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主要有訪談與觀察法，訪談法主要在瞭解遊戲場

規劃中人的要素，亦即園長所認為之幼稚園遊戲場規劃原則以及行政與

管理兩層面，其中又包括遊戲設備、鋪面之設置與維護的考量、需注意

的事項與使用上的問題或限制。觀察法，則主要在於蒐集幼稚園於遊戲

場規劃現況方面的資料，其中將針對地形與地貌、面積、空間型態、空

間分區與空間密度等空間要素；遊戲設備之材質、類型與功能等遊戲設

備要素；以及鋪面等附屬設施要素之規劃現況進行討論。以下將本研究

之研究結果分成「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行政管理」和「遊戲場規劃現況」

兩部分，分別討論之。 

第一節 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行政管理 

公立幼稚園園長為兩年一任的輪流制，現任的許多公立幼稚園園長

在最初遊戲場的規劃過程中也未參與，但在參與訪談的園長中，由於園

長亦為現場教師，常常都會帶幼兒到遊戲場遊戲，對於遊戲場在使用上

都會發現一些問題，並從其行政職務上嘗試著瞭解或解決這些問題；進

而形成自己對遊戲場規劃的理念；藉由經驗的累積，也對遊戲場規劃時

應考量或注意的地方，形成寶貴的見解。以下將針對本研究之訪談結果

分成「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遊戲場之行政與管理」兩部分，採先描

述後歸納方式分別說明與討論如下： 

一、遊戲場規劃之原則 

    研究工具一－「幼稚園遊戲場規劃與管理維護訪談大綱」中，與幼

稚園園長遊戲場規劃之理念有關的問題為第一、第三與第四題；以下將

11 位園長以 A～K之代號方式代表，並就訪談之內容分述之。 

 



（一）A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由於公立幼稚園園長是輪流當的，今年剛好輪到我，因此我沒有 

參與最初遊戲場的規劃，而且遊戲場的規劃是由我們幼稚園、國 

小部的總務處與設計師一起討論出來的，其實都是會受限於經費。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其實都是以經費為優先考量，經費來源是年度幼兒繳交的設備 

費，收多少就只能用那些錢來斟酌用在遊戲場設備上。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也是以經費為優先考量，而且也是使用幼兒繳交的設備費來逐步 

將老舊的設備汰舊換新 

2.小結：經費為 A園所在規劃遊戲場時最大的考量，遊戲設備與鋪面的 

更新都受限於經費。 

（二）B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遊戲場的規劃基本上就是要把握以下幾點原則： 

A.多元應用 

遊戲設備要多元，讓幼兒有更多的選擇。 

B.挑戰性 

遊戲設備富有挑戰性，可以讓幼兒有想要挑戰的動力，他們最喜

歡玩有挑戰性的東西，像是攀爬類的遊戲設備，他們都很喜歡。 

C.安全性 

幼兒遊戲的安全性是一定要考慮到的，是遊戲場規劃時的最基本



考量。 

關於遊戲場規劃的步驟，基本上先公開招標由廠商先將企畫書

以及金額等一些明細給學校看過，開會審核通過之後，再請設計師

先將設計好的 3D 遊戲設備圖拿來給我們看，經過家長會、幼稚園與

建築師的討論，我們幼稚園提出我們的需求，在經過與家長會和設

計師的討論，再將這次討論要修改的地方請設計師再重新設計或做

修改，經過幾次討論定案後，再由設計師將他設計好的東西，請廠

商製作，像組合式遊戲設備的話，就是分成不同部分請廠商做好， 

再拿到現場來組裝。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其實經費與地墊的安全性都是必須要考量的，但是基本上還是受

限於經費。但是由於我們遊戲場規劃的時候，我們學校家長會長

是做建築方面的，所以在規劃遊戲場的時候，家長會幫了我們不

少忙。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其實經費當然是第一優先的考量，但是因為有家長會的幫忙讓我 

們省了不少錢；除了經費的考量外，買遊戲設備最重要的考量就 

是安全性，遊戲設備不安全，家長也會不放心；其次是多元性， 

遊戲設備要多元一點小朋友能有更多的選擇；最後才是挑戰性， 

幼兒很喜歡玩具有挑戰性的遊戲設備，尤其是有高低起伏的攀爬 

設備，像是我們國小部那邊的蜘蛛網，就有高低起伏，幼兒也很 

喜歡，對幼兒的感統（感覺統合）也很好。 

2.小結：由於 B園所有家長會的幫忙，因此園長認為就他來說，除了經 

費之外應該更注重安全性、多元性與挑戰性；且 B園長認為安 

全性應是第一優先考量，其次是多元性，最後則是挑戰性。 



（三）C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我覺得遊戲場規劃的原則有「安全性」、「多樣性」、「合教育性」。 

     遊戲設備一定要很安全，幼兒才不會受傷；也要多樣化一點，這 

樣幼兒才能有更多的選擇，也才不會每次都玩固定幾樣遊戲設 

備；同時也要考慮到遊戲場的規劃是不是具有教育的意義。那我 

們遊戲場規劃的步驟大概是一開始我們會先跟我們的老師討論我 

們想要什麼樣的遊戲場，以及要在現有的空間上怎麼做利用，討 

論完後請設計師畫完設計圖再大家一起討論，定案之後，再請總 

務組進行訪價的動作，接著就是招標，等到完工後，我們會在遊 

戲設備做個標示，提醒小朋友要注意安全，在幼兒真正要使用遊 

戲設備前，老師也會再跟他們教導使用遊戲設備的時候要注意的 

地方。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購置遊戲場鋪面的考量，首先要注意的還是安全的問題，要多少 

的厚度對幼兒遊戲來說才是比較安全的，其次要注意的是鋪面的 

衛生，有些鋪面下雨過後容易有味道或變形，就比較不適合；另 

外我們也覺得不同鋪面的粗糙面與色澤都可以帶給幼兒不同的感 

受，這就像是他們生活經驗的類化，最後考慮到的才是經費，因 

為我們是獨立幼稚園，不像一般公立國小附幼，他們的經費都是 

看國小那邊怎麼去分配，所以分配到的經費會比較少，但是對我 

們來說，經費其實不是問題。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買遊戲設備的考量其實就是我剛剛說過的安全性、多樣性跟合教

育性；經費對我們來說其實也不是太大的問題，如果真的要買比



較貴的遊戲設備的話，也可以用逐年編列預算的方式來逐步汰換。 

2.小結：由於 C 園所是獨立園所，不附設於國小，因此 C 園長認為經 

費對他們來說不是問題，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應注重「安全 

性」、「多樣性」與「合教育性」；園長所認為的安全性，包括 

了衛生層面；多樣性則是認為遊戲設備的種類要多一點；合 

教育性鋪面的粗糙程度與色澤，都可以帶給幼兒不同的感 

受。 

（四）D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我們遊戲場的規劃都是由我們幼稚園四個老師一起討論的。遊戲

場最主要的我想應該是場地要夠大，有夠大的場地在規劃遊戲場

的時候，遊戲設備才不會因為場地的關係受到限制，造成遊戲設

備旁邊的緩衝距離不夠，也就是說場地大小會影響到幼稚園遊戲

場的安全性，在規劃的時候可能是要多注意的地方。關於遊戲場

規劃的步驟，像這間教室前面的這個大型遊戲設備是我們最近才

裝好的，這個遊戲設備的設置，是在我們的前一個五年計畫中就

有預計要做的，所以這一筆錢也是專款專用，有這筆錢之後，我

們老師之前有在別的學校服務過，幫他們做他們學校遊戲場的那

間廠商不錯，所以我們就請他們來幫我們設計，一開始也是我們

四個老師先討論好我們的想法，設計師來的時候再從型錄當中挑

選我們要的遊戲設備，討論完後再請設計師幫我們畫設計圖，經

過幾次討論之後就定案。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其實購買鋪面的時候我們是以安全性為第一的考量，因為鋪面如



果不好的話，下雨就容易滑或是四個角容易翹起來，對小朋友遊

戲的安全性有很大的影響；其次我們才會考慮到經費的問題，雖

然說安全性很重要，但是其實也是會受限於經費，但是其實買鋪

面的經費倒是還好，大部分都是從小朋友繳的設備費和教育局每

學年補助一班一萬多塊的經費來支付，所以鋪面的經費不太會不

夠用，如果真的不夠用的話，我們會採取逐年更換一部份的方式。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其實遊戲設備的考量跟鋪面差不多，第一個我們一定會重視的是

