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蒐集國內、外之相關的文

獻，並進一步整理與說明之。以下將從釐清遊戲與遊戲場的意義與重要

性開始，接著淺談相關之遊戲與幼兒發展理論，以初步瞭解幼兒發展與

遊戲場的關係；再就遊戲場規劃之原則、遊戲場之空間設計、遊戲設備

與附屬設施進行介紹；最後一部分，則就與遊戲場規劃相關之研究發現

與建議分別說明之。 

第一節 遊戲的意涵 

在談遊戲場規劃之前，必須先回答的是遊戲對幼兒的意義、重要性

及其理論依據為何？釐清後方能進一步談遊戲場規劃之必要性。茲將遊

戲之意義、重要性與遊戲理論分述如下： 

一、遊戲的意義與重要性 

遊戲是一個多樣態且複雜的概念，因此對於遊戲的意義，教育家、

哲學家、心理學家都有其對遊戲不同的看法，言人人殊，本研究將國內

外學者對遊戲之意涵與重要性之觀點歸納如下： 

1. Frost（1992）整理許多專家學者的看法認為，遊戲是由內在動機

所引發，每個人都是主動參與的，且遊戲是歡樂的來源，沒有外在 

強加的規則，重遊戲的過程而非結果。 

2. 郭靜晃（1993）認為遊戲本質是歡笑、愉悅的，是一種樂趣。 

3. Morrison（1998）認為遊戲就是幼兒學習的過程。 

4. Johnson,Christie 與 Yawkey(1999)認為遊戲是出自幼兒內在的動

機，不受外力所驅策與控制且無固定的模式，是幼兒自己選擇的，

並透過主動參與的過程獲得正向的情感，因此若遊戲是由老師或成



人所指派，有特定目的的，那就成為一種工作了，所以比起工作， 

遊戲更重視的是過程而非結果。 

5. 蔡淑苓（2004）認為遊戲是幼兒自發性的積極主動參與，是具有想

像力的活動，過程中能同化調整外界現實，並擁有自己的規則，重

過程而非結果。 

6. Tsao(2008)認為對幼兒讀寫能力的發展來說，遊戲是一個重要的媒

介。當幼兒參與遊戲活動中，幼兒正被給予機會和動機去展現他們

既有的閱讀與寫作能力。 

7. ACEI(n.d)相信遊戲是一個動態、積極主動與建構的行為，對幼兒

來說是重要的，並且跨越年齡、領域與文化整合了幼兒健康的成 

長、發展與學習的所有部分。 

綜上所述，遊戲對幼兒來說，是一個主動參與的過程，在過程中，

幼兒統合運用既有的身體與心理功能，不斷與外界互動，進而獲得學習

與成長；因此遊戲是在與外界互動過程中，不斷平衡與失衡進而達到動

態平衡的循環過程。另外，根據日本文部省教材研究課的調查，遊戲佔

男女兒童生活比率平均為 66％（引自林風南，1990）。由此可知，對兒

童而言，無疑的，遊戲佔了他們生活中的大部分，是他們生活的中心， 

且是最自然、最快樂、最自由的活動。 

二、遊戲理論 

遊戲一詞並非二十世紀才出現，與遊戲相關的理論大都是來自人類

學與心理學的研究。對遊戲的提倡，可追溯至蘇格拉底與柏拉圖時期，

但嘗試於建構遊戲理論，則是19世紀下半才開始；至今主要的遊戲理論

有精力過剩論（Surplus Energy Theory）、休養論（Recreation theory）、

再現論（recapitulation theory）、本能練習論（Instinct-Practice 

theory）、精神分析論(Psychoanalytical Theory)、認知論（Cognitive 



theories）與警覺調節論（Arousal-modulation theory），茲分別將

之略述如下： 

一、精力過剩論 

精力過剩論是由詩人兼哲人的Schiller首倡於18世紀，他是第一位 

認為遊戲是重要且無目的的過剩精力發洩，並且在主要的需求滿足後，

仍有多餘的精力，才會出現遊戲。幼兒與年幼的動物由於不用擔心生存

問題，因此被認為擁有過剩的精力，需透過遊戲來消耗。19世紀的英國

哲學兼心理學家-Spencer，繼之相信遊戲的精力過剩為一理論，他與

Schiller同樣相信透過運動能消耗過剩的精力，亦認為過剩精力的累

積，是發生在身體休息時一連串的生理改變。當精力過剩論運用在學校

脈絡中，會認為幼兒坐在教室那麼長的一段時間是在累積過剩的精力；

因此課間休息時間的運動對消耗過剩精力來說是必要的，以便他們回到

教室中能專注於需要久坐的任務（Evans & Pellegrini, 1997,  

p.229-230）。 

二、休養論 

    休養論與精力過剩論的觀點恰好相反，其認為遊戲的目的是為了儲

存精力，以供其他工作使用。 

三、再現論 

    此種論點是根源於達爾文的物種演化論，認為人是從較低等的物種

演化而來，再現論認為幼兒的遊戲行為的出現是依循人類演進的歷史，

因此爬樹的行為是出現在集體遊戲前（Frost, 1992；吳幸玲、郭靜晃

譯, 2003）。 

四、本能練習論 

    Gross於《動物的遊戲》（1898）與《人類的遊戲》（1901）書中



提出的本能練習論，亦受到達爾文的影響，認為幼兒有一些天生不夠完

善的本能，因此透過遊戲的練習能夠讓這些本能更趨於完善（Frost, 

1992, p.4）。 

五、心理分析論 

心理分析論學者對遊戲的討論最早從1900年代的Freud開始，並由 

華德（Walder）與艾瑞克森(Erikson)發揚光大。Freud認為遊戲的發生

主要是依循著唯樂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並將遊戲視為一種宣

洩的活動（the cathartic activity）；Walder並認為當幼兒擁有不愉

快的經驗時，可能難以一次忘掉，因此幼兒經由一次又一次的遊戲來淡

忘或減少痛苦經驗的強度。Erikson則將遊戲分成「宇宙遊戲」

（autocosmic play）、「微星遊戲」（microsphere play）與「巨星

遊戲」（macrosphere play）三個階段，幼稚園階段的幼兒處於巨星遊

戲時期，此時期的幼兒會與他人一起遊戲；此時期的任務主要在於學習 

參與社會遊戲，並學習獨自遊戲（Frost, 1992）。 

六、認知論 

認知論學者對於遊戲的看法，主要著眼於幼兒個體認知與社會互動 

的發展與遊戲的關係，有皮亞傑與維高斯基的遊戲論，前者認為遊戲是

一連串同化與調適的過程，不斷將新經驗納入既有的基模中，並將認知

發展分成四個時期，幼稚園階段的幼兒則處於前運思期，此時期發展的

特徵有雙重表徵（dual representation）-能將實體與符號相連結、自

我中心-不能站在他人的立場看事情、有靈思考（animistic thinking）

-將萬物都賦予生命特質，如生氣的太陽；因此，扮演遊戲（make-believe 

play）為此時期表徵發展的最好例子，當幼兒會運用實物（如：杯子）

來代表其他事物（如：帽子），此時幼兒便是在用物體來表徵他心裡所

想要的東西（Berk, 2006, p.232-238）。Vygotsky則主張幼兒的發展



深受社會文化的影響，且透過社會文化與他人的力量，能夠幫助幼兒超

越自己現有的發展水準，此段原本能力與經由外界的鷹架

（scaffolding）後所提升的能力之區間，即為Vygotsky所謂「可能發

展區」（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同時，他也認為扮演遊戲

除了能讓幼兒在可能發展區中挑戰自己不同能力的方式之外，扮演遊戲

中自然的規則導向（rule-based nature）也增強了幼兒在行動前先思 

考的能力。 

七、警覺調節論 

Berlyne 的警覺理論以系統的觀點來探討遊戲、好奇與創新。他認

為個體的中樞神經系統經常需要適當的刺激，如果刺激過多（如接觸到

過 多 新 奇 事 物 ）， 則 必 須 要 減 少 刺 激 的 活 動 ， 以 達 到 恆 定

（homeostasis）。遊戲即是一種尋求刺激的行為，當刺激不夠，警覺程

度提高，遊戲便開始；反之，一旦個體增加了刺激，並降低警覺程度， 

遊戲就隨之停止（引自吳幸玲，2003）。 

早期的遊戲理論，如精力過剩論、本能練習論、休養論與再現論等，

都較偏向以生理及人類繁衍的角度來詮釋遊戲對幼兒的意義，較少涉及

到心理層面；直至近代遊戲理論，如心理分析論與認知論，才開始從心

