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主要目的，首在瞭解臺北市公立幼稚園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

遊戲場之規劃現況，進而歸結出幼稚園遊戲場規劃各方面之建議，並期

望能提供未來園所購置遊戲設備、規劃遊戲場及行政與管理等方面的參

考。為達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首先進行相關文獻之探討，從中確定本

研究之研究對象，並以訪談法蒐集幼稚園園長所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

則，輔以實地觀察與測量方式，蒐集遊戲設備之材質、類型、結構與功

能及空間規劃等相關資料。以下將分別就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研究對 

象、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與資料分析加以說明之。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遊戲場規劃要素 

1.人的要素 

（1）規劃原則  （2）行政與管理 

2.空間要素 

（1）地形與地貌（2）面積 

（3）空間分區  （4）空間密度 

3.遊戲設備要素 

（1）材質      （2）類型  

（3）結構與功能 

4.附屬設施要素 

（1）鋪面 

遊戲場規劃原則 

1.統整性 2.發展性 

3.多樣性 4.挑戰性 

5.創造性 6.近便性 

7.安全性 8.合育性 

9.彈性 

訪談園長對遊戲場規劃之理念 

提出問題 
訪談分析 

結 果 與 討 論 

結 論 與 建 議 

遊戲場規劃現況之觀察與測量

提出問題

與假設
現況描述與

統計分析



第二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依據台北市政府教育局 95 學年度公布之「公立幼稚園清

單」，總共有 139 所公立幼稚園，扣掉 4 所特殊學校後，以 135 所公立

幼稚園（參見附錄一）進行抽樣，並以台北市十二個行政區域做為 12

個分層，進行分層隨機抽樣，抽取母群體的 50％作為本研究之樣本，將

各行政區園所數除以母群體總數後，再乘以預計抽取之總樣本數（約 68

所，亦即母群體 50％）；計算所得之各行政區所抽取之樣本數為如下：

松山區（4 所）、信義區（5所）、大安區（5所）、中山區（6所）、中正

區（4所）、大同區（5所）、萬華區（6 所）、文山區（9所）、南港區（3

所）、內湖區（7所）、士林區（9所）、北投區（8 所）。依以上所列行政

區之順序進行編碼，松山區以 A代表，信義區以 B代表……，由此依序。 

以亂數表進行分層隨機抽樣，抽樣結果摘要如表 3-1。 

    抽樣總數為 71 所，但於實際聯絡過程中，因遊戲場整修、婉拒訪

談或觀察等因素，在信義區之樣本數預計抽取 5 所，由於上述因素而婉

拒之園所數較多，因此實際上只能針對 3所學校進行研究；北投區也因

同樣原因從 8 所減至 7 所。因此，本研究最後選定 68 所公立幼稚園為

研究對象，以訪談法、觀察法與實地測量為蒐集資料之方式。以下茲分 

別就將訪談與觀察之對象說明之。 

（一）訪談對象 

本研究研究目的之一即在瞭解園長對幼稚園規劃之原則與考量，因

此，訪談之對象為從 68 所公立幼稚園中，隨機抽取 11 位園長，藉以瞭

解幼稚園遊戲場之空間大小、使用人數、規劃原則、購置遊戲設備與鋪

面之考量、遊戲場之維護週期以及安全概況，以期能對幼稚園遊戲場規

劃之原則與實務有更進一步的瞭解。 



表3-1 公立幼稚園抽樣結果摘要表 

行政區 抽樣數/園所數 學  校  代  碼 

松山區  4/7  A01  A02  A04  A06 

信義區  3/9  B01  B03  B06     

大安區  5/10  C01  C02  C03  C04  C07 

中山區  6/11 
D02  D04  D05  D07  D08  

D11 

中正區  4/7  E01  E02  E03  E06 

大同區  5/10  F03  F04  F05  F06  F09 

萬華區  6/12 
G02  G05  G08  G09  G10  

G11 

文山區  9/18 
H02  H03  H04  H05  H06  

H12  H15  H16  H18 

南港區  3/6  I01 I03 I05 

內湖區  7/13 
J01  J03  J04  J05  J07  

J08  J10 

士林區  9/17 
K01  K02  K03  K06  K11  

K12  K14  K15  K17 

北投區  7/15 
L01  L02  L06  L10  L11  

L13  L15   

總計 71/135 6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觀察與測量對象 

本研究欲觀察之對象有三，即「空間規劃」、「遊戲設備」與

「附屬設施」。在空間設計上，為針對幼稚園遊戲場「面積大小」、



「跳落距離」、「使用區」、「緩衝區距離」與「鋪面厚度」進行實地 

測量，並針對遊戲設備之材質、與類型與功能進行記錄。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訪談法、觀察法與實地測量方式進行蒐集之資料，過程中