遊戲設備的安全性問題，再來就是遊戲設備能不能夠提供幼兒不

同活動的機會，像是攀爬或速度感等等，最後考慮的才是經費問

題。 

2.小結：D 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首應重視「空間大小」，並認為空間大小 

會影響遊戲場的安全；鋪面應重視它的安全性；遊戲設備也應 

該以安全性為第一考量，其次才是種類與功能的多樣性。 

（五）E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我覺得遊戲場規劃第一個要考慮的當然就是小朋友遊戲的安全

性，像是下面要有地墊、動線的設計、遊戲設備的高度和盪鞦韆

的擺動幅度等等；再來經費其實也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學校經費

是專款專用，如果該年度沒用完的話就會回到國庫，雖然會再回

到學校來，但是那筆錢就是學校可以自由運用的，所以要看校長

對幼稚園的支持程度，以及國小部那邊的情況，如果他們比較需

要錢，那筆錢可能就輪不到我們使用，另外，我們還有從小朋友

註冊費裡面收的設備費每個人每月 305 元，但是這些錢其實根本



不夠用，設備費包括一切文具或器材的費用，所以真正剩下的錢

其實是不多的。對於遊戲場設計的步驟大概就是先招標再請設計

師設計，再由總務處跟我們幼稚園一起監工，大概是這樣。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遊戲場鋪面我想最重要的是經費的考量，因為我們這些地墊就要

九萬塊了，所以其實經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再來當然就是要考

慮安全性，像是地墊會不會容易滑等等。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買遊戲設備的話，則是要先注重遊戲設備的安全性，再來才是經

費的考量。 

2.小結：E 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要安全性與經費兩部分，購置鋪面時經 

費考量優先於安全性；購置遊戲設備時，安全的考量優先於經 

費。 

（六）F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我們遊戲場的規劃是當初建築師規劃的，因為我們算是一個新學

校，原本的校舍在美國學校那邊，那這邊的校區是最近幾年才蓋

好的，所以當初這些空間都是建築師就已經事先規劃好的，我們

的意見跟想法都沒有參與，建築師比較著重的是建築的美感，雖

然是美觀而且夠新但是很多時候並不合用，很多東西看起來雖然

美美的但是真正用的時候才發現不好用，像是我們教室的櫃子都

是固定的，就很難做一些空間上的搬動或規劃；我們原本是希望

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幼稚園遊戲場，也就是我們有參與規劃的過

程，我們的想法有進去，是一個適合幼兒發展階段的一個遊戲場，



這樣安全性也會比較好，因為家長把小朋友送到學校就是希望他

能夠平平安安的，我們自己做家長也是一樣，這樣家長才會比較

放心把小朋友交給我們；其次才是經費的考量；再來是動線的問

題也是需要注意的地方，還有值得信任的廠商。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我們遊戲場跟你剛看到的一樣，我們沒有購買鋪面，就是種一些

草而已，這些草因為不是人工草皮所以也不是很貴；但是我想買

鋪面還是要以安全性為優先考量。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我想安全性也應該是第一優先的考量。 

2.小結：F 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時，「美感」與「適合幼兒發展階段」應 

並重，亦即應結合「美感」與「適合性」；適用性符合了，遊 

戲場的安全性也會比較好；另外，鋪面與遊戲設備都應以安全 

性為優先考量。 

（七）G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其實我們的遊戲場當初都是校方先規劃好的，因為我們學校很久

了，所以我來的時候就是這樣的規劃了。我想遊戲場的規劃大概

要注意的就是安全性、多元性、動向，還有就是要適合小朋友的

年齡。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買鋪面的話要考慮的大概就是安全性，要有止滑、易排水，這樣 

比較安全，小朋友也比較不會受傷。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買遊戲設備其實跟買鋪面一樣也是要重視安全性；還有可以多買 

一些可以收納的遊戲設備，因為我們幼稚園的遊戲場空間很小， 

又是被校舍包圍，所以我覺得我們會需要多一點可以收納的遊戲 

器材。 

2.小結：由於 G園所之遊戲場之位置較為特別，其遊戲場位於小學教室 

建築所圍成的區域中間，區域較為狹窄，較不適合大型組合式 

遊戲設備之設置，因此園長認為，遊戲場的規劃在他們來說， 

除了要注重安全性、多元性、動向與適合幼兒年齡發展外，在 

購置遊戲設備時，應考量其「機動性」或「可收納性」。 

（八）H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遊戲場規劃我想最重要的應該是安全性，就是器材是不是安全；

再來就是要符合法規；遊戲器材也要盡量能夠多元一點，讓小朋

友能有多一點的選擇；另外遊戲器材的顏色也要活潑一點才能吸

引小朋友去玩；最後才是經費的考量，其實很多公幼都會覺得錢

不夠用，但是我們卻有剩下很多的經費，因為我們過不久就要搬

遷到新校區，那邊還要在蓋一個新的遊戲場，又會是一筆很大的

花費，所以我們都要靠自己來累積這些錢，所以跟學校會計、總

務那邊都要混熟一點，從談話中才能夠瞭解更多事情，做行政就

是這樣，我一開始也是不知道教育局給我們學校的設備費其實是

國小和幼稚園一起給的，那這筆錢是會計那邊在管的，會計有權

力將這筆錢全部用在國小部，要跟他們熟一點才會知道原來我們

幼稚園也有一筆經費是我們可以去爭取的，像前年我們就結餘了

15 萬，去年我們的結餘也有 25 萬，再加上今年也會有 10 萬，這



樣存一存就有五十萬了，經費怎麼會不夠呢？去年我們教室全部

換了羅馬簾這樣全部換下來也要九萬，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結餘那

麼多錢，所以我覺得做行政溝通真的很重要，不管是跟老師或是

校長的溝通都是一樣，跟校長充分的溝通說我們今年度結餘的這

些錢，我們打算明年用來做什麼樣的用途，只要是用在孩子身上，

校長幾乎都會同意的，還有我們老師之間也會彼此分享一些當園

長的經驗，向我去開會都會將開會的一些事情跟老師們說，我覺

得這是很重要的。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最重要的當然就是安全性，就是鋪面不要容易滑的，像我們遊戲 

場的鋪面就是吸水不好，下雨過後要曬很久才可以使用，所以鋪 

面的透水性跟衛生也是要注意的地方；經費則是排在安全性之後 

才需要考慮到，我們當然是希望用比較少的錢買到比較安全的鋪 

面。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買遊戲設備的話，當然也是要符合安全性，再來就是要符合法規 

的規定，還有要耐用，耐用包括要比較不容易生鏽、比較不會熱 

的材質，還有就是遊戲設備的功能性要多一點，要能夠多方利用， 

不然小朋友一下子就玩膩了。 

2.小結：H 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應考量「安全性」、「合法性」與「多 

元與活潑」。其中安全性為最優先考量，鋪面應以安全、衛生 

為最主要考量；遊戲設備除了安全性外，亦應注重色彩的活潑 

與功能的多樣性。 

 

 



（九）I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我覺得遊戲場規劃要有教育性，還要多元一點，不然怎麼玩都是

那幾樣東西而已，還有不要只有訓練技能方面的，像攀爬架、盪

鞦韆、溜滑梯那種；還要有一點認知性的遊戲設備；還有我覺得

有挑戰性的遊戲場蠻重要的，我蠻喜歡那種像是自然環境那樣的

遊戲場，富有野味的那種，因為我覺得現在我們的小孩子最缺乏

的就是跟大自然接觸，像我有一次去溪頭森林遊樂區那邊玩，那

邊有一個就是用天然的東西弄成的一個遊戲場我覺得很好，就是

讓小朋友可以多跟大自然接觸，多玩一點有挑戰性的東西；再來

我覺得色彩也很重要，就是色彩要活潑一點，不只有活潑，就是

可以有不同顏色，像娃德福他們的教室都比較偏粉色系的，所以

小朋友在裡面就會感覺比較溫和比較乖一點，我覺得其實環境會

說話，如果用比較活潑的顏色小朋友到那邊也會玩得比較開心，

如果比較屬於靜態的就用比較溫和的色系；還有就是一定要考慮

到安全性。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鋪面的考量其實就是我剛剛說的色彩要活潑一點，不同性質的遊 

戲設備區域可以用不同顏色，還有就是安全的考量。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大概就一樣是安全性跟功能性是不是很多元，還有我覺得遊戲設 