理的角度出發，來詮釋遊戲對幼兒的意義；但不論遊戲理論對幼兒遊戲

詮釋的角度如何，皆認為遊戲是幼兒從事其他活動或學習的媒介，並肯 

定遊戲扮演了積極且正向的角色。 

第二節 遊戲場之意涵與規劃原則 

在釐清遊戲對幼兒的意義與重要性後，並基於遊戲理論之基礎，在

談遊戲場規劃原則之前，將先針對遊戲場對幼兒的意義與重要性進行討

論如下： 



一、遊戲場的意義與重要性 

（一）遊戲場的意義 

遊戲是兒童的天職，亦是幼兒的天職，聯合國兒童權利宣言中亦清

楚指出：「幼兒有權利獲得充分遊戲和娛樂活動的機會。」因此幼稚園 

遊戲場便提供了幼兒獲得提供充分遊戲和娛樂活動的機會。 

（二）遊戲場的重要性 

戶外遊戲場提供了幼兒不同於室內的學習機會（Petra Kern &  

Linn Wakeford, 2007），且寬敞的戶外遊戲空間讓幼兒能使用全身進行

探索、在沒有任何限制下，於吵雜與活動中進行計畫並執行這些計畫 

（Perry, 2003）。而遊戲場的重要性有三： 

1. 生理發展與健康 

就幼兒的動作發展而言，4～5歲的幼兒能旋轉身體來擲球並將重量 

轉移到腳上、單手接球。5～6歲幼兒可增加跑步速度至每秒12英呎並增

加丟球速度，並且能騎有練習輪的腳踏車（Berk, 2006, p.175）因此

遊戲場能提供寬敞、開闊與平坦的的空間，能促進幼兒粗動作（gross 

motor）技能的發展，如跑步和跳躍。當幼兒有機會使用遊戲設備時，

更複雜的動作，像是攀爬、盪鞦韆時用手臂鉤住鞦韆和平衡，都將得到

最有效的發展（Sutterby & Thurston, 2005）。就幼兒的神經發展而言，

人的腦部包含許多皺折，以高度組織的次序，在不同且可預測的時間成

熟，首先發展的區域，位在腦部的非常後面-感覺動作皮質，其包含了

知覺功能與空間知覺的神經（Wallis, 2004）。Healy(1997)的研究發現，

感覺動作皮質並非獨立發展，更精確的說，他的成長決定於大規模的生

理活動，像是跑、跳與攀爬。另外，在健康方面，今日幼兒的肥胖都對

其健康產生危機，這些危機有糖尿病、高血壓與心理壓力；這些都與戶

外遊戲所提供的生理活動有關（Forest & Riley, 2004）。因此，遊戲 



機會與遊戲場的提供，對幼兒生理發展與健康有極大的影響。 

2. 認知發展 

2-7歲的幼兒處於Piaget發展階段中的第二階段-前運思期，此時期 

的幼兒有更進階的心理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心理表徵的方

式除了語言之外，扮演遊戲（make-believe play）是心理表徵發展的

最好例子，Piaget相信透過扮演，幼兒可以練習並增強新獲得的表徵基

模，並且2歲以後的幼兒會以較不真實的玩具來進行扮演遊戲，遊戲也

變得較不那麼自我中心，遊戲中也逐漸包含更多複雜基模的結合。據 

此，遊戲場的設計應： 

（1）提供足夠的空間和遊戲材料（play material）讓幼兒有更多的

遊戲選擇並減少衝突。 

（2）提供多種不同的真實材料與沒有明確功能的材料（material 

without clear functions）。真實的材料像是卡車、洋娃娃；

不具明確功能的材料，則像是積木、紙袋和沙子。（Berk, 2006,  

p.231-233） 

3. 人格與社會發展 

從3歲開始幼兒的自我知覺情緒清楚的連結到自我評價。幼兒會因

為完成困難的任務而感到驕傲並且會對在簡單的任務上失敗而感到羞

愧（Berk, 2006, p.402）。據此，遊戲場應提供適合幼兒發展且具挑戰

性的遊戲設備，並且當年齡較低的幼兒使用遊戲設備發生困難時，可由

教師給予指導或協助，幫助其建立成就感。幼稚園時期的幼兒，處於

Erikson人格發展階段中的「自主行動對退縮內疚」，因此應讓幼兒有自

由進行遊戲的機會，不應給予太多的限制，將來幼兒長大後，才能養成 

獨立思考的習慣，否則便會不敢嘗試新事物。 

遊戲場能夠提供幼兒與他人互動的機會與空間，以及適合幼兒發展



階段並富挑戰性的遊戲設備，讓幼兒獲得身心等各方面發展的機會。雖

然，不論遊戲的過程如何，都是一種學習與成長；但是對幼兒生理與健

康的發展來說，卻必須要有一個安全且適合幼兒發展的遊戲環境，才能

夠達成，因此必須掌握遊戲場規劃之原則，以利規劃出一個適合幼兒遊

戲與發展的遊戲場。 

二、遊戲場規劃原則 

    有鑑於遊戲對幼兒學習與發展的重要，為有效規劃遊戲場或戶外遊

戲環境，國內外學者皆曾提出遊戲場規劃時應注意的原則，分別將之說

明如下； 

（一）Moore,Goltsman 與 Iacofano(1997)曾於《為遊戲而設計：為所

有的孩子規劃並管理戶外遊戲環境》（Design for Play: Planning 

Design and Management of Outdoor Play Settings for All Children） 

一書中，提出遊戲場規劃的五個原則： 

1. 接近性（Accessibility） 

遊戲空間應該要讓幼兒每天都能有接近的機會。亦即遊戲場不

宜離教室太遠，最好是讓幼兒能夠快速的進入遊戲場中。 

2. 安全的挑戰（Safe Challenge） 

為了增進幼兒的發展，必須要讓幼兒有遭受危險的機會；遊戲

空間應該被設計成允許幼兒以安全的方式暴露在危險中。 

3. 多元性與明確性（Diversity and Clarity） 

提供多元的遊戲環境對刺激幼兒的創意來說是重要的；並且一

個遊戲空間應該要總是能提供新的機會，與一個讓幼兒都能感到舒

服與親切的空間。 

4. 彈性（Flexibility） 

要提供一個多元的遊戲空間，環境中的元素必須要有彈性並且



讓幼兒能夠進行創意遊戲；此空間也要利於元素的重新安排，並且

設計過的零件或組成部分（design components）應該要有多元用

途。 

5. 分級挑戰（Graduated Challenge） 

一個成功的戶外空間要能提供不同程度的挑戰，讓幼兒有機會

能練習新的技能。 

（二）張翠娥、吳文鶯（1997）則提出在遊戲環境規劃上應該注意的原

則有三： 

1.足夠的活動空間：活動空間的大小要考慮使用的人數，人數愈多

所需要的空間也就愈大。 

2.可讓兒童自由自在地遊戲活動：遊戲空間的安排以不受干擾的位

置為主，最好不要在人來人往的通道上，如此兒童才能自在地在

遊戲空間中遊玩。 

3.符合不同年齡兒童的發展需求：不同年齡的兒童能力不一樣，對

於空間的需求也不同，因此須依照不同年齡的兒童規劃不同的遊

戲空間。 

（三）湯志民（2002）則認為學校遊戲場規劃有七項原則：「統整性」、

「發展性」、「多樣性」、「挑戰性」、「創造性」、「近便性」、「安

全性」，分別將其略述如下： 

1.統整性（unification） 

統整性包括了「區域分置」、「場地統整」、「器材連結」與

「動線循環」。由於公立幼稚園幾乎皆附設於國小，加以國小學童

與幼稚園幼兒的發展程度不同，因此遊戲場應與國小分開設置，此

即所謂區域分置；Hudson,Thompson與Olsen(2005)更進一步建議，

若可能的話應為幼稚園-2年級、3-4年級、5-6年級分別設置不同的



遊戲設備；另外除了與國小遊戲場分開設置外，幼稚園遊戲場中也

應區分成不同區塊並有通道相互連結，此即場地統整；除了空間之

外，獨立的遊戲器材間也應互相連結，以增加其複雜度；遊戲器材

或設備的擺置也應促進幼兒於遊戲過程中的動線循環，讓幼兒的遊 

戲動線不受阻礙。 

2.發展性（development） 

幼兒隨年齡的增加，身高、體重、體能、智能、社會與情緒的發

展有其差異，因此，遊戲場設備的結構規格、材料的承載力、耐用度、 

複雜度、難度等應隨著年齡適度增加。 

3.多樣性（variation） 

多樣性的遊戲場提供許多不同的遊戲活動，才能吸引孩子的注

意、引導遊戲的開始、給予興趣的選擇及鼓勵兒童的探索，並使其感

官經驗更為豐富。學校遊戲場規劃的多樣性，可從場地多樣、器材多 

樣、性別差異來構思。 

4.挑戰性（challenge） 

「挑戰」可說是一種「小危險的嘗試」、「安全的刺激」以及「超

