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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完成這份問卷調查。 您的反饋將幫助我們調整通往學校的安全道路這個方案，使其能更好的滿足各

個不同學校的需求。 
您可通過以下表格提供一個或多個兒童的信息。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urveymonkey.com/s/13sr2schinese 
 

1. 學區        
 

2. 學校名稱       
 

3. 年紀        
 

 
4. 這個學校是否有通往學校的安全道路這項方案？ 

¢ 有   ¢    沒有  ¢ 不知道 
 

5. 您家到學校的大概距離? 
¢ 少於¼英裏  ¢    ¼ 英裏至½ 英裏  ¢ ½ 英裏至 1 英裏 
¢ 1 英裏至 2 英裏  ¢    多於 2 英裏   

 
6. 您的孩子通常怎樣上學？ 

¢ 步行 ¢    騎自行車 ¢ 家庭汽車（只載您的孩子）¢ 校車 
¢ 城市巴士/公共交通  ¢ 共乘 （和其他孩子一起） 
  
 

7. 您的孩子通常怎樣下學回家？ 
¢ 步行 ¢    騎自行車 ¢ 家庭汽車（只載您的孩子）¢ 校車 
¢ 城市巴士/公共交通  ¢ 共乘 （和其他孩子一起） 
 

8. 您或您的孩子是否參加過下列通往學校的安全道路活動或方案？ 
是  否  不知道 

 安全道路課堂教學 Safe Routes to School Lessons ¢  ¢   ¢ 
 交通安全組件 Traffic Safety Assemblies  ¢  ¢   ¢ 
 步行或騎車上學日 Walk and Roll to School Days ¢  ¢   ¢ 
 自行車競技表演 Bicycle Rodeos   ¢  ¢   ¢ 
 https://www.schoolpool.511.org/?client=smcoe ¢  ¢   ¢ 
 步行學校巴士/自行車列車 Walk Bus/Bike Train ¢  ¢   ¢ 
 

9. 如果您在前一題回答了是，您的孩子是否在參與了上述活動後更加頻繁的步行，騎車或公乘上學? 
是  否  不知道 

安全道路課堂教學 Safe Routes to School Lessons ¢  ¢   ¢ 
交通安全組件 Traffic Safety Assemblies  ¢  ¢   ¢ 
步行或騎車上學日 Walk and Roll to School Days ¢  ¢   ¢ 
自行車競技表演 Bicycle Rodeos   ¢  ¢   ¢ 
https://www.schoolpool.511.org/?client=smcoe ¢  ¢   ¢ 
步行學校巴士/自行車列車Walk Bus/Bike Train ¢  ¢   ¢ 

 
10. 您可以允許您的孩子在幾年紀時，步行或騎車上下學，而不需要成人陪伴? 

 
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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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那些限制了您的孩子步行上下學，或使您擔心？ 
是  否 

 離學校太遠      ¢  ¢ 
孩子上學前和下學後的活動    ¢  ¢ 
沿途超速行駛的車輛     ¢  ¢ 
沿途過多的車輛      ¢  ¢ 
步行或騎車時沒有成人陪伴    ¢  ¢ 
步行專用道路的缺失     ¢  ¢ 
騎車專用道路的缺失     ¢  ¢ 
不安全的十字路口     ¢  ¢ 
沒有通過路口的保護人員     ¢  ¢ 
學校缺少自行車存放處     ¢  ¢ 
危險的陌生人      ¢  ¢ 
社區內的暴力/犯罪     ¢  ¢ 
不知道通向學校的最佳路線    ¢  ¢ 

 其他             
 

12. 如果以下顧慮被重點關註，您是否允許您的孩子更多的步行或騎車？ 
是  否 

離學校太遠      ¢  ¢ 
孩子上學前和下學後的活動    ¢  ¢ 
沿途超速行駛的車輛     ¢  ¢ 
沿途過多的車輛      ¢  ¢ 
步行或騎車時沒有成人陪伴    ¢  ¢ 
步行專用道路的缺失     ¢  ¢ 
騎車專用道路的缺失     ¢  ¢ 
不安全的十字路口     ¢  ¢ 
沒有通過路口的保護人員     ¢  ¢ 
學校缺少自行車存放處     ¢  ¢ 
危險的陌生人      ¢  ¢ 
社區內的暴力/犯罪     ¢  ¢ 
不知道通向學校的最佳路線    ¢  ¢ 
其他             

 
13. 請選擇以下所有適用選項 

自從 Safe Routes to School (SR2S) (通往學校的安全道路)方案在我子女的學校實施以來 

是 否 沒有什麽變化 僅在活動展開的時間段内 
我做了更多的志願者工作 ¢ ¢  ¢   ¢ 

學校附近的機動車流量減少 ¢ ¢  ¢   ¢ 

我的子女養成了更健康的習慣 ¢ ¢  ¢   ¢  

我的社區變得更安全  ¢ ¢  ¢   ¢ 
 

14. 什麽限制了您的孩子使用校車？ 
¢ 沒有這項服務 ¢    不方便 ¢ 費用 ¢ 車站不頻繁    ¢ 巴士時刻表  
其他             

 
15. 什麽限制了您的孩子使用公共交通？ 

¢ 有限的服務區域 ¢    巴士時刻表  ¢ 安全 ¢ 費用       ¢ 孩子年齡  
其他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comments! Please return this form to your child’s teacher or the school office. 

 
For questions about Safe Routes to School or this survey, please visit www.smcoe.k12.ca.us/sr2s or contact Daina 

Lujan, Safe Routes to School Coordinator at 650-802-5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