備都是固定不動的，所以我覺得遊戲設備應該設計成可以彈性利 

用的，就是可以再讓小朋友組裝的那種形式。 

2.小結：I 園長認為遊戲場整體色彩要活潑，遊戲設備功能要多樣，且 



要符合認知與技能等教育性與挑戰性；再者，可讓幼兒重新組 

裝式的遊戲設備是未來可以考慮的方向；鋪面方面，可充分運 

用其色彩，將不同類型的遊戲設備區以顏色加以區分。因此園 

長 I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應重視其「教育性」、「多元性」、 

「挑戰性」、「適當運用色彩」、「安全性」與「可組裝性」。 

（十）J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大概就是要重視安全，經費其實不是什麼大問題。會先經由全員

討論再請設計師來，讓他知道我們的需求，再請他畫設計圖。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我想大概也是安全性比較重要，經費不是大問題。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這跟剛那個其實也差不多，就是要注重小朋友遊戲的安全，經費 

不是大問題。 

2.小結：J 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安全性應優先考量，經費則不是大問 

題。 

（十一）K 園長認為之遊戲場規劃原則、步驟與考量 

1.訪談內容 

（1）您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原則與步驟為何？ 

大概就是要安全、符合幼兒的發展，因為同班或同年齡層幼兒發

展差距太大，甚至身高有差到 2、30 公分的幼兒，所以還是要符

合幼兒的發展。另外，經費的話倒不是什麼大問題。 

（2）園所購置鋪面之考量為何？ 

     大概就是安全性吧！像我們這個鋪面它的透水性很好，而且四個 



角也不會翹起來，使用大概有十年了。 

（3）園所購置遊戲設備時之考量或原則為何？ 

     我覺得遊戲設備要能結合學校特色，像我們的學校綠地比較多，

而我也堅持遊戲場的規劃要保留綠地，因為我覺得綠地是幼兒與

環境互動的一個媒介；還有就是要遊戲設備本身要有趣味性。 

2.小結：K 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應符合「安全性」、「幼兒發展」、「學校 

特色」與「趣味性」。由於 K園所鄰近生態保護區，因此園長 

認為要結合當地的特色，因此鋪面特地保留出一大塊草地。 

在訪談完 11 所公立幼稚園園長後，可歸納出園長對遊戲場規劃之 

理念與考量如下： 

1. 安全性 

在訪談中，11 位園長中有 10 位皆認為遊戲場規劃應注重其安全性，

其中兩位園長認為安全性亦包括了遊戲場之衛生層面，其中另有一

位園長認為空間大小會影響遊戲場的安全，因此安全性為絕大多數

受訪園長所認為幼稚園遊戲場規劃時，應優先考慮之原則，亦為基

本之要求，若遊戲場所不安全，遊戲場之其他功能或原則亦無法有

效達成。 

2. 經濟性 

11 位園長中有 6位認為遊戲場規劃之經濟性是重要的。由於大多數

公立幼稚園的經費有限，無法一次汰換或採購新的遊戲設備，因此

當幼稚園要添購新的遊戲設備時，大多需採逐年累積經費的方式，

如此一來，不僅現在正就讀幼稚園的幼兒無法使用到新的遊戲設

備，也可能因為舊的遊戲設備繼續使用的關係而造成安全上的威

脅，此外舊的遊戲設備即使停止使用也會佔掉遊戲場一部份的空

間，使幼兒遊戲空間縮小，因此遊戲場規劃之經濟性與安全性等各



方面是息息相關的。 

3. 多元性 

11 位園長中有 6位認為遊戲場規劃之多樣性是重要的；而遊戲場規

劃之多元性包括了遊戲設備類型、功能多樣化與鋪面和遊戲設備色

彩運用的活潑與豐富程度。其中 6位園長皆認為遊戲設備類型與功

能之多樣性是重要的；6位園長中有 2位同時認為鋪面與遊戲設備色

彩運用的活潑與豐富程度是重要的，並且可依照鋪面色彩來分區，

提供不同材質的鋪面，對刺激幼兒的身體感官將有所幫助。 

4. 挑戰性 

11 位園長中有 2位認為，遊戲設備不只要多元，還要能提供幼兒富

挑戰性之遊戲設備。遊戲場規劃的挑戰性，目的是在於提供安全且

進階的挑戰，不僅可以讓一開始使用遊戲設備的幼兒能安全的使

用，也可以提供幼兒進階的挑戰，讓幼兒感覺到使用遊戲設備的時

候，總會有新的挑戰；質言之，增加遊戲設備的挑戰性不僅要能夠

符合安全的規範，也要能提供給不同年齡層的幼兒同時使用，方能

發揮幼兒間彼此鷹架學習的作用。 

5. 合育性 

11 位園長中有 3位認為，遊戲場之規劃應符合幼兒的發展，特別是

遊戲設備的設計方面。11 位園長中有 2 位認為，應提供富教育性之

遊戲設備；亦即遊戲設備除了種類與功能多元外，最好要能提供幼

兒在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均衡發展之教育性功能。因此，要能

夠提供幼兒遊戲安全、多元與挑戰性的遊戲設備，除了必須結構穩

固之外，也必須是能夠符合幼兒身體的發展，同時亦能夠讓幼兒彼

此互動或獨立思考，方能讓遊戲場規劃不致淪為動作技能的訓練場

所而已。此外，遊戲設備間的平衡亦是達成合育性的方法，亦即購

置遊戲設備不要只偏重訓練幼兒動作技能的遊戲設備，而是應該均



衡的購置能培養幼兒認知、情意與技能三方面能力的遊戲設備。 

6. 美觀性 

11 位園長中有 1位認為，遊戲場規劃時，在符合使用者的需求下，

應適度重視其美觀，如此幼兒也會比較喜歡到遊戲場遊戲。由於遊

戲設備或其他設施美觀的維持，通常需要固定的維護或建造經費，

因此在建造美觀的遊戲設備時，可能受到經費較大的限制；但就色

彩的維護方面，卻可能可以經由師生一起來完成，定期與幼兒一起

討論色彩，讓遊戲設備或遊戲場感覺起來更加活潑。 

7. 彈性 

11 位園長中，有 1位認為遊戲場的規劃應提供可收納可移動式遊戲

設備的空間。11 位園長中，亦有 1位認為遊戲場的遊戲設備都是固

定式的，因此可以提供可組裝的遊戲設備，以增加幼兒遊戲的樂趣。

然而，對遊戲場的規劃而言，不僅應著重在遊戲設備的彈性上，且

應擴展到遊戲場規劃的其他面向或整體；就空間要素而言，遊戲場

的空間配置要預留以後能夠加以運用的空間，遊戲設備間也要保留

一定的距離，此即為空間上的彈性；就附屬設備要素中的鋪面而言，

可在鋪面上面增加一些線條，便能夠提供幼兒另外一種類型的遊

戲，此及鋪面使用上的彈性；再者，針對人的要素中的行政管理層

面，其中經費的運用也可以在符合法規的範圍內，彈性的運用經費，

讓年度多餘的經費可累積到往後使用，以不至於當遊戲設備真正需

要汰舊換新或遊戲場需要整修經費時，遭遇到當年度經費不足的限

制，此即經費運用上的彈性；最後，針對使用人數的限制，亦是教

師可以自由控制的彈性，讓遊戲場中的幼兒都能夠擁有足夠且容易

與他人產生互動的活動空間。 

8. 趣味性 

11 位園長中，有 1位認為遊戲場的規劃，可以提供一個較空曠的場



地讓幼兒進行追逐遊戲或騎腳踏車，並且遊戲設備在設計上也應該

提供趣味性。然而，趣味性除了可以靠遊戲設備的設計來加以提升

之外，更加可能是由幼兒本身或老師來發動，也就是要從人的要素

中的行政管理層面做起，對遊戲時間的規劃，以及將幼兒於遊戲場

中可以進行的遊戲納入課程討論中，應可有效提升幼兒遊戲時的趣

味性。 

    原本，從與受訪園長訪談中，可得到遊戲場規劃的 10 點原則，

亦即安全性、經濟性、多元性、挑戰性、合適性、教育性、可收納

性、可組裝性、美觀性以及趣味性，然而，其中合適性是指遊戲場

的規劃需符合幼兒的發展，同於教育性所強調幼兒在認知、情意與

技能三方面的發展，因此將兩原則合併稱為「合育性」；此外，園長

所提出的可組裝性與可收納性，都是指遊戲設備可移動的特性，因

此可合併稱之為「彈性」；故遊戲場規劃需注重安全性、經濟性、多

元性、合育性、挑戰性、彈性、美觀性與趣味性等八點原則。 

二、遊戲場之行政與管理 

關於遊戲場之行政與管理，以下分成「面積之決定」、「規劃步驟」

與「經費來源和管理與維護」三部分，以下將分別先就園長之訪談內

容敘述後討論之。 

（一）面積之決定 

1.訪談內容 

以下將針對訪談大綱的第二題－「園所決定遊戲場面積大小之考

量為何？面積大小為何？」分別將各園長之回答，分別敘述如下： 

（1）A園長：我們其實無權決定遊戲場的大小，一切都是要看學校願意

給我們多大的場地，我們就用這有限的場地。 

（2）B園長：遊戲場面積大小，也是學校給我們一個地方，我們再以遊



戲設備的大小做為最後遊戲場大小的最終考量，關於遊戲

場的面積我也不太清楚。 

（3）C園長：我們遊戲場的規劃其中大概三分之二是綠地和平地，另外

三分之一是遊戲設備，因為我們覺得要讓幼兒多接觸大自

然的事物，對幼兒來講比較好。 