輔以照相方式，輔助現場觀察與紀錄之缺漏。基於研究目的，本研究之

研究工具有三：附錄二之「幼稚園遊戲場規劃與管理維護訪談大綱」、

附錄三之「幼稚園遊戲場現況調查表」、附錄四之「遊戲設備跳落高度

與鋪面現況調查表」。研究工具為參照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

（CPSC,1997）的公共遊戲場安全手冊、中國國家標準 CNS 12642-「兒

童遊戲設備安全準則-設計與安裝」以及 CNS 12643-「兒童遊戲設備安

全準則-檢查與維護」（2005）進行設計。以下將針對各研究工具之內容 

進行說明，再針對其預試後修改之項目分別說明之。 

一、幼稚園遊戲場規劃與管理維護訪談大綱 

訪談大綱之問題主要分為「遊戲場規劃原則」、「遊戲設備與鋪面購 

置」、「遊戲場管理與維護」三大部分，分別簡述如下： 

（一）遊戲場規劃原則 

在遊戲場規劃方面，訪談 11 所幼稚園園長，以瞭解不同園

長對幼稚園規劃之理念，進而歸納出幼稚園遊戲場規劃之原 

則。 

（二）遊戲設備與鋪面購置 

主要在瞭解不同幼稚園於遊戲設備與鋪面購置上之考量因

素，及是否具有足夠經費以購置兼顧安全與高品質的遊戲設備與 

鋪面。 

 