越自己」之歷程，可激勵兒童的遊戲興致，擴展平衡協調的能力，增加

柔韌性和持久力，豐富生活經驗並增進自我信心。事實上，遊戲場之所

以吸引人，主要在其產生的刺激效果，因此，學校遊戲場規劃的挑戰性， 

可從製造暈眩、進階挑戰來構思。 

5.創造性（creativity） 

兒童有無限的好奇心，學校遊戲場的規劃，應能激發孩童的想像力

和創造力。學校遊戲場規劃的創造性，應從造形新奇、多功能性來構思。

其中造形新奇的遊戲場包括了器材新穎、外型特殊、塊體多變、結構複

雜、空間連結、時間延續、色彩艷麗與質感特殊。多功能性之設計重點

應多提供多功能的彈性器材和無標的環境，包括：無標的空間、建構性 



材料、流體性材料與可移動的器具。 

6.近便性（accessibility） 

遊戲場是兒童的天地，應讓所有兒童（含殘障兒童）皆有易近、

易達、易用的便利性，因此，學校遊戲場規劃的近便性，可從易達、 

易用、無障礙環境來構思。 

7.安全性（safety） 

安全是遊戲場最基本的考量，學校遊戲場設計的安全性，應從器 

材設計、遊戲督導、安全維護來構思。 

雖然遊戲場規劃之原則，不同學者之看法不盡相同，但總結的來

說，提供一個適合幼兒發展、安全、多元、富挑戰性且讓幼兒每天都有

機會使用到的環境是遊戲場規劃的重要原則，因此幼稚園在空間、遊戲

設備或附屬設施等的規劃上，宜參酌這些原則來進行規劃，以達成遊戲 

場規劃之基本品質。 

第三節  遊戲場規劃 

在討論完遊戲場規劃之原則後，以下將進一步針對遊戲場規劃之內

涵進行探討，以瞭解如何規劃方能符合遊戲場規劃之原則。整體來說，

遊戲場規劃之要素有四：人、空間、設施與設備；人的要素中，包括規

劃者對遊戲場規劃之理念與遊戲場之行政管理兩個層面。空間要素則包

括了遊戲場的地形、地貌、面積、空間分區與空間密度。遊戲場中的遊

戲設備要素，再探討遊戲設備之材質、類型與功能。附屬設施要素則主

要有儲藏櫃、鋪面、排水設計。以下茲就人、空間、遊戲設備與附屬設

施四要素說明之。 

一、人的要素 

    幼稚園遊戲場的規劃者，包括教師、設計師與建築師等。然而，在

遊戲場規劃的過程中，教師與園長必須先將需求或想法與設計師或建築



師溝通，再由他們進行設計，規劃過程經費是否足夠與規劃好後的管理

與維護等行政管理上的問題，都必須透過幼稚園園長與教師，因此，遊

戲場規劃中人的要素主要是指教師的信念、行政與管理兩個層面，分別

將之說明如下： 

（一）教師理念 

Davies（1996）針對澳洲22位幼稚園教師理念的研究發現，教師的

理念會反映在戶外環境的規劃上。然而，在幼稚園遊戲場的規劃過程

中，需要教師共同討論，再透過園長與設計師或建築師溝通，因此園長

對遊戲場規劃的理念或信念，亦將對遊戲場之規劃造成很大的影響。 

（二）行政與管理 

在遊戲場規劃的行政與管理方面，在規劃過程中，將牽涉到經費的

來源與運用，亦即經費是否充裕，若無充裕的經費將影響遊戲場的整體

規劃；遊戲場設置完成後，仍須考慮幼兒於遊戲場中的監督 

（supervision）、定期檢查與維護等工作是否能順利且有效的進行。遊

戲場的規劃不宜有視覺上的死角以利成人的監督；也應定期的針對遊戲

設備做檢核與維護，以預防意外事故的發生；最後，將與遊戲場有關的

所有相關資訊建檔，以瞭解不同遊戲設備或其他設備的使用現況，提供

給製造商或設計師於設計或製造時的改進參考（CPSC, 2003）。 

二、空間要素 

    遊戲場規劃的空間要素，包括：地形與地貌、面積、空間分區與空

間密度五方面，分別將之說明如下： 

（一）地形與地貌 

遊戲場主要的地形可大致分成平地與坡地，一般來說多為平地地形

或平地與坡地地形兼具；然而，緩坡地有助於排水，陡坡地則可能因雨

水沖刷而導致鋪面的滑動（CPSC, 2003），平地地形則應注重排水的設



計，有利於遊戲場的安全與衛生。遊戲場中的地貌則是指遊戲場中的樹

木、草地等，此類皆屬遊戲場的自然特徵，為遊戲場重要的品質（Frost, 

1992）。 

（二）面積 

湯志民（2002）認為，遊戲場之面積一般而言，只要能督導，遊戲 

空間越大越好。美國許多州和機構要求每名幼兒平均室外空間為 75～

250 平方英呎（6.9～23m
2
）(Shoemaker, 1995)。亦即 30 名幼兒同時使

用之遊戲場，其面積至少應有 210 m
2
。另外，根據我國教育部國民教育

司（1989）公布之幼稚園設備標準，其中提到幼稚園每一幼兒平均室外

活動面積，院轄市應為 2 m
2
以上，省轄市應為 4 m

2
以上，郊區 

應為 6 m
2
以上。 

（三）空間分區 

朱沛亭（1995）認為在戶外遊戲空間安排上必須要有六種區域： 

1.固定遊樂器材區：如溜滑梯、鞦韆等。 

2.可活動遊樂器材區：如腳踏車、三輪車、滑板等的使用區。 

3.休閒區：如草地、可供坐臥玩樂之地方。 

4.植物栽種區。 

5.動物飼養區。 

6.其他：如沙池、水池等。 

湯志民（2002）對遊戲場之分類則是依活動性質、場地功能、年

齡團體、使用人數與遊戲器具來做區分，分別將之說明如下： 

1.依活動性質可區分為：動態遊戲區（如：攀爬、擺盪）、靜態遊

戲區（如：園藝、自然研究）。 

2.依場地功能可分為：遊戲區、跳落區、轉換區、服務區、通道區。 

3.依年齡團體區分為：高年級區、中年級區、低年級區、學前幼兒



區。 

4.依使用人數區分為：大團體區、小團體區、獨處區（低矮的平台、

隧道、單張休憩椅）。 

5.依遊戲器具分為：器具遊戲區、沙遊戲區、水遊戲區、裝扮遊戲

區、規則遊戲區。 

本研究綜合以上兩學者對遊戲場或遊戲空間之分區與CPSC之標

準，並加上個人之見解，將遊戲場之空間分為四個區域： 

1.無動力遊戲設備區 

無動力遊戲設備區，係指由固定式遊戲設備與鋪面所構成，可提

供幼兒進行一切具規則與不具規則的遊戲之區域，包括：盪鞦韆、溜

滑梯、平台、隧道、組合式遊戲設備等；而無動力遊戲設備區是由「跳

落區」（fall zone）、「使用區」（use zone）與「緩衝區」三區所

共同構成。其中，跳落區係指遊戲設備在其開放結構處（亦即幼兒可

能掉落之處）與鋪面所共同構成之垂直高度，本研究稱之為「跳落高

度」，關於跳落高度與鋪面厚度之關係將在附屬設施中介紹。再者，

使用區則是指環繞遊戲設備或在遊戲設備之下，且需鋪面保護的區域

（CPSC，2003），亦即包括遊戲設備結構本身與從其結構向外延伸之

區域，本研究則將使用區界定為從遊戲設備各構成部分向外延伸之區

域，並以CPSC（2003）與中央標準檢驗局（2005）所訂之180公分為標

準。關於緩衝區則係指從遊戲設備之使用區向外延伸之無任何障礙物 

之區域。 

美國MMWR（1999）調查1353 座遊戲場後發現，38%的遊戲場其遊

戲設備間距離是不足的。許多遊戲場中遊戲設備周圍的使用區或緩衝

區不足，容易導致兒童在遊戲過程中撞傷。例如：鞦韆的前後距離不

夠，容易發生撞到其他人的傷害。幼稚園遊戲場在有限的空間中，必

須兼顧遊戲設備的多樣性與幼兒遊戲的安全性，若遊戲場中的遊戲設



備過多，設備與設備間之緩衝區便會重疊，如此將增加幼兒使用遊戲

設備進行遊戲時的碰撞與受傷機率，有鑑於此，不同國家對於遊戲設

備間之安全緩衝距離都有一套標準，以下將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

會（CPSC）、德國標準協會（DIN）、紐西蘭國家標準（NZS）與中國 

國家標準（CNS）四者對遊戲場緩衝區之規定，表列如表2-3-1。 

2.開放遊戲空間區 

開放遊戲空間區，係指此空間中沒有無動力遊戲設備之設置，為

一個開放、較為平坦，且不與使用區和緩衝區相重疊之區域，可提供

幼兒騎腳踏車、三輪車以及玩妞妞車等具規則與不具規則性遊戲之區 

域，此區域之鋪面通常為水泥或瀝青等較硬之鋪面。 

3.連結區 

連結區係指連結教室與遊戲場兩者之區域，為扣除教室建築本體

結構外之區域。 

4.自然與創作遊戲區 

自然與創作遊戲區，係指除了無動力遊戲設備區、開放遊戲空間

區與連結區之外，可提供幼兒從事觀察、種植、飼養與創作之區域，

包括：沙坑、戲水池、彩繪設備（或稱塗鴉牆）、植物栽種區與動物 

飼養區等。 

 

