居住社區的影響力很小；Cronabach α=0.754。
9. 註九：如圖一所示，泰山國小位於泰山區市鎮中心位置，並位於區內兩條主要幹道(明志路與泰林路)
交叉口，學區涵蓋範圍較廣，包含市鎮外圍鄰近山區之鄰里皆為該校學區範圍，故本校學區包含市
鎮中心與內建物樓層暨使用型態有2-5樓住商混合使用建物(一樓商業使用、二樓以上住宅使用)、2-5
樓純住宅使用、6樓以上住商混合使用、1樓住宅使用、1樓工業使用等，相較於另一實證學校義學國
小，泰山國小無論在土地使用或建物型態上，均呈現較多元之狀況。
10. 註十：道路除了有連結地點之功能外，亦有切割土地與活動之功能，當道路寬度與交通流量到達一
定規模時，道路即具有阻斷兩側土地使用與活動延續之功能，基於前述理由，本研究運用型態法進
行分區時，亦將實證地區主要道路(超過20 米之道路)作為分區劃分之重要依據。
11. 註十一：在CI為95%之範圍下，在全區受差遣二元logit模型中(卡方/自由度=21.633/27，-2Log
Likelihod=265.157，Cox &Snell R-square=0.062，Nagelkerke R-square=0.108，樣本數=465)，僅有兒童
受差遣頻率對其受差遣形式具顯著性影響，至於在中心區受差遣模式(卡方/自由度=22.211/30，-2Log
Likelihod=42.379，Cox &Snell R-square=0.203，Nagelkerke R-square=0.420，樣本數=123) 中，則無具
統計顯著之影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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