（三）遊戲場管理與維護 



主要在瞭解遊戲場中遊戲設備是否有定期維護、維護經費是

否充裕以及遊戲場中意外事故之頻率與類型，對公立幼稚園遊戲

場之安全建立較全面性之理解。 

二、幼稚園遊戲場現況調查表 

幼稚園遊戲場現況檢核表，將以文獻探討之資料，作為檢核之項

目，並基於研究目的將遊戲場之現況分成遊戲設備之「類型」、「構造材

質」、「使用距離符合程度」與「緩衝距離符合程度」四個項目進行現場 

觀察，並檢核之。茲將四項目說明如下： 

（一）遊戲設備類型 

根據文獻探討，將遊戲設備之類型分成「靜態遊戲設備」、「動態 

遊戲設備」與「組合式遊戲設備」三類，並將三類遊戲設備細分如下： 

1.靜態遊戲設備 

最常見之靜態遊戲設備有滑梯、攀爬設備（再細分成爬竿與

單槓）、平台、獨木橋、吊橋，檢核表中將以這些最常見之靜態

遊戲設備為檢核項目，並於現場觀察中勾選之。 

2.動態遊戲設備 

最常見之動態遊戲設備有鞦韆、浪船、旋轉架、蹺蹺板、 

彈簧搖椅，檢核表中將以這些最常見之動態遊戲設備為檢核項

目，並於現場觀察中勾選之。 

3.組合式遊戲設備 

組合式遊戲設備則是結合靜態與動態遊戲設備，因此檢核

項目大致為將靜態與動態遊戲設備兩者合併，剔除不會出現於

組合式遊戲設備之浪船、旋轉架、蹺蹺板、彈簧搖椅四種遊戲

設備，其餘則列表以利現場檢核勾選。 

（二）構造材質 



常見於幼稚園遊戲設備的構造材料主要有「鐵製」、「不銹鋼」、「混

凝土」、「FRP」、「木製」與「鋁合金」遊戲設備 6 種，因此遊戲

設備構造材質將以此 6種加以檢核之。 

（三）使用距離符合程度 

使用距離為根據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協會（CPSC,1997）所訂定

之標準，靜態、動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皆以 1.8 公尺，作為使用

區域之距離；其計算是從遊戲設備各結構部分向外起算 1.8 公

尺，其中唯有鞦韆緩衝距離之計算，是從鞦韆盪到最高處之距離

向外起算 1.8 公尺為其使用距離。本研究將使用距離之符合程度

分成「全部符合」、「部分符合」與「全不符合」；研究中分別

以「全部」、「部分」與「無」表示使用距離之符合程度。 

（四）緩衝距離符合程度 

      由於台灣地狹人稠，因此遊戲設備之緩衝距離，此檢核項目標準

之設定，採較四國中較為居中之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協會（CPSC）

所訂定之標準，靜態、動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皆以 1.8 公尺，作

為安全緩衝距離；緩衝距離之計算是使用距離外起算 1.8 公尺，

其中唯有鞦韆緩衝距離之計算，是以鞦韆盪到最高處之距離，加

上使用距離後，往外再延伸之 1.8 公尺為其緩衝區。本研究將緩

衝距離之符合程度分成「全部符合」、「部分符合」與「全不符

合」；研究中分別以「全部」、「部分」與「無」表示緩衝距離

之符合程度。。 

三、遊戲設備跳落高度與鋪面現況調查表 

遊戲設備安全高度的檢核，分成遊戲設備之實測高度、鋪面材質兩

個向度，分別說明如下： 

（一）遊戲設備跳落高度 



將遊戲場中較常出現之遊戲設備列表後，以實地測量方式，測量

出遊戲設備跳落高度，以蒐集不同遊戲設備跳落高度的資料。 

（二）鋪面材質 

鋪面材質方面，將常見之鋪面材質，如：沙、草地、瀝青、混凝

土、合成草皮、橡膠墊等列表，並於實地觀察後加以勾選檢核之。 

    針對以上三種研究工具，在正式進入研究場域前，研究者將觀察與

測量所需用到的兩研究工具-「幼稚園遊戲場現況調查表」與「遊戲設

備跳落高度與鋪面現況調查表」，先至政大實幼、興隆國小附幼與萬福

國小附幼現場進行實際觀察與測量，依據現場觀察與測量之結果，對研 

究工具之項目進行修正，以下茲將修正之項目及其原因說明如下： 

一、幼稚園遊戲場現況調查表 

（一）擴增攀爬設備之項目 

      原先設定之攀爬設備，於現場觀察後發現，攀爬設備尚可再細分

成爬竿、單槓、立體方格攀爬架、垂直式攀爬架、圓形攀爬架、

水平式攀爬架與攀岩牆。 

（二）刪除損壞比例一項 

      原先預計觀察遊戲設備之損壞情形，將之區分成 30％以下、30

％-60％與 60％以上，然而在現場觀察時發現損壞比例之評估不

易，且損壞比例不一定能夠代表遊戲設備之安全性，加以被研究 

者對此項目較為敏感，因此予以刪除，以利整體研究工作之進行。 

二、遊戲設備跳落高度與鋪面現況調查表 

（一）擴增組合式遊戲設備之項目 

      於現場觀察與測量時，發現由於組合式遊戲設備為各種遊戲設備

組合而成，因此宜將組合式遊戲設備再細分成滑梯、垂直攀爬

架、水平攀爬架、弧形攀爬架、攀岩牆、平台、吊橋、鞦韆、隧 



道等單元。 

（二）擴增鋪面材質 

      由於原先之檢核項目未盡完備，因此再將鋪面之材質增加「沙地」

與「草地」2個項目。 

（三）刪除「安全墜落高度」與「評估結果」兩項 

      由於被研究者對「安全墜落高度」與「評估結果」兩個項目較為

敏感，因此加以刪除。 

第四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實施步驟主要分為「撰寫研究計畫」、「進行文獻探討」、

「編製調查表件」、「實施實地訪查」、「資料整理與分析」、「撰寫

研究論文」等五個階段，以下將就詳細研究實施之內容說明之，並將本

研究之研究期程整理如表3-4-1。 

一、撰寫研究計畫 

    民國96年10月開始，從研究動機的撰寫直至研究目的與問題的確

立，並據此蒐集相關文獻。 

二、進行文獻探討 

民國96年10月確立研究題目、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究範圍後，

於民國96年11月至97年4月初這段期間，持續蒐集國內外與遊戲場相關

的資料文獻，加以整理比較並分析之，一方面作為研究架構之擬定，以

及訪談大綱與現況調查表件編制之基礎；二方面就本研究之發現補充原 

本文獻不足之處。 

三、編製調查表件 

民國97年1月根據研究目的、研究性質與文獻探討，擬定本研究之



訪談大綱與現況調查表，並進行研究表件之預試。就現況調查表部分，

以政大實幼、興隆國小附幼與萬福國小附幼為預試樣本，針對其遊戲場

之規劃內涵進行實地之觀察與測量，以瞭解現況調查表於實地觀察時之

方便與周全性。 

四、 實施實地訪查 

民國97年2月至3月正式至各公立幼稚園訪談園長，並針對遊戲場進

行實地觀察與測量，以文字及照片做成記錄。 

五、 資料整理與分析 

民國97年4月至5月依據文獻探討資料、幼稚園園長訪談與現況調查

記錄，分別作資料整理、分析與討論，並據此作成最後之結論與建議。 

六、撰寫研究論文 

    針對蒐集並整理好的資料進行現況描述與統計分析，經反覆討論與

修改，於7月底完成論文全文之撰寫。 

 