（4）D園長：其實我們沒有決定遊戲場大小的權力，都是由我們提出申

請，再由學校決定要給多大的區域，像我們的遊戲場有兩

邊，一邊是舊的，一邊是新的，兩個遊戲場中間隔著小學

的教學大樓，本來我們有跟學校反應過，是不是可以拆

除，這樣我們兩邊的遊戲場的動線會比較順暢，但是請建

築師和設計師來評估過後他們都認為拆除會影響整棟大

樓的安全性，所以只能維持現狀；關於遊戲場詳細的面積

我也不清楚。 

（5）E園長：我來到這邊的時候遊戲場就已經蓋好了，但是我們學校附

幼的遊戲場都是學校決定的，所以這方面我們就沒有參

與。 

（6）F園長：遊戲場面積大小事當初就由建築師統一規劃，所以我們並

沒有參與，也不太清楚面積大小。 

（7）G園長：遊戲場的決定我們都沒有參與，所以我也不知道他面積大

小是多少。 

（8）H園長：遊戲場的大小是一開始學校就已經決定了，所以我們這一

方面我們並沒有參與，遊戲場面積的大小其實我也不是很

清楚。 

（9）I園長：當初是校方規劃好的，所以我也不清楚面積多大。 

（10）J園長：當初是學校說要給我們這塊空地當作遊戲場的，所以我

們就只能接受了。面積的話大概是 620 平方公尺。 



（11）K園長：這我就不太清楚了。 

 2.小結：公立幼稚園 11 所中有 10 所，對於其遊戲場面積大小無參與

或決定權，皆為校方決定給予之空間大小；其中僅有 1所獨

立之公立幼稚園對其幼稚園遊戲場有決定權，且將其遊戲場

中，約三分之二規劃為綠地和平地，另外三分之一則是遊戲

設備的使用空間。另外，11 幼稚園中，僅有 1所擁有幼稚園

遊戲場面積大小之檔案。 

（二）規劃步驟 

      關於遊戲場規劃的步驟，各園長之訪談內容已於第一題訪談內容

敘述中列出，因此以下將就訪談之內容整理之。11 位園長中有 7位於

訪談中提及遊戲場之規劃步驟，因此以下茲就園長所提及之遊戲場規

劃步驟，說明如下： 

   1.10 萬塊以上之設備或器材，公開招標由廠商先將企畫書及其金額

等明細給學校看過，開會審核。 

2.通過後，由幼稚園、國小部的總務處與設計師共同討論幼稚園遊

戲場規劃之需求，並請設計師畫好設計圖。 

3.針對設計好之設計圖反覆進行討論，直至定案。 

4.定案後，由設計師請廠商製作設計好之遊戲設備，如為組合式遊

戲設備，為各部分分開製作，製作好再拿到現場組裝。 

5.由總務處與園長進行監工與驗收。 

（三）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關於經費來源和管理與維護兩部分之問題，由於關係較密切，因

此以下將針對 11 位園長針對訪談大綱中第五與第六題之回答，一併

陳述如下，再分開討論之。 

 



1.訪談內容 

（1）A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

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有，工友一學期會來維護兩次，平常檢核的工作就由老師輪流進 

行；維護經費是否夠用則是要看遊戲設備破損的程度，以及學校年 

度預算的分配。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很少發生意外傷害，一學期大概兩、三件，而且都不是使用遊戲設

備時受傷或從遊戲設備上墜落受傷，一般受傷的情形都是幼兒在遊

戲場奔跑的時候相撞或跌倒擦傷。 

（2）B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檢

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我們都有輪值老師，每天都會針對遊戲設備，用我們的檢核表對 

遊戲設備進行檢核，如果有發現遊戲設備有損壞、油漆剝落或鏽 

蝕，會通知工友來修繕，若損壞太嚴重的話，而且在遊戲設備保

固期內的話，就會請廠商免費來幫我們更換或修理。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我們遊戲場發生受傷的情形很少見，我們沒有詳細的統計數字。 

意外發生的類型都是幼兒在遊戲場跑的時候相撞，或是跌倒擦 

傷，在遊戲設備上受傷的情形倒是沒發生過。 

（3）C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 



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有，我們每天都會有輪值的老師對遊戲設備做檢查，如果有損壞 

就會請警衛或工友幫忙修理。檢核的項目就是根據台北市政府教 

育局給我們的檢核表。經費都是很夠用的。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我們沒有詳細的統計數字，受傷的情形很少見，因為在遊戲場遊 

戲之前，老師都會先跟小朋友說使用遊戲設備的規則與應該遵守 

的事項；所以在遊戲設備上受傷的事件幾乎沒有，都是在下面跑 

的時候受傷或是跌倒擦傷比較多。 

（4）D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

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遊戲場的檢核是由我們幼稚園的輪值老師用我們設計的檢核表一

個禮拜檢核一次，若發現有損壞的地方就會通知總務處或工友，

沒有辦法修的時候才會請廠商，我們廠商對這個新的遊戲設備有

提供一年的保固期，關於維護經費基本上都是夠用的。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其實現在遊戲設備都做得很安全，在遊戲設備上面受傷的情形， 

從我到這間學校以來好像沒有碰過，倒是小朋友在遊戲設備下面 

跑來跑去互相撞到或是自己不小心跌倒受傷的情形反而比較多， 

統計數字好像沒有。 

（5）E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 

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我們每個月都會由我們的輪值老師對遊戲場做檢查，檢核的那些

項目就是依照台北市政府教育局給的檢核表再從中刪除一些我們

沒有的項目來進行檢核，維護的經費大致上來說是夠用的。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我們遊戲場受傷的情形很少耶！大部分都是小朋友相撞或是跌倒

受傷比較多，在遊戲設備上受傷的倒是沒有，但是我們沒有這方

面的統計資料。 

（6）F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 

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我們每個月都會由老師對遊戲設備進行檢查，去遊戲場遊戲的老

師也會幫忙注意一下；檢核的項目我們都是使用教育局給的那個

檢核表再做一些修正；遊戲設備很少壞掉所以經費上是夠用的。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幼兒很少在遊戲設備上面玩的時候受傷，大部分都是跌倒受傷的 

比較多，我們也沒有對受傷次數進行統計，除非比較嚴重的，受 

傷比較嚴重的才會送到護士阿姨那邊他們會記錄。 

（7）G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 

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我們都是用教育局給的那個檢核表再從中刪除一些我們學校沒有

的遊戲器材；輪值的老師每個月會檢查一次。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在遊戲設備上面受傷的情形很少，因為我們老師在小朋友遊戲之

前都會給他們一些指導，教他們要遵守什麼規則；所以在遊戲設

備上面受傷的情形很少，大部分都是在下面跑的時候撞倒或是自

己跌倒受傷的比較多；至於詳細的受傷數字我也不是很清楚，我

們也沒有做這方面的統計。 

（8）H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 

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我們有一個檢核的表格，每一個月都由我們幼稚園設備組的老師 

檢查一次，看看零件有沒有鬆脫，或那個地方有沒有壞掉，如果 

有壞掉的地方，小零件或小東西的維修經費是由我們幼稚園來 

出，比較大東西或零件的更換或維修則是由總務處來出。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小朋友在遊戲設備上面受傷的情形很少耶！從我來這裡開始到現 