 

 

 

 

 

 

 



表2-1 各國對遊戲場緩衝區範圍限制表 

 鞦韆 滑梯 攀爬設施 軌跡設施 備註 

CPSC 1.8m 1.8m 1.8m 1.8m  

DIN 2.0m 
2.0m 

1.5m 2.0m  
1.5m 

NZS 1.8m 
1.8m 

1.2m 1.8m  
1.2m 

CNS 1.8m 
1.8m 

1.2m 1.8m  
1.2m 

資料來源：兒童遊戲設施安全性考量之研究-以安全認知及安全評估兩

方面為例（18頁），林鈺專，1983，東海大學景觀學研究所碩士論文，

台中縣。 

（四）空間密度 

空間密度（space density）為每一位幼兒在遊戲環境中所佔的空

間大小，其計算方式為可用空間大小除以幼兒人數；數值較低（每位幼

兒 20 平方英尺＝1.858 平方公尺）顯示環境擁擠，數值高（每位幼兒

70 平方英尺＝6.503 平方公尺）顯示較不擁擠，當每位幼兒平均可使用

的空間越低，粗動作遊戲（如：跑、跳）也會降低（吳幸玲、郭靜晃譯，

2003）。常欣怡（2000）的研究中提及當空間密度（指固定的空間裡增

減人數降低時，空間變小，幼童奔跑的行為會減少，且會有較多的身體

接觸，因此若在遊戲場所兒童人數過高，肢體上的碰觸便較多，因此就

容易發生傷害。另外，根據我國教育部 1989 年頒訂之幼稚園設備標準，

其中關於遊戲場空間之規定，院轄市每位幼兒室外應為 2 平方公尺以 

上；省轄市應為 3 平方公尺以上；其他地區室外應為 4 平方公尺以上。 

三、遊戲設備要素 



    遊戲場中的遊戲設備要素，主要將針對其材質、類型與功能分別介 

紹如下： 

（一）遊戲設備材質 

常見的遊戲器材，其主體結構之材質最主要有鐵、不銹鋼、木頭、

FRP、鋁合金與水泥六種類型，分別介紹如下： 

1.鐵 

鐵，是人類最常用的元素之ㄧ。分為熟鐵及生鐵（又稱鑄鐵）；熟

鐵，常見的用作鐵板、鐵皮（如鐵皮屋浪板）、圓鐵條……等鋼性較軟，

且容易生鏽蛀蝕，但容易製造和塑形鍛造。生鐵，常用於機械元件的鑄

造及鍋具鑄造之用，雖也會生鏽，但不易蛀蝕，其鋼性較熟鐵為強，具 

一定的厚度，但容易脆裂。 

2.不鏽鋼 

為一種加入大量的鉻和鎳元素為基礎的一種鐵材。不鏽鋼有著相 

當良好的耐酸鹼性能，從食皿器具，到建築、醫學……等各種業界均採 

用之。 

3.木頭 

在戶外日曬風吹雨淋的木材，為了保持長期使用的價值，幾乎都會

用藥劑處理，以防木材腐敗、不被蟲類與微生物蛀食及酸雨的侵蝕。根

據Vlosky與Shupe(2005)針對幼兒木製加工遊戲設備製造商的調查研究

結果顯示，砷化物與鉻化物都被認為會對人類健康造成最大的影響。在

這 5 0年來，台灣的木材防腐工業幾乎都是使用鉻化砷酸酮

（Chromatedcpper Arsenate）來增加木材的使用壽命，通常業者是先

將原木汁液抽出，再將鉻化砷酸銅滲入木材深部，達到防腐目的。經過

鉻化砷酸銅處理的木製品，含高毒性的砷化物成分，在美國、日本及歐



盟國家已禁用砷化物。砷化物已被證實為致癌物，它會影響細胞的氧化

性傷害，長期暴露於其中會誘發肺臟、肝臟、膀胱及皮膚等器官發生癌

症。微量的砷化物不會對大人造成傷害，幼兒因解毒功能差，誘發癌症

的風險則會明顯升高。因此使用木製遊戲設備應多加注意其表面處理之 

情況。 

4.塑鋼（FRP）  

FRP (Fiberglass Reinforced Plastics) （參見圖2-1）是玻璃纖

維強化塑膠的簡稱。以玻璃纖維為原料的「玻璃纖維強化塑膠」，俗稱

「玻璃塑鋼」。FRP成型的材質，使用的原材料為「不飽和聚脂樹脂」。

為一種複合性的流動性黏液物體。加上硬化劑或適度加熱與指定的促進

劑放置於室溫下，經過一定時間後產生熱度而起化學反應而膠化，遂成

為不溶且不融的具彈性的樹脂狀硬化材質。此種液體樹脂加上玻璃纖維 

的補強材含浸後便成為強化塑膠 (FRP)。 

我們都知道水泥塊非常耐壓，鋼材十分耐拉，如果用鋼材當作筋

骨，水泥砂石做為肌肉，讓它們凝結成一體，互相截長補短，就會變得

非常的堅實，這就是最熟悉的建築材料鋼筋混凝土。運用同樣的原理，

如果用玻璃纖維做為筋骨，用合成樹脂（如酚醛樹脂、環氧樹脂、聚酯

樹脂等）做為肌肉，讓它們結合成一體，製成的材料，它的抗拉強度可

與鋼材相媲美。玻璃塑鋼是一項品種繁多、性能各異、用途廣泛的複合

材料總稱，它是由合成樹脂和玻璃纖維，經複合工藝製作而成的一種功

能性的新型材料。玻璃塑鋼除了具有重量輕、強韌度高、耐腐蝕、電絕

緣性能好、導熱慢、熱絕緣性好、容易著色，以及能透過電磁波等特性 

外，與常用的金屬材料相比，它還具有以下的特點： 

（1）玻璃塑鋼可以根據不同的使用環境及特殊的性能要求而設計製

作，只要選擇適宜的原料，基本上可以滿足各種不同用途對產品 



的性能要求。因此，玻璃塑鋼是一種可設計性高的材料。 

（2）玻璃塑鋼是一種節約能源型的材料。若採用手工糊製的方法，其

成型的溫度一般在室溫下，因此成型製作所需能量很少。即使使

用機械成型加工，例如模壓、纏繞、注射、噴射、擠拉等成型法，

其成型溫度亦遠低於金屬材料及其他的非金屬材料。 

（3）玻璃塑鋼製作時可一次成型，與金屬材料不同。只要根據產品的

設計，選擇合適的原材料鋪設方法和排列程式，就可以把玻璃塑

鋼材料和結構一次完成，避免了金屬材料通常所需要的二次加 

工，故可降低能源與產品的物料消耗，減少人力浪費。 

由此可知，與傳統的金屬材料及非金屬材料相比，玻璃塑鋼材料及

其製品，具有強度高、性能好、節約能源、產品設計自由度大，以及產

品使用適應性廣等特點。因此，在某些層面上來說，玻璃塑鋼材料是一

種應用範圍極廣，開發前景極大的材料之一。玻璃塑鋼是近三十多年來

發展迅速的一種複合材料，玻璃纖維產量的70％都被用來製造玻璃塑

鋼。玻璃塑鋼堅韌質輕，噴射飛機用它做成油箱和管路，可減輕飛機重 

量。太空人身上背的微型氧氣瓶，也是用玻璃塑鋼製成的。 

玻璃塑鋼加工容易，不銹不爛，不需油漆，廣泛用作小型汽艇、救

生艇及遊艇的材料。化工廠也採用酚醛樹脂的玻璃塑鋼代替不銹鋼製作

各種耐腐蝕設備，可以延長生產設備的壽命。玻璃塑鋼並非毫無缺點，

若是經長時間的日光曝曬，會逐漸劣化變得易脆（郝俠遂，2004）。 

5.鋁合金 

    遊戲設備的主體結構使用鋁合金材質者（參見圖2-2），有以下六

點特性： 

（1） 耐蝕性：鋁在自然環境中，表面會自然形成薄層之氧化膜，可

阻絕空氣中之氧避免進一步氧化，具有優良之耐蝕性。鋁表面



如再經各種不同之處理，其耐蝕性更佳，可適用於較為惡劣之

環境。 

（2） 耐熱性：一般鋁合金均不耐高溫，且在高溫狀態下會產生變形，

但在研究人員的努力下，已研發出可耐高溫達427
 o
 C不變形的

新鋁合金材料。 

（3） 無毒性：鋁不具毒性，在食品容器及食品包裝材料如鋁罐、鋁

箔包(利樂包)……應用極多。 

（4） 環保性：鋁之價格較一般鐵、鋼材高，但易於回收重熔使用，

為目前最環保之金屬材料。 

（5） 表面處理：鋁具有優良之表面處理性，包括陽極處理、塗覆、

電鍍……尤其陽極處理可利用不同之化學染劑產生各種色彩及

及高硬度之皮膜。 

（6） 無低溫特性：鋁在超低溫之狀態下，無一般碳鋼的脆化問題。 

 