 

 

 

 

 

 

 

 



表3-2 研究實施程序表 

 

 

 

 

 

 

 

 

 

第五節 資料分析 

本研究依據訪談與觀察法所蒐集到之資料，兼具文字與數字兩種資

料，基於研究目的，除了將訪談所蒐集到之文字資料，加以歸納成遊戲

場規劃之原則外；實地觀察與測量方式，所蒐集到關於遊戲場規劃之現

況，也將以文字輔以圖片的方式呈現。與數字有關的資料，則是本研究

之研究問題，以研究工具蒐集相關資料，並提出研究假設，將數字資料

進行統計分析。以下茲就「資料蒐集」與「資料分析」兩部分進行說明。

資料蒐集方面，先針對研究工具可蒐集到之相關研究變項資料進行說

明，並依據變項之類型：「連續型」或「間斷型」，與研究變項之尺度：

「類別變項」、「次序變項」、「等距變項」或「比率變項」，提出適當之 

研究假設並選擇適當之統計分析方法，分別說明如下： 

 

撰寫研究計畫 

進行文獻探討 

編制調查表件 

實施實地訪查 

資料整理與分析 

撰寫研究論文 



一、資料蒐集 

    本研究對研究變項之界定，依據吳明清（1991）對研究變項之觀點，

將本研究之「主要變項」及蒐集主要變項資料之研究工具說明如下： 

（一）主要變項 

本研究之主要變項有「面積」、「跳落高度」、「使用距離」、「緩

衝距離」、「遊戲設備類型」、「遊戲設備功能性」與「鋪面厚度」。 

1.幼稚園遊戲場規劃與管理維護訪談大綱 

藉由訪談法，不僅瞭解園長對遊戲場規劃之理念，並取得幼稚

園遊戲場面積的訊息。 

2.幼稚園遊戲場現況檢核表 

  藉由觀察與實地測量方式，以蒐集「班級數」、「使用距離」、「緩

衝距離」、「遊戲設備類型」與「遊戲設備功能性」五變項的資

料；若從訪談法無法獲得面積相關訊息，則以現場丈量方式測 

量並記錄之。 

3.遊戲設備跳落高度與鋪面現況調查表 

藉由觀察與實地測量方式，蒐集「跳落高度」、「鋪面類型」兩

變項的資料。 

二、研究假設與統計分析 

依上述三種研究工具所蒐集而得關於研究變項的資料，除了以敘述

統計之方式呈現資料外，進一步以推論統計之統計分析方法：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分析、卡方檢定等統計分析方法分析之。茲分別就敘述統計、

欲考驗之研究假設及其統計分析方法說明如下（本研究之顯著水準 

均為.05，即α＝.05）： 

 

 



（一）敘述統計 

根據研究工具蒐集而得之資料，以數字呈現並以百分比及長條圖方

式說明之，這些資料包括遊戲場面積、空間分區、遊戲設備材質、遊戲

設備數量、遊戲設備功能性、遊戲跳落高度、使用距離與緩衝距離等。 

（二）推論統計 

1.區間估計 

    將 68 所公立幼稚園遊戲場之面積，以.05 顯著水準進行區間估

計，以瞭解台北市公立幼稚園遊戲場面積分佈情形。 

2.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將幼稚園班級數、空間分區、空間型態與遊戲設備等 

類別資料分別與面積進行單因子分析，以瞭解四個變項各自在面積

上是否有顯著差異；若以上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達顯著，則以薛費

法事後比較，以瞭解詳細之差異情形，並求其ω
2
瞭解變相間的關 

連強度。 

3.卡方檢定 

    由於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資料中，有類別變項資料，因此適用 

次數與人數的統計分析方法－卡方檢定，以瞭解了類別變項是 

否有差異以及是否有關。若卡方統計量達顯著，將進一步求兩者 

之預測關聯強度，即以λ係數來說明兩變項間之關聯強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