在好像還沒有遇到過，比較多的是小朋友在下面跑相撞或是跌倒 

受傷的情形比較多；但是我們這邊沒有詳細的統計數字。 

（9）I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其 

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都是由國小那邊負責大概半年會作一次大總檢，我們老師帶小朋

友去玩的時候也會順便看看有沒有壞掉。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意

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就我所知發生比較嚴重的遊戲設備的傷害，就是有一個小朋友玩 

溜滑梯的時候可能是姿勢不對溜下來去撞到頭有縫了幾針，其他 



沒有什麼在遊戲設備受傷的例子，比較多的是小朋友在遊戲設備 

下面奔跑或跌倒受傷的比較多。 

（10）J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

其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大部分都是由總務處那邊負責，大概半年會來檢查一次，大筆的

錢就是由學校預算來支出，比較小項目的錢就是由我們幼稚園的

設備費來支出。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

意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有發生過一次比較嚴重的意外，是小朋友從遊戲設備上面掉下

來，結果有骨折，但是那個遊戲設備的高度沒有很高，大概五、

六十公分而已，我想大概是姿勢不對或是被推下去的吧，其它大

部分都是在下面奔跑的時候撞倒或是跌倒擦傷的比較多。 

（11）K園所經費來源與管理維護情形 

A.園所是否有遊戲設備或遊戲場定期管理維護檢核措施或人員？

其檢核項目為何？遊戲場維護經費是否夠用？ 

      檢核都是由國小總務處那邊負責的，大概每個月會來檢查一次。 

B.遊戲場中發生意外傷害的情形如何？是否有統計數字？發生的

意外類型為何？意外傷害發生頻率最高的遊戲設備為何？ 

      沒有什麼在遊戲設備上發生的意外耶，大部分都是在下面跑的時

候相撞或是跌倒受傷比較多。 

2.小結： 

（1）經費來源部分 

由於經費來源之問題，回答之園長較少，11 位園長中僅有 4位針 



對此部分回答，因此根據訪談之結果，得到關於幼稚園遊戲場的經費

來源主要有四： 

A.學校年度預算 

E 園長於訪談中提到：「學校年度預算基本上為專款專用，如果 

該年度沒用完的話就會回到國庫，雖然會再回到學校來，但是 

那筆錢就是學校可以自由運用的，所以要看校長對幼稚園的支 

持程度，以及國小部的需求情況，如果國小部較需要經費，幼 

稚園可能就爭取不到經費。」 

B.幼稚園設備費 

E 園長於訪談中提到：「幼稚園遊戲場經費除了學校年度預算之

外，第二個來源就是幼兒註冊費裡面收的設備費，為每個人每

月 305 元，但是這筆設備費包括一切文具、器材或消耗品的費

用。」 

C.教育局設備費 

       H 園長於訪談中提到：「教育局給學校的設備費其實是國小和幼

稚園一起給的，這筆錢由學校會計掌管，會計有權力將這筆錢

全部用在國小部，這筆錢是依照班級數給予，一班約一萬塊。」 

D.家長會 

       一般來說，家長會給予幼稚園經費上的補助的情況是比較少

的，因為他們的孩子待在幼稚園只有兩年的時間，因此家長較

不願意給予幼稚園經費上的幫助，但 B 園長曾提到：「由於家長

會長是做建築的，因為有家長會的幫忙讓我們省了不少錢。」 

（2）管理與維護部分 

在遊戲場維護，11 所幼稚園皆使用台北市政府教育局所統一

給予的檢核表，再針對園所之現況對表格進行修改。在遊戲場之



維護週期方面，每天檢核一次者有 2所；每個禮拜檢核一次 2所；

每個月檢核一次者 5 所；每學期檢核一次者 2所；其中有 9所有

將檢核表及檢核結果建檔。關於維護的經費，若是小零件或小地

方壞掉，則由幼稚園設備費支出；若壞掉之部分較大，則由學校

方面支出；若在遊戲設備之保固期內，則由廠商作免費的維修與

更換，因此幼稚園在維護上的經費皆表示足夠。 

關於遊戲場受傷情形，發生於遊戲設備上的據 11 所園長表示 

幾乎沒有，且受傷之類型大多以在遊戲場中奔跑時跌倒或相撞受 

傷佔絕大多數；關於受傷情形之統計數據，幼稚園則皆無建檔。 

第二節 遊戲場規劃現況 

遊戲場規劃之現況，經本研究之發現，將之分成「空間要素」、「遊

戲設備要素」與「附屬設施要素」三大部分，採先敘述後討論方式，分

別將之說明如下： 

一、遊戲場空間要素之現況與討論 

    遊戲場之空間要素，包括地形與地貌、面積、空間型態、空間分區

與空間密度五個部分，以下將就這五個部分析論之。 

（一）遊戲場地形與地貌規劃現況與討論 

1.遊戲場地形與地貌現況 

（1）不同地形遊戲場之比例 

不同的公立幼稚園所在區域不同，因此各幼稚園所在的地

形與所呈現的地貌亦有所不同，就地形方面來說可分成平地、

緩坡地與陡坡地三種地形，對於緩坡地與陡坡地之區分，是依

據坡地的高度與長度比例，高度較長度長者的上升地形，其上

升角度大於 45 度，稱之為陡坡地；反之，小於 45 度者則稱之



為緩坡地。68 所幼稚園中有 92.6％（63 所）的遊戲場屬於完

全的平地地形，圖 4-1 為地形平坦的平地遊戲場，可供幼兒盡

情的在遊戲場中奔跑。 

 

圖 4-1 平地遊戲場－可供幼兒盡情的奔跑 

 

圖 4-2 平地與緩坡地兼具之遊戲場－提供幼兒適度的挑戰性 

（2）不同地形之遊戲場規劃特色 

另外 5所遊戲場中，有 2所屬於平地與緩坡地兩種地形兼具



之遊戲場，如圖 4-2，在緩坡地上，利用其地形設置網狀攀爬架與

滑梯，其中攀爬設備可提供幼兒在遊戲上的挑戰性，滑梯則可提

供幼兒遊戲時的速度感。 

 

圖 4-3 平地與陡坡地兼具之遊戲場－提供幼兒遊戲時的速度感 

圖 4-3為 3所平地與陡坡兩種地形兼具之遊戲場的其中1所，

由於幼稚園位於山區，因此溜滑梯便沿著地形而興建，其滑梯之

長度與坡度，可提供幼兒遊戲時的速度感與刺激感。然而，在平

地與坡地地形兼具的遊戲場中，皆可見其利用地形而規劃出獨具

特色之遊戲設備，為幼兒提供不同的遊戲經驗。 

（3）不同地貌之遊戲場規劃特色 

就遊戲場之地貌而言，有的遊戲場樹木較為稀少，有的較密

集，有些則無；有的樹木較集中，有些較分散。無樹木之遊戲場，

可提供寬敞的遊戲空間，讓遊戲設備之擺置與鋪面之鋪設不受到

樹木的限制。樹木較為稀少且分散之遊戲場，除了設置一般遊戲

設備之外，亦有遊戲場會設置如圖 4-4 之樹屋，增進幼兒的自然

體驗。樹木較多且集中之遊戲場，則設置許多不同類型之遊戲設



備，如圖 4-5 中，利用多且密集的樹木，於樹木上設置有提供幼

兒充分刺激感、速度感與暈眩感，可 360 度擺盪之鞦韆與可供幼

兒休憩之樹床，讓遊戲場之規劃獨具特色。 

 

圖 4-4 樹木稀少之遊戲場－可提供幼兒不同自然體驗的樹屋 

 