圖 2-1 FRP 遊戲設備圖-彈簧搖椅 

資料來源：搖搖樂，2008 年 3 月 1日，取自：

http://www.kidkit.com.tw/item_equipment1-2.asp?no=281 



 

圖 2-2 鋁合金遊戲設備圖 

資料來源：戶外遊戲設備，2008 年 3 月 1日，取自：

http://www.kidkit.com.tw/item_equipment1.asp?no=276 

（二）遊戲設備類型與功能 

綜合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於2005年修訂公布之中國國家標準（CNS 

12642）、英國標準局於1979年訂定之英國國家標準（BS 5696：Part 2）

與澳洲標準協會於1981年訂定之澳洲國家標準（AS 1924：Part 2），

將遊戲設備之類型分成「靜態」、「動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三種， 

分述如下： 

1.靜態遊戲設備：係指遊戲設備中之各構成部分皆為不可移動、轉動 

或做任何動態運動者，如：滑梯、攀爬設備、平台。 

2.動態遊戲設備：係指遊戲設備中之各構成部分包含可移動、轉動或 

做任何動態運動者，如：蹺蹺板、鞦韆、旋轉架與彈簧搖椅。 

3.組合式遊戲設備：係指單純結合各種不同類型的靜態遊戲設備，或 

單純結合動態遊戲設備，亦或結合靜態與動態遊戲設備而構成者。 

本研究參考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2003）與上述學者之分 



類，介紹於幼稚園遊戲場中較常見的遊戲設備之類型與功能如下： 

1.滑梯（Slides） 

（1）型式：包括有單直立式、雙併直立式、多重直立式、寬直立式、

波浪式（Roller Slides）、迴旋式（Spiral Slides）、

曲折式（Embankment Slides）、及圓桶式（Tube Slides）， 

圖2-3為典型單直立式滑梯。 

（2）功能：提供速度感。 

 

 

圖 2-3 典型單直立式滑梯圖 

資料來源：Handbook for Public playground safety（p.24）, 2003,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Retrieved Jane 

13,2008,from:http://www.pedat.org.tw/pedat/uploads/$mydirn 

ame/CPSC%20Pub.NO.325.pdf 

2.攀爬設備（Climbing Equipment） 

（1）型式：水平梯式（Overhead Horizontal Ladder）、掛環式

（Overhead Hanging Rings）、圓弧式（Simple Arch    

Climber）、幾何半圓式（Geodesic Dome Climber），

平台

滑槽

接近水平

的滑出段 

爬梯 

引導幼兒坐下的

加蓋物 



圖2-4為典型攀爬設備。 

（2）功能：攀爬設備主要的功能除了增進肢體與手眼的協調外，更

可訓練上臂力。 

 

圖 2-4 典型攀爬設備圖 

資料來源：Handbook for Public playground safety（p.20）, 2003,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Retrieved Jane 13, 2008, 

from:http://www.pedat.org.tw/pedat/uploads/$mydirname/CPSC%20 

Pub.NO.325.pdf 

3.蹺蹺板（Seesaws） 

（1）型式：主要為支柱式（Fulcrum Seesaw），圖2-5 為典型的支

柱式蹺蹺板圖。 

（2）功能：蹺蹺板的主要功能在於增進大肌肉發展。 

 

 

弧形攀爬架 
圓形攀爬架 

過頭水平攀爬架 過頭吊環攀爬架 



 

圖 2-5 支柱式蹺蹺板圖 

資料來源：Handbook for Public playground safety（p.23）, 2003,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Retrieved Jane 13, 2008, 

from:http://www.pedat.org.tw/pedat/uploads/$mydirname/CPSC%20 

Pub.NO.325.pdf 

4.鞦韆（Swings） 

（1）型式：包括有單一軸向式（Single-Axis Swings）、多軸向式

（Multi-Axis Tire Swings）及單一軸向封閉座椅式，圖  

2-6為多軸向式鞦韆。 

（2）功能：培養協調性。 

5.旋轉架（Merry-Go-Rounds） 

（1）型式：分為坐椅式、站立式、及懸垂式。 

（2）功能：培養平衡感。 

6.平台 

（1）型式：分為木製與金屬與混凝土三種。 

（2）功能：平台的功能主要在於促進幼兒的社會互動與休息。 

輪胎 



 

圖 2-6 多軸向式鞦韆 

資料來源：Handbook for Public playground safety（p.30）, 2003,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Retrieved Jane 

13,2008,from:http://www.pedat.org.tw/pedat/uploads/$mydirname 

/CPSC%20Pub.NO.325.pdf 

7.彈簧搖椅（Spring Rockers） 

（1）型式：基座為彈簧，彈簧上多為動物造型的平台座椅，圖 2-7 為

典型彈簧搖椅。 

（2）功能：提供幼兒暈眩感 

至少 30 英吋(約 76 公分)



 

圖 2-7 典型彈簧搖椅 

資料來源：Handbook for Public playground safety（p.27）, 2003, 

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 Retrieved Jane 13,2008, 

from:http://www.pedat.org.tw/pedat/uploads/$mydirname/CPSC%20 

Pub.NO.325.pdf 

根據一些研究結果顯示兒童最常發生傷害的遊戲設備為：攀爬架

(climbers)、鞦韆(swings)、滑梯(slides)（Purvis et al., 2003；

侯錦雄，1993；謝園，1993a）。Mahadev 等人(2004)分析 390 位因遊戲

場所傷害的兒童資料，發現 66%的兒童的傷害主要是攀爬架所引起的。

Mott 等人(1997)的研究結果指出攀爬架發生傷害的危險性是滑梯的

7.49 倍。由此可知攀爬架雖然是危險性最高的遊戲設備，但所提供的功

能性或挑戰性亦較高，因此幼稚園遊戲場使用攀爬架時，宜做好防護措 

施，以提供幼兒安全的挑戰。 

此外，陳文錦和凌德麟（1999）認為，設備極少或設備稀疏的遊戲

場，會強迫兒童毫無目的的漫步，常導致兒童性情偏激，反之，在設備

良好的遊戲場上則較少看到爭執的問題發生。湯志民（2002）亦指出遊

戲場設備充實、數量多，兒童大致能相安合作，設備不足或缺少時，較



會發生彼此爭奪及攻擊的行為。兒童玩某些類型的遊戲設備比玩其他遊

戲設備容易發生傷害事故。 

四、附屬設施要素 

遊戲場中的附屬設備或設施主要有儲藏設施（設備）、鋪面與排水

設計，分別說明如下： 

（一）儲藏設施（設備） 

由於幼兒有進行扮演遊戲的需求，然而能提供幼兒進行扮演遊戲的 

設備，絕大多數皆屬可移動式的遊戲設備，如：腳踏車、交通號誌、大

型積木等；這些遊戲設備不使用時，若散落於遊戲場各處，可能會造成

其他幼兒遊戲時的危險，因此需加以收納，以增加幼兒遊戲的空間與安 

全，提供可移動式遊戲設備收納或儲藏的地方，可能為一個更大型的可 

移動式遊戲設備，如娃娃家；亦有可能是一個小教室，前者為儲藏設備， 

後者則為儲藏設施。儲藏設施或設備宜盡量靠近遊戲場的開放遊戲區、 

沙、水區等，讓幼兒於其中進行遊戲時，能夠直接用到相關設備；另外， 

除了獨立設置儲藏設施或設備外，亦可利用組合式遊戲設備下方，作為 

儲藏空間（Frost, 1992；吳幸玲、郭靜晃譯，2003；湯志民，2002）。 

儲藏設施或設備不僅提供一個收納或儲藏的空間，更是幼兒進行扮演遊 

戲的重要來源。 

（二）鋪面 

Macarthur等人(2000)探討兒童從遊戲場所的遊具上跌落的研究中

發現，當跌墜時的高度>1.5 公尺時，其發生嚴重傷害的危險性是墜落

時高度<1.5 公尺的2.3 倍。Laforest等人（2001）的研究同樣也發現

當墜落高度＞2.0公尺時，發生傷害的危險性是高度<1.5公尺的2.56 

倍。另外，Laforest等人(2001)探討遊戲場鋪面材質與遊戲設備高度對

兒童傷害發生及傷害嚴重性影響的研究中，發現遊戲場內墜落在「非建



議使用的鋪面」（如：混凝土）是在「建議使用的鋪面」發生嚴重傷害

的2.26倍。在醫院所處裡的幼兒受傷事件中，有6％是在遊戲場受傷的；

在維多利亞，更是有多達22％的幼兒是在遊戲場中受傷的，其每年醫療

成本要花費高達790萬；因此，較低的跳落高度與良好維護的鋪面兩者 

配合能夠有效預防幼兒的受傷（Sherker ＆ Ozanne-Smith,2004）。 

美國疾病管制局(CDC，1999)採用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的遊戲場所設置標準，建議遊