圖 4-5 樹木多且密集之遊戲場－可提供幼兒不同遊戲經驗的樹床與 

鞦韆 



2.遊戲場地形與地貌討論 

（1）不同地形遊戲場之比例是否相同 

     遊戲場之地形有三種類型，第一種為完全平地地形之遊戲

場，第二種為平地與緩坡地地形兼具之遊戲場，第三種為平地與

陡坡地兼具之遊戲場。為瞭解三種地形的幼稚園數量是否有顯著

差異，以下將進行卡方適合度考驗，其結果如表 4-2-1。 

表4-1 遊戲場地形之卡方適合度考驗摘要表 

項  目 平  地 平地與緩坡地 平地與陡坡地 df χ2 

數  量 63 2 3 2 107.67
＊＊

百分比 92.6 2.9 4.4 

＊＊p < .01 

    由表 4-1 可知，由於χ2
(2,N=68)=107.67，達非常顯著，因此

不同地形遊戲場之比例有顯著差異，且平地遊戲場之數量多於其他

兩種類型之遊戲場。 

（2）不同地貌之遊戲場與遊戲設備 

   遊戲場的地貌，大致可分成「無樹木」、「樹木稀少」與「樹木

密集」三種類型之遊戲場，其中樹木稀少與密集之遊戲場，可利用

樹木於其樹蔭下設置遊戲設備，讓遊戲設備不至於因陽光的曝曬而

過熱，不利於幼兒的遊戲；然而，對無樹木之遊戲場而言，由於遊

戲設備無樹蔭可提供遮蔽，因此宜採用較不易吸熱之遊戲設備材

質，亦可設置遮陽設備，如圖 4-6，來遮蔽太陽，以避免遊戲設備

過熱而不適合幼兒遊戲。 



 

圖 4-6 百齡國小附幼色彩活潑的遮陽設備 

（3）不同地形與地貌之遊戲場是否適合鋪面的設置 

遊戲場的地形可分成平地、緩坡地與陡坡地；就平地而言，由於 

沒有地形上的起伏，因此較利於各種鋪面之鋪設。就緩坡地而言，2

所擁有緩坡地地形之遊戲場，其中 1所的緩坡地為草地、另 1所則鋪

設橡膠墊，然而，由於坡度較陡之地形，容易因大雨的沖刷造成鋪面

的滑動，因此屬於多雨地區的台北市，其幼稚園遊戲場中的緩坡地與

陡坡地較不適合橡膠墊之設置；另外，於緩坡地設置鋪面，除了需考

慮坡度外，尚且需考慮遊戲場之樹木密集程度，若為樹木較多且密集

之遊戲場，於其下設置之鋪面容易遭樹根翻起，容易有安全上的顧慮。 

  （4）遊戲場坡地地形的利用 

就陡坡地而言，3所兼具平地與陡坡地之遊戲場，皆能利用陡坡

地地形設置遊戲設備，如滑梯與大片攀岩牆（如圖 4-7），為充分利

用坡地地形之範例；然而除了滑梯與攀岩牆的設置外，亦可考慮設



置其它遊戲設備，如圖 4-2 之網狀攀爬架；亦可於坡地上設置不同

類型的靜態遊戲設備，不僅能夠讓陡坡地地形遊戲場之遊戲設備更

多樣，也能夠將坡地地形做較好的規劃使用。另外，遊戲場之地形

多為純粹之平地地形；平地與緩坡地或平地與陡坡地兩種類型之遊

戲場數量較少，且由於坡地地形的運用與平地地形不同，坡地地形

可利用斜坡的坡度，設置適合地形之攀爬設備或滑梯，不需要如同

平地遊戲場般需將遊戲設備以支架撐高，即能同時提供幼兒進行向

上與向下的遊戲活動，然而，大多數擁有坡地地形之遊戲場僅單純

設置可向上或向下運動之遊戲設備，因此可更進一步思考如何利用

地形，於緩坡地或陡坡地面規劃同時可供幼兒進行向上與向下運動

的遊戲設備，並於坡地下的平地設置一些不同類型的遊戲設備，例

如可設置「水平」運動的水平攀爬架，如此不僅可以充分利用遊戲

場之地形豐富遊戲設備之多元性，也可將在此兩種地形上的遊戲活

動連接起來，讓幼兒能在兩種地形中持續的進行遊戲，增進遊戲場

的「統整性」。 

 

圖 4-7 於陡坡地設置之攀岩牆 

 



（二）遊戲場面積現況與討論 

1.遊戲場面積現況 

根據本研究蒐集而得之面積資料，首先將各遊戲場面積之次數分

配與偏態，呈現如圖 4-8。並以 SPSS 14.0 求得台北市 68 所公立幼稚

園遊戲場之平均面積為 484.29m
2
，標準差為 395.70 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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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受訪之公立幼稚園遊戲場面積次數分配圖 

此外，由圖 4-9 可知，68 所公立幼稚園遊戲場的面積大多集中在

平均數上下一個標準差內，亦即有 60 所公立幼稚園遊戲場的面積介

於約 100 m
2
～900 m

2
，佔了 68 所公立幼稚園的約 88％，進一步根據



母體比率區間估計之結果，以瞭解有多少台北市公立幼稚園的面積介

於此一區間內，所得之母體比率的區間為 0.803～0.957，因此在.05

顯著水準下，台北市公立幼稚園遊戲場中，至少有 108 所的面積介於

100 m
2
～900 m

2
之間。而其中較接近平均數之遊戲場規模如圖 4-2-10。

然而，遊戲場面積最大者為 2417.39 m
2
，如圖 4-2-11，約為平均數的

5 倍；最小者為 75.5 m
2
，約為平均面積的 6分之 1。 

在 68 所幼稚園遊戲場中，其中有 22 所（32.4％）遊戲場其面積

大於平均數，另外 46 所（67.6％）遊戲場其面積小於平均數，關於

各行政區遊戲場面積分佈情形詳見附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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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台北市公立幼稚園遊戲場面積常態分配圖 



 

圖 4-10 接近平均數之遊戲場規模舉隅 

 

圖 4-11 規模最大之遊戲場舉隅 

2.遊戲場面積討論 

     若單純針對遊戲場面積討論，其意義性有限，因為遊戲場是

提供幼兒遊戲的場所，因此必須與幼稚園班級數一起討論，以瞭

解不同班級數的幼稚園其遊戲場面積是否相同？據此進行統計分



析如表 4-2。 

表4-2 不同班級數的公立幼稚園在遊戲場面積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項  目 個數 平均面積 標準差 F 值 

1 班 3 269.17 71.10 2.02 

2 班 16 376.41 340.59 

3 班 21 414.03 209.21 

4 班 12 588.91 439.91 

5 班 10 519.46 344.72 

6 班 3 1092.13 1174.52 

7 班以上 3 623 291.21 

總和 68 484.29 395.70  

＊p＜.05 

由表 4-2 可知，由於 F（6,67）＝2.02，p=.077，在.05 顯著

水準下未達顯著，因此不同班級數之公立幼稚園遊戲場其面積並無

顯著差異，其決定係數（R 2
）值與關連強度指數（ω

2
）值為分別為

16.6％與 8.4％，故班級數此一變項對遊戲場面積之解釋變異量很

小，其兩者間之關係亦屬微弱。 

    根據以上之統計結果進一步討論之，不同班級數之幼稚園其遊

戲場面積間並無顯著差異，在面積相同的條件下，代表了班級數較

少的幼稚園其幼兒可以有更多使用遊戲場的機會；而班級數較多的

幼稚園，其不同班級之間必須輪流使用。 

總而言之，單純就遊戲場的面積而言，面積越大代表著幼兒有

更多的遊戲空間；面積越小，則幼兒之遊戲空間越有限；然而，不

論面積之大小，皆需視其同時使用人數的多寡、提供的遊戲設備與



遊戲經驗是否多元、鋪面是否安全、開放遊戲空間是否夠大以及所

提供的可移動式遊戲設備是否充足，才能夠充分反映出其遊戲場面

積大小的意義。 

（三）遊戲場空間型態之現況與討論 

1.遊戲場空間型態之現況 

經本研究之發現，不同遊戲場其空間型態也不同，因此在探討不同

遊戲場之空間分區前，必須先針對遊戲場空間型態作一介紹，以瞭解不

同空間型態對空間分區是否有所影響。本研究將 68 所幼稚園遊戲場之

空間型態進行分類，分別以注音符號將之大別為六種類型說明如下： 

（1）一型 

此種類型之遊戲場，屬於較狹長型之遊戲場，遊戲場之 

長度通常是寬度的 4、5倍，如圖 4-12。 

        

圖 4-12 一型遊戲場               圖 4-13 ㄖ型遊戲場 

（2）ㄖ型 

ㄖ型遊戲場，其實為一方型的遊戲場，其長度通常是寬度的 1

～3倍，如圖 4-13。 

 



（3）ㄏ型 

ㄏ型遊戲場，其遊戲場為沿著教室建築而呈現ㄏ型。 

（4）ㄒ型 

此類型之遊戲場，為兩個一字型遊戲場之結合，空間上通常

較一字型、ㄖ型與ㄏ型遊戲場來得大。 

（5）ㄣ型 

ㄣ字型遊戲場，為沿著教室建築物或小學之圍牆而成型，遊

戲場中之廊柱較多。 

（6）ㄇ型 

沿著學校建築或幼稚園教室周圍，由三個一型之空間構成ㄇ

型。 

幼稚園遊戲場的空間型態，除了以上六種類型之外，尚有不能歸類

為此六種類型之「分散型」，由於此種類型遊戲場之空間型態較為分散，

故名為「分散型」，雖然此種空間型態之遊戲場並非連續構成遊戲場之

空間，但其實是以上六種空間型態的任意組和，只是位置分散於校園各

處。 

另外，由表 4-3 可知，ㄖ型遊戲場之數量最多，佔了 68 所幼稚園

遊戲場中的 33.8％（23 所）；一型遊戲場次之，有 19 所屬與此類型，

佔了全部遊戲場的 27.9％（19 所）；分散型的遊戲場數量居於第三，佔

了全部的 16.2％(11 所)；ㄏ型遊戲場之 11.8％（8所）則居於第四；

ㄇ型遊戲場之 4.4％（3所）為第五；ㄒ型與ㄣ型遊戲場之 2.9％（2所）

則是數最少之遊戲場類型。 

 

 

 



表4-3 遊戲場空間型態示例 

空間型態 代表學校 校數/

百分比 

累積百

分比 

一型 

 

A01、A02、A04、B02、C03、C04、C05、D02、

E03、E04、F02、F05、G04、G05、H04、H05、

H07、J07、L04 

19/ 

27.9％ 

27.9％ 

ㄖ型 

 

B03、C01、D06、E01、E02、F03、G01、G03、

G06、H03、I01、I02、I03、J04、K01、K02、

K07、K08、L03、H08、J01、K03、K04 

23/ 

33.8％ 

61.7％ 

ㄏ型 

 

A03、C02、D04、H06、J06、K06、L01、L06 8/ 

11.8％ 

73.5％ 

ㄒ型 

 

L02、F01 2/ 

2.9％ 

76.4％ 

ㄣ型 

 

G02、H01 2/ 

2.9％ 

79.3％ 

ㄇ型 

 

D03、F04、L05 3/ 

4.4％ 

83.7％ 

分散型 B01、D01、H02、J02、J03、K05、D05、H09、

J05、K09、L07 

11/ 

16.2％ 

100％ 

2.遊戲場空間型態之現況討論 

     由於成人的督導是確保幼兒遊戲安全的重要因素，加以，不同遊

戲場具有不同的空間型態，因此遊戲場空間型態的不同是否會對成人

的督導產生影響？以下將針對空間型態與成人督導的關係說明並討論

之。 

原則上，最利於教師督導的遊戲場空間型態為「無轉折」之空間



型態，屬於此空間型態的有一型與ㄖ型遊戲場；較不利於成人督導的

空間型態為有「一處以上轉折」之遊戲場，屬於此空間型態的有ㄏ型、

ㄒ型、ㄣ型與ㄇ型遊戲場。 

就一型之遊戲場而言，最利於教師督導幼兒遊戲的位置，為遊戲

場之中間位置，但是如果一型遊戲場之長度較長，中間位置亦較不利

於教師的督導，因此宜從遊戲設備的配置著手，將較大型之組合式遊

戲設備盡量配置於中間與最靠遊戲場盡頭的兩側，如此一來便較不會

因為被組合式遊戲設備擋住視線，造成視覺上的死角。ㄖ型遊戲場由

於不像一型遊戲場之長度較長，因此較利於成人之督導，然而，不同

於一型遊戲場之處在於，ㄖ型遊戲場四個邊的中點卻不是利於成人督

導之處，而以四個角落為最佳的督導地點，是因為若成人處於四邊中

點其所要督導的範圍近乎 180 度的視角，若處於角落則視角可縮小為

小於或等於 90 度，當遊戲場中有兩個成人時，督導之位置以對角為最

適合，但仍須注意以視線不被擋住為宜。 

    就ㄏ型遊戲場之督導位置而言，由於ㄏ型遊戲場有一轉折處，因此

當遊戲場中只有一位成人時，較佳之督導位置為轉折處，如此可同時注

意到兩側之幼兒遊戲情形，但仍需配合遊戲設備與空間分區之配置；然

而，當ㄏ型遊戲場中有兩位成人同時督導時，較佳之督導地點，宜為ㄏ

型兩側之末端，但仍應考量視線是否被障礙物擋住。ㄒ型遊戲場與ㄏ型

遊戲場雖然同具有一轉折處，但是當遊戲場中有一位成人時，成人於轉

折處督導時所需注意的視線較廣（180 度），若成人於三個角落之其中一

處進行督導時，雖然視線可縮小至 90 度，但是便無法同時注意到於另

外兩處遊戲之幼兒，故ㄒ型遊戲場之角落不宜作為成人之督導處，因此

亦以空間型態之轉折處為較佳之督導位置；但若遊戲場中有兩位成人

時，則以ㄒ型中兩個一型之末端為較佳之督導位置。 



    ㄣ型與ㄇ型皆有兩個轉折處，因此當遊戲場中只有一位成人時，無

法同時督導到全部幼兒的遊戲安全，雖然可加以限制幼兒不能於其中一

個一型區域中遊戲，以增加成人督導之方便，但為了要給予幼兒充分的

遊戲機會，在不加以限制幼兒遊戲的範圍之下，可針對三個一型空間之

遊戲設備或空間分區加以規劃，將其中一個一型區域配置較無危險或較

靜態之遊戲設備或空間分區，讓一位成人能專心督導在另外兩個一型空

間中的幼兒；然而，若有兩位成人時，則以兩個轉折處為較佳之督導位

置。分散型的遊戲場其督導原則需視其包含哪些類型之空間型態，而選

擇較佳之成人督導位置，然而，此類型之遊戲場若同時讓幼兒於不同空 

間遊戲時，較不利於一位成人之督導。 

（四）遊戲場空間分區現況與討論 

1.遊戲場空間分區現況 

遊戲場之空間分區，可分成無動力遊戲設備區、開放遊戲空間

區、連結區、自然與創作遊戲區。無動力遊戲設備區，是由靜態、動

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跳落區、使用區與緩衝區所共同構成，如圖

4-14。關於無動力遊戲設備區中的遊戲設備部分將在稍後討論，在此

先就空間規劃部分，亦即跳落區、使用區與緩衝區分別說明如下： 



 

圖 4-14 無動力遊戲設備區 

（1）無動力遊戲設備區 

A.使用區 

使用區是指遊戲設備本體結構往外延伸之距離；本研究將

遊戲設備使用距離符合 CPSC 標準之程度，分成「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與「無符合」，並將之摘要如表 4-4。由表 4-4

可知，靜態遊戲設備全部符合使用區之標準者有 19 座，全部

符合使用區標準之靜態遊戲設備，其四周應多出約 3 塊半的 

50cm×50cm 之橡膠墊，如圖 4-15。 



 

圖 4-15 全部符合使用區標準之靜態遊戲設備 

動態遊戲設備之使用區全部符合者有 6 座，全部符合動態

遊戲設備使用區之標準範圍，亦為自動態遊戲設備四周向外延

伸約 3塊半的 50cm×50cm 橡膠墊，如圖 4-16。 



 

圖 4-16 全部符合使用區標準之動態遊戲設備 

組合式遊戲則無全部符合者，因此，就符合使用區之標準

來看，靜態遊戲設備達到標準的數量較動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

為多。部分符合使用區之規定者，靜態遊戲設備有 205 座，動

態遊戲設備有 102 座，組合式遊戲設備則有 143 座。只有 2 座

組合式遊戲設備完全沒有符合使用區之標準。總而言之，有 450

座遊戲設備的使用區為部分符合，佔全部遊戲設備的 94.3％。 

B.緩衝區 

           由於遊戲設備之緩衝區為各遊戲設備之使用區向外延伸

1.8m 之範圍，所佔面積較大，因此遊戲設備之緩衝區沒有「全

部符合」者；「部分符合」者的數量亦較使用區少，由使用區的

450 座減少為 351 座；「無符合」者的數量亦由使用區的 2 座增 

加為 126 座。 

 

 



表4-4 使用區與緩衝區摘要表 

區域 

 

遊戲 

設備 

使用區 緩衝區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無符合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無符合 