戲場內適當的鋪面是屬於鬆填類和橡膠材質，如：沙質(sand)、木片

(wood chips)、橡膠(rubber)；不適當的舖面如：瀝青(asphalt)、混

凝土(concrete)、土(dirt)、草地(grass)。Mack 等人(2000)再針對鬆

填類和橡膠材質鋪面來檢視哪種材質是最適合，結果發現橡膠(rubber)

材質的鋪面的衝擊吸收力最佳，其次是沙質(sand)、木片(wood chips)

等材質。國內經濟部中央標準局於2005年修訂公布之「兒童遊戲設備安

全準則-設計與安裝」，針對兒童遊戲設備訂有安全準則；歐洲標準-EN 

1177：1997/A1，兩者針對遊戲場之不同鋪面亦訂有相關的安全墜 

落高度，經本研究之整理，將其呈現如表2-2。 

 

 

 

 

 

 



表2-2 不同遊戲場鋪面安全墜落高度標準 

鋪面材質 安全墜落高度(m) 

瀝青(柏油) ≦0.05 

混凝土 ≦0.25 

合成草皮(無墊底) ≦0.25 

合成草皮15及20mm乳膠墊底 ≦0.5～0.6 

15及20mm濕膠混合料在混凝土上 ≦0.6～0.75 

24mm 橡膠墊在軟草地上 ≦1.6 

25-28mm 橡膠地磚在混凝土上 ≦0.75～1.4 

膨脹粘土粒料、乾砂300mm深、松皮

碎片200mm 深 
≦2.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雖然不同材質與厚度的鋪面其安全墜落高度不同，但大致上來說，

越厚的軟性鋪面，如橡膠墊，其衝擊吸收力越好；較硬的鋪面其衝擊吸

收力則較軟性鋪面來得差，然而，鋪面之選擇除了應考慮其厚度外，仍

有其他應考量之因素，陳歷渝和梁旻（1998）將不同遊戲場地板材質進 

行比較，如表 2-3。 

 

 

 

 

 

 

 

 



表2-3 遊戲場地板材質比較表 

重 要 考 慮 因 素 
柏油地

水泥地 
草地 

人工草

皮 

P U 

地板 

耕  土 

人造土 

安全地

磚 
樹皮 

沙/細

沙 

能否提供足夠彈性，防

止孩童跌倒受傷 
× × × × ○ ○ ○ ○ 

排水是否順暢、不積水 × × × × ○ ○ ○ × 

玻璃碎片、灰塵、雜物

是否不易暗藏、好清理 
○ × × ○ × ○ × × 

接觸表層不會造成眼

睛、手肘、膝蓋受傷 
× × × ○ × ○ ○ ○ 

是否符合乾淨衛生條件 ○ × × ○ × ○ ○ ○ 

是否利於殘障人士、輪

椅之通行 
○ × × ○ × ○ × × 

施工安裝是否簡單、容

易 
× ○ ○ × ○ ○ ○ ○ 

是否易於維修、清理 ○ × × × × ○ × × 

是否能持久耐用 ○ × ○ × ○ ○ × ○ 

資料來源：兒童遊戲場設施的類型與安全性評估，陳歷渝、梁旻，1998，第三屆兒童遊

戲空間規劃與安全研討會資料集，2，41。 

幼兒從遊戲設備上跳落或墜落的安全性，與遊戲設備和鋪面之跳落

區的垂直距離、鋪面之類型與厚度兩者息息相關，遊戲場中過硬或使用

不適當的鋪面，都容易導致兒童在摔倒或跌落時發生傷害。因此遊戲場

規劃時，鋪面之設置除應考量設置成本外，更應配合遊戲設備之高度選

擇適合幼兒的鋪面，讓幼兒在遊戲時能夠更安全，家長亦能夠更放心。 



（三）排水設計 

CPSC（2003）提出，在選擇遊戲場的基地時，應考慮到傾斜度與排 

水，特別是當鬆填料的鋪面將被安裝的時候。當傾斜度較為緩和的時候

有助於排水，陡峭的坡度，可能會導致鬆填料的鋪面在大雨的時候被沖

走。湯志民（2002）則認為理想上，遊戲庭院應遠遠的緩斜於建築物之

外，水溝應毗連建築物設置，以利將水排離遊戲區，而陡峭、傾斜區域

應有足夠的草木植物以預防沖蝕。 

第四節 遊戲場規劃之相關研究 

遊戲場是兒童的天地，也是促進其學習和發展的多樣化活動空間。

設計良好的遊戲場，對幼兒遊戲的品質甚有助益（Frost, 1992）。基於

國內外對遊戲場之品質日益重視，相關之研究亦日漸增加，以下茲將國

內外與遊戲場之相關研究成果摘要說明之。 

一、遊戲場品質之相關研究 

    DeBord, Hestenes, Moore, Cosco 與 McGinnis(2005)針對41所遊

戲場所進行的研究發現，較低品質的遊戲環境，幼兒從事較多功能性與

重複性的遊戲；比起較低品質的環境，在較高品質的戶外環境中，幼兒

表現出更多建構性遊戲。當戶外遊戲設備減少，負面行為的頻率將增加。 

二、遊戲設備之相關研究 

（一）林鈺專（1994）在「兒童遊戲設施安全性考量之研究-以安全認

知及安全評估兩方面為例」之研究中，以問卷與實地測量方法，針對鄰

里公園中之兒童遊戲設施安全性進行評估研究，其研究目的在於研擬遊

戲設施之安全評估表並瞭解使用者對遊戲設備的安全性認知，其研究發

現主要有三： 

1.滑梯之安全性最高，攀爬架之安全性最低。 



2.國內遊戲場中之鋪面以及設備間之緩衝距離普遍不安全。 

3.國內多數遊戲場均是以6-8歲的兒童為使用者而設計，對3-5歲幼

兒來說是危險的。 

（二）楊淑朱（1996）針對台灣省嘉雲地區幼稚園遊戲場所進行之評估

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嘉雲地區112 所幼稚園遊戲場中固定式遊戲設備種

類有26 種，其類型與數量之多寡依序如下： 

1.固定式遊戲設備，包括有：溜滑梯（89.3%）、鞦韆（66.1%）、方

格形攀爬架（45.5%）、吊橋（31.3%）、腳踏車旋轉盤（26.8%）、 

蹺蹺板（25%）、網狀攀爬架（21.4%）、球池（19.6%）、搖船（17.9%）、

攀爬板（16.1%）、過頭平行梯（14.3%）、浪船（12.5%）、半圓形

攀爬架（11.6%）、直立環形攀爬架（11.6%）、輪胎攀爬架（10.7%）、

旋轉地球儀（10.7%）、橫式環形攀爬架（10.7%）、平衡木（9.8%）、

隧道（9.8%）、游泳池（8.9%）、攀爬梯（6.3%）、搖擺彈簧器具

（5.4%）、吊環（5.4%）、滾輪（4.5%）、救生桿（1.8%）及沙包 

（1.8%）等。 

2.可移動的遊戲器材種類則包括：三輪車、輪胎、建構器材（鏟子、 

水桶、鍋子、杓子、空罐子、空盒子、漏斗等）、小搖椅、籃球架、

畫架、平衡木、扭扭車、充氣馬、呼啦圈、踩高蹺、塑膠溜滑梯、

球、沙箱、船型蹺蹺等15 項。但上述可移動遊具在該研究所評量

的幼稚園內較缺乏，僅34.8%的幼稚園有建構器材，其餘如下：30.4%

的幼稚園有充氣馬、可搬動輪胎佔15.2%、球15.2%、籃球架14.3%、

船型蹺蹺板13.4%、平衡木12.5%、呼啦圈11.6%、塑膠溜滑梯10.7%、

扭扭車9.8%、三輪車8.9%、小搖椅5.4%、沙箱4.5%、踩高蹺3.6%及 

畫架0.9%。 



3.在遊戲設施方面，有26.8%的幼稚園有獨立沙區、15.2%的幼稚園有 

植栽區，而有動物區者佔9.8%、遊戲屋者佔8.9%、玩水區者8.0%、 

可接近的供水區5.4%、有提供陰涼休息處者0.9%。 

（三）陳歷渝與陳怡文（1998）調查台北市萬華區所屬11 座鄰里公園 

附設之兒童遊戲設施，研究發現遊具數量方面，以搖木馬最多57.69%）、 

滑梯次之（17.31%）、攀爬架最少（7.69%）。 

（四）Frost, Wortham 和 Reifel（2001）在針對遊戲設備所進行的 

研究發現主要有三： 

1.安全的標準或指引會導致給2～5歲幼兒使用的過頭式遊戲設備、 

爬竿或其它攀爬設備的銷售減少；幼兒將會因此感到枯燥並進行 

不需要使用遊戲設備的遊戲。 

2.這些安全的指引讓幼兒在遊戲時發生意外事件減少並增加安全 

性，但卻對戶外空間的創造、挑戰、彈性與自然特徵造成限制。 

3.固定式的遊戲設備（Design-Fixed Equipment）既不適合發展也 

相當不經濟。 

（五）Mott  等人（1997）在「遊戲場中的安全與遊戲設備」（Safety of 

surfaces and equipment for children in playgrounds）之研究中， 

以觀察記錄法，在1994年針對卡地夫85個不同鋪面遊戲場中的330名受 

傷幼兒進行的研究，其研究結果與遊戲設備有關者有三： 

1.幾乎所有的受傷都與遊戲設備有關：196（65％）位幼兒從遊戲設

備上墜落，45（15％）位幼兒是因為與固定式遊戲設備相撞，19位

（6％）幼兒是與可移動式遊戲設備相撞，並且有10（3％）位幼兒

是卡在遊戲設備中，只有31（10％）位幼兒的受傷是與遊戲設備無

關。 

2.單槓的受傷率是攀爬設備的兩倍，是滑梯或鞦韆的七倍。 



3.遊戲設備的高度與骨折數有線性相關。 

（六）Vlosky和Shupe(2005)針對製造商對幼兒木製遊戲設備處理的觀

點（Manufacturers' perceptions about using treated wood in 

children's playground equipment）所進行的研究，發現： 

1.遊戲設備製造商在選擇製造材料時的標準是以「最少的化學物質」

與「對健康的危害」為最優先的考量。 

2.有62％的製造商認為混凝土的遊戲設備可以使用超過25年；54％認

為不銹鋼能夠使用11-25年；52％認為加工處理的原木能夠使用 

11-25年；99％認為未經加工處理的木製遊戲設備能夠使用0-10年。 

3.砷化物與鉻化物被認為是對健康危害最大的加工物質。 

4.在9種材質中，防蛀程度依序為：鋁製、不銹鋼、混凝土、塑膠、 

加工處理的木頭、雪松木、紅衫、鐵杉、未經加工的木頭。 

(七)Frost, Brown, Sutterby, Therrell, & Thornton, C. D. (2007)

在「過頭遊戲設備的使用：遊戲場中使用過頭遊戲設備對發展的益處」

的研究中，針對77名學前幼兒與41位3-5年級的兒童進行觀察，其研究

發現如下： 

1.3-6歲幼兒一開始在使用過頭遊戲設備時需要協助，但經由老師的

協助和同儕的鼓勵能有很快速的進步。一開始幼兒只能站在起始

點、抓著橫槓，把腳抬起來但卻不知道如何前進。幼兒會以弓型的

動作換手並踢小腿的方式前進，並且通常會從遊戲設備上掉下來。

最後，在自由選擇活動時，除了肥胖的幼兒外，皆能橫越過頭遊戲

設備；並且許多幼兒會發展出更精熟的技能和不同的玩法，像是越 

過橫槓或從旁邊的杆子滑下來。 

2.較高年級的兒童會使用更多雙臂交叉（brachiating）的攀爬方式，

並且會用不同的方式進行遊戲，像是一次橫越3～4個橫槓、直接從



地面跳上來抓住橫槓。 

3.吊環式的過頭遊戲設備擁有額外的挑戰，並發展出複雜的韻律動

作；並且這樣的吊環能夠允許較大的肢體動作和協調動作，許多常

使用這類型過頭遊戲設備來進行追逐、競賽遊戲的兒童，發展出極 

優異的動作、協調能力與肢體的美感。 

4.過頭遊戲設備的連結，允許幼兒將追逐或抓人遊戲組織在一起，並

在遊戲設備間移動，這是因為遊戲設備的使用頻率與功能所共同造

成的。 

三、鋪面之相關研究 

（一）Mott  等人（1997）在「遊戲場中的安全與遊戲設備」（Safety of  

surfaces and equipment for children in playgrounds）之研究中， 

以觀察記錄法，在1994年針對卡地夫85個不同鋪面遊戲場中的330名受 

傷幼兒進行的研究，其研究結果與鋪面有關者有二： 

1.經卡方考驗的結果顯示，幼兒在混凝土鋪面上受傷的人數顯著高於

樹皮或橡膠鋪面。 

2.樹皮鋪面無法有效防止骨折，研究結果建議橡膠墊則可能可以預防

骨折。 

（二）Sherker 與 Ozanne-Smith（2004）在「我們的學校與公園遊戲

場安全性如何？」（How safe are School and Park Playground? 

A Progress Report）中，針對遊戲場安全所進行的調查研究， 

有以下幾點主要發現： 

1.30％學校遊戲場與33％公園遊戲場的鬆填料鋪面之厚度與遊戲 

設備之高度相符。 

2.將遊戲設備依年齡作區分，有助於降低受傷率；而在將遊戲設備

以年齡作區分上，學校較公園做得好。 



3.85％的公園遊戲場與86％的學校遊戲場都使用適合的鋪面。 

4.碎沙礫只能吸收6英呎高的衝擊力，而16％學校遊戲場的溜滑梯

與19公園遊戲場中的溜滑梯高於8英呎。 

5.82％的公園與學校使用區（use zone）符合CPSC所訂6英呎的標

準。 

6.大部分公園與學校遊戲場維護的情形良好，82％的公園遊戲場與

85％的學校遊戲場中無會讓頭部卡住的夾角或縫隙。 

四、遊戲場規劃現況之調查研究 

（一）楊淑朱（1996）在「雲嘉地區幼稚園戶外遊戲場之評估研究」中， 

以問卷及訪問調查法，針對雲嘉地區公、私立幼稚園遊戲場進行

評估，其研究發現有五： 

1.多數公私立幼稚園提供的遊戲器具為傳統器具。 

2.公私立幼稚園皆十分缺乏可移動的遊戲器材及零散區。 

3.雲嘉地區112所幼稚園中，有60所幼稚園設置綜合遊戲設施。 

4.公立幼稚園出現的安全問題比私立幼稚園多。 

5.多數私立幼稚園的遊戲場功能比公立幼稚園更完善。 

（二）吳旭專（2000）在「臺北市國小兒童遊戲與優良遊戲場規畫之研

究」中，以觀察、訪談與問卷調查法，針對臺北市國小兒童遊戲

與優良遊戲場規畫進行的研究，其研究發現主要有七： 

1.遊戲場的區位與配置多能符合「統整性」、「近便性」與「創造

性」的原則。 

2.遊戲設施內容包含範圍多樣而廣泛，頗能符合遊戲場「多樣性」、

「創造性」與「發展性」的規畫原則。 

3.遊戲設施的「安全性」普遍不錯，然遊戲場的鋪面及安全距離

須再改進。 



4.現代遊戲場比傳統遊戲場能引發更多種類、更高層的認知性與

社會性遊戲行為。 

5.「組合遊具」最受兒童歡迎，兒童喜歡某遊戲設施的理由以其

「好玩與否」、「能否滿足各種體能的、遊戲的需求」為主。 

6.兒童在遊戲場中以團體一起活動為主。 

7.兒童期望一個有更多遊戲設施、更具複雜度及刺激性的遊戲 

  場。 

（三）楊淑朱（2000）在「台灣省公私立幼稚園戶外遊戲場調查與評估 

研究」中，以問卷及訪問調查法，針對台灣省公、私立幼稚園遊

戲進行評估，其研究發現有五： 

1.超過九成五的遊戲場設置綜合遊戲設備，其次為軟質舖面區、堅

硬舖面區、自然區等。 

2.超過半數幼稚園缺乏供攀登的小山丘、玩水區、建構區、動物飼

養區、輪車專用道，主要原因是遊戲空間不足及不清楚該設置那

些遊具對幼兒才最為理想。 

3.大多數幼稚園提供混合型遊戲場，其中超過半數以上之鐵製綜合

遊戲設備，有嚴重破損的情形。 

4.私立幼稚園遊戲場不論在遊具種類、安全性及功能上皆優於公立

幼稚園。 

5.園長與老師皆對遊戲場地之舖面十分重視且認為遊戲設備的維

修應爭取時效。 

（四）黃庭鈺（2002）在「臺北市國小室外空間規畫與兒童社會遊戲行

為之研究」中，以實地調查法、觀察法與問卷，針對臺北市國小

室外空間規畫與兒童社會遊戲行為進行硏究，其研究發現主要有

二： 



1.兒童在學校室外空間的社會遊戲行為以互動性及平行遊戲為 

主。其中不論空間配置、遊戲設施種類及設施新舊，其兒童社會 

遊戲行為大致相同，均以互動遊戲居多，其次是平行遊戲。 

2.遊戲設施種類較少的學校，其兒童對學校室外空間感到「不滿意」 

的比例顯著高於設施種類多的學校。 

（五）吳盈慧（2005）在「幼稚園戶外遊戲場現況調查—以嘉義市為例」 

中，以田野調查與問卷調查，針對嘉義市公、私立幼稚園戶外遊 

戲場之現況進行調查，其研究發現有五： 

1.嘉義市幼稚園的遊戲設備已具備現代化遊戲場之特徵，唯普遍缺 

乏遊戲屋設備和沙區、貯藏室、建構遊戲功能、戲劇遊戲功能等 

設施。 

2.嘉義市幼稚園戶外遊戲場遊戲器材數量不足。 

3.嘉義市幼稚園戶外遊戲場遊戲設備安全性已提高，但以國內CNS  

及美國CPSC的標準審視，仍有許多缺失尚待改進。 

4.公立與私立幼稚園的遊具種類、數量有顯著差異。 

5.公立與私立幼稚園遊戲設備安全性中唯鞦韆與溜滑梯設備有顯 

著差異。 

（六）吳卓緽（2005）在「台中市區國民小學室外遊戲場設施與器材相

關之分析」中，以訪談法與問卷，針對台中市區國民小學室外遊

戲場設施與器材進行之研究，其研究發現主要有四： 

1.台中市國小遊戲場設計仍然以傳統性的鐵製遊戲器具設計為主

（約佔75％）。 

2.不同性別對不同遊具之喜好確有不同 

3.小學校地鋪面中不透水鋪面佔31.48%，其中半透水性鋪面則高

達44.45%為最多。透水鋪面僅佔16.67%，為採用率最低的鋪面

設計。 



（七）陳信宏（2005）在「幼兒戶外組合式遊具需求性之研究」中，以

現況分類紀錄法、深入訪談法與問卷調查法，針對臺北市幼兒戶

外組合式遊具需求性進行研究，其研究發現有六： 

1.單元遊具太少及變化性不大，為大台北地區公立國小組合式遊具 

的主要缺失。 

2.組合式遊具之組成遊戲單元應提高至11個以上，以增加幼兒遊戲

意願與層次。 

3.目前的組合式遊具缺乏運動技能中的翻滾、爬行及上臂力的肌肉

等能力訓練。 

4.幼兒偏好喜愛選擇「動作傾向」具攀爬、擺盪、鑽行等的遊具單

元。 

5.組合式遊具設計方面，應充分發揮組合式遊具彈性及多樣組裝之 

優勢功能，朝向機動性、可移動性即可重組式的設計發展。 

6.目前幼兒戶外遊戲活動時間過低，應將戶外遊戲活動項目併入教

學課程中。 

五、遊戲場規劃的教師角色之相關研究 

（一）Davies（1996, 1997）的實證研究發現，大多數教師不瞭解戶外

環境對幼兒發展的可能性。 

六、遊戲場自然元素之相關研究 

（一）Greenman（2005）的實證研究發現，包括組合式遊戲設備的創造

遊戲場，和擁有自然元素的建築與型式的設計一樣，更能吸引幼

兒。 

（二）Hestenes, Shim 與 DeBord(2007)針對北卡羅來納州41所遊戲場

進行之實證研究發現，較多自然元素的遊戲場，由於幼兒會表現



出與自然環境較多的互動，因此較少出現功能性或重複性行 

為，並出現較多建構性（發展性、假設性）的遊戲。 

七、遊戲場與兒童發展之相關研究 

（一）生理發展方面 

1.Pate, Pfeiffer,Trost, Ziegler 與 Dowda（2004）在針對幼兒

進行的研究發現，於室內久坐的生活方式會增加幼兒的肥胖。 

2.NASPE（2000）發展出一套0～5歲幼兒生理活動的指引。這些指

引建議幼兒每天應該接受60分鐘具結構性的生理活動和60分鐘 

至數小時的非結構式生理活動。 

（二）社會發展方面 

1.Hartle（1996）研究發現，戶外環境比起室內能刺激幼兒出現更

多社會性遊戲。 

2.Davies(1996)的研究發現，在戶外環境中提供的建構性材料的大

小與空間總數可以刺激較多的合作與團隊遊戲並促進更複雜的 

社會戲劇遊戲。 

上述國內、外研究中，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研究取向都不盡相同，

項目之分類難免有無法窮盡之處，本研究僅將之分成「研究對象」、「研

究方法」與「探討變項」三個共同項目加以並排比較，表列如表 2-4-1。 

由表 2-4 可看出，國內、外的研究中，就研究對象而言，以幼稚園

為研究對象者為數最多（14 篇），國小次之（8篇），以公園為研究對象

者最少（2篇）。就研究方法而言，以觀察法最多（12 篇），訪談法次之；

問卷法的運用居於第三（7篇），以實地測量法為最少（1 篇）。就研究

探討的內容而言，探討遊戲設備者佔最多（13 篇）；探討空間設計者次



之（8 篇）；第三則為探討遊戲場附屬設施者（6 篇）；第四者為探討兒

童發展（5 篇）；第五則為探討教師角色與遊戲行為（3篇）；第六為探

討自然元素者（2篇）；最後則是探討遊戲場類型與品質者（各佔 1篇）。 

從表 2-4 的數據可知，幼稚園為最多人研究之對象，以幼稚園為研

究對象者，其中又以採觀察法最多，採實地測量之研究則有 Hartle

（1996）與 Davies（1996）兩篇。在探討之內容方面，多集中於探討空

間分區、遊戲設備類型與鋪面上，加以，以臺北市之幼稚園為研究對象

者僅有陳信宏（2005）之研究，由此可知，臺北市幼稚園遊戲場之實證

研究至為缺乏，同時由於其研究之焦點著重於遊戲設備中之組合式遊戲

設備與功能上，實有必要再針對空間規劃、遊戲設備與附屬設施等其他

變項，以觀察、訪談與實地測量等研究方法一併進行探討，以期能對台 

北市幼稚園遊戲場之規劃有一更全面與更有系統性之理解。 

 

 

 

 

 

 

 

 

 

 

 

 

 



表2-4遊戲場相關研究比較表 

      項目 

 

 

 

研究者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探  討  內  容 

國

小 

幼

稚

園 

公

園 

製

造

商 

觀

察 

訪

談 

測

量

問

卷

遊戲

場空

間設

計 

遊

戲

設

備

附

屬

設

備

遊

戲

場

類

型 

遊

戲

場

品

質 

教

師

角

色 

自

然

元

素

兒

童

發

展

遊

戲

行

為 

DeBord 等人  ˇ   ˇ        ˇ    ˇ 

林鈺專   ˇ    ˇ ˇ ˇ  ˇ       

陳歷渝與 

陳怡文 
         ˇ        

Frost 等人  ˇ   ˇ     ˇ        

Mott 等人 ˇ    ˇ     ˇ ˇ       

Vlosky 與

Shupe 
   ˇ    ˇ  ˇ        

Frost 等人 ˇ ˇ   ˇ     ˇ      ˇ  

Sherker 與 

Ozanne-Smith 
ˇ  ˇ  ˇ    ˇ  ˇ       

楊淑朱  ˇ    ˇ  ˇ  ˇ        

吳旭專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楊淑朱  ˇ    ˇ  ˇ ˇ ˇ ˇ       

黃庭鈺 ˇ    ˇ   ˇ ˇ ˇ        

吳盈慧  ˇ   ˇ ˇ   ˇ ˇ        

吳卓緽 ˇ     ˇ  ˇ  ˇ ˇ       

陳信宏  ˇ   ˇ ˇ  ˇ  ˇ        

Davies  ˇ    ˇ        ˇ    

Jones ˇ     ˇ        ˇ    

Greenman  ˇ   ˇ          ˇ ˇ  

Hestenes 等

人 
 ˇ    ˇ         ˇ  ˇ 

Pate 等人  ˇ     ˇ         ˇ  

NASPE  ˇ     ˇ         ˇ  

Hartle  ˇ   ˇ    ˇ        ˇ 

Davies  ˇ   ˇ     ˇ       ˇ 

Greenman ˇ     ˇ   ˇ       ˇ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