靜態遊戲

設備 
19 205 0 0 181 43 

動態遊戲

設備 
6 102 0 0 78 30 

組合式遊

戲設備 
0 143 2 0 92 53 

總計 25 450 2 0 351 126 

C.跳落區 

遊戲設備中，有跳落危險者為具有開放結構的遊戲設備。在靜

態遊戲設備中，較有跳落危險的遊戲設備為滑梯、攀爬設備；

動態遊戲設備則屬鞦韆與旋轉架；在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各單元

中，亦以滑梯、攀爬設備與鞦韆最具跳落之危險；關於遊戲設

備之跳落高度，在滑梯中，最高者為 160 公分，其下之橡膠鋪

面厚度為 3.5 公分，合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所訂定之 2.4 公分

之安全地墊最大跳落高度為 160 公分的標準；攀爬設備中，以

靜態遊戲設備之垂直攀爬架高度為最高，最高者為 200 公分，

皆符合但由於幼兒無法站立於垂直攀爬架之頂端亦無法跨越，

因此其跳落高度應扣掉幼兒之身長或腰身以下之高度，所以實

際之跳落高度約在 160 公分以下，加以其下有厚達 3 公分之橡

膠鋪面，因此亦合於上述之標準。  

 



（2）開放遊戲空間區 

開放遊戲空間區中，無遊戲設備之設置，為可供幼兒進行一

切具規則與不具規則性遊戲之空間，如圖 4-17。開闊的開放空間

區，可提供幼兒在其中盡情的奔跑，並發洩多餘的精力。嚴格來

說，開放遊戲空間區為扣掉遊戲設備及其使用區和緩衝區後，所

剩餘之開放且無障礙空間，因此並非所有遊戲場皆有開放遊戲

空間區。  

 

圖 4-17 開放遊戲空間區 

（3）連結區 

連結區為連接教室與遊戲場之區域。遊戲場與教室間連結區之型

態，有的連結區與教室是直接連結，遊戲場與教室間之連結區無任何

高低起伏或階梯等障礙，可讓幼兒可以直接進入遊戲場中遊戲，如圖

4-18 ，本研究稱之為無障礙連結區。有的遊戲場，雖與教室有門可互

通，但不若無障礙連結區可直接進入遊戲場，其教室與遊戲場間需通

過走廊，並由階梯做連結，本研究稱之為「階梯式連結區」，如圖 4-19；



此外，另有一種連結區，從幼稚園教室到遊戲場需經過建築物之走廊

與階梯，通常需由教師將幼兒整隊好後才一起帶到遊戲場中遊戲，大

多數連結區屬此類，如圖 4-20，由於此連結區之型態較前兩者迂迴，

因此本研究暫且稱之為「迂迴式連結區」。 

 

圖 4-18 無障礙連結區 

 

圖 4-2-19 階梯式連結區 



 

圖 4-2-20 迂迴式連結區 

屬於無障礙式連結區的遊戲場共計有 19 所，佔全部的 27.9％；階

梯式連結區有 16 所，佔全部的 23.5％；迂迴式連結區有 33 所，佔全部

的 48.5％。 

（4）自然與創作遊戲區 

自然與創作遊戲區則包括了動、植物區、沙坑、戲水池與彩繪設

備。動物區可讓幼兒飼養動物並觀察動物的生活形態，為遊戲場提供

認知性的活動，如圖 4-21 為動物飼養區；圖 4-22 為植物區，可提供

幼兒親自栽種植物、觀察與紀錄植物的生長，亦可為遊戲場提供認知

性的活動；圖 4-23 的沙坑則可提供幼兒進行創造性與建構性活動；

圖 4-24 為戲水池，所提供的自然元素為水元素，可讓幼兒從事不同

於其他遊戲設備所能提供的遊戲類型；最後，圖 4-25 為彩繪設施中

的塗鴉牆，可提供大片的塗鴉空間，讓幼兒盡情的發揮創意。68 所幼

稚園中，擁有此空間分區的遊戲場有 20 所，其中有 15 所幼稚園遊戲

場中有設置沙坑；有 8所幼稚園遊戲場中設置戲水池；2 所幼稚園遊

戲場設置有彩繪設施。 



 

圖 4-21 動物飼養區 

 

圖 4-22 植物區 

由於每間幼稚園之地形、地貌、空間大小與空間型態皆不盡相同，

其空間分區亦有所不同，關於各幼稚園遊戲場之空間分區請參見附錄六

-遊戲場空間分區一覽表；其中四個空間分區兼具之遊戲場有 15 所，佔

全部遊戲場之 22.1％；無動力遊戲設備區、開放遊戲空間區與連結區兼



具者有 34 所，佔全部遊戲場的 50％；無動力遊戲設備區、連結區和自

然與創作遊戲區兼具者有 5所，佔全部幼稚園的 7.4％；另外，無動力 

遊戲設備區與連結區兼具者有 14 所，佔全部幼稚園中的 20.6％。 

 

圖 4-23 沙坑 

 

圖 4-24 戲水池 



 

圖 4-25 彩繪設施-塗鴉牆 

2.遊戲場空間分區討論 

（1）使用區、緩衝區與遊戲設備之關係 

     由表 4-4 可瞭解不同遊戲設備其使用區與緩衝區符合程度的概

況，然而，可再進一步討論兩者與遊戲設備之類型是否有關，因此以

下將進行卡方獨立性考驗，如表 4-5。 

 

 

 

 

 

 

 

 

 

 



表4-5 使用區與遊戲設備類型之卡方檢定摘要表 

項    目 
使用區 

總計 χ2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無符合

靜態遊戲

設備 

個  數 19 205 0 
224 17.16

＊＊

期望值 11.74 211.32 0.94 

動態遊戲

設備 

個  數 6 102 0 
108  

期望值 5.66 101.89 0.45 

組合式遊

戲設備 

個  數 0 143 2 
145  

期望值 7.60 136.79 0.61 

總    計 25 450 2 477  

＊＊p＜.01 

由表 4-5 可知χ2
（4,N=477）＝17.16，p＝.002，達非常顯著，因

此可得遊戲設備之類型與使用區之符合程度有關。知道兩者有關後，

可進一步求其列聯係數值與 Lambada 係數分別為.186 與.008，亦即兩

變項有 18.6％的關聯程度，且當遊戲設備類型未知時，以使用區之符

合程度加以正確預測的百分比則只有 0.8％。 

關於遊戲設備類型與使用區之規定，尚可分成兩部分討論之。第

一、由表 4-5 可發現，遊戲設備的使用區多為「部分符合」，以靜態遊

戲設備中之滑梯為例，滑梯通常只有前後兩側，亦即滑槽與爬梯部分，

是幼兒遊戲時會使用到的空間，因此通常前後兩處之空間皆符合使用

區之規定，然而大多數遊戲場都會將左右兩側之其中一側靠牆壁放置

以節省空間，故大多數遊戲設備皆至少會有一側之空間無法符合使用

區之標準；組合式遊戲設備亦有此現象；就動態遊戲設備中的彈簧搖

椅而言，大多數幼稚園都將其並排擺置（如圖 4-26），兩座彈簧搖椅間



之間距縮小，因而造成彼此使用區的重疊，如此設置可節省遊戲場的

空間，並增加遊戲設備的多元性，但是由於彈簧搖椅在擺盪時都有其

擺盪範圍，因此須注意兩個彈簧搖椅間的距離若小於 7 塊 50cm×50cm

的橡膠墊，幼兒可以誤闖其中，而遭到碰傷。總而言之，不論遊戲設

備的類型為何，在遊戲設備的出口及入口處都應符合使用區之規定，

亦即有 3塊半 50cm×50cm 之橡膠墊，讓幼兒有安全且足夠的活動空間；

另外，若兩遊戲設備之出口或入口處相對，其使用區則應有 7 塊 50cm

×50cm 之橡膠墊。第二、整體來說，將動態遊戲設備與靜態及組合式遊

戲設備相比，絕大部分的動態遊戲設備體積較小，所需的使用空間也

較小，因此較容易符合使用區之規定；另一方面，由表 4-5 可發現，

組合式遊戲設備有 2 座沒有符合使用區之規定，是因為一般來說，組

合式遊戲設備所需要的空間較動態與靜態遊戲設備來得大，加上少數

一型之遊戲場較為狹長，所以組合式遊戲設備沒有符合使用 

區規定之可能性便較其他兩者來得高。 

 

圖 4-26 並排的彈簧搖椅 



    由表4-5可知，使用區符合程度與遊戲設備之類型有關，因此以下

將再進一步探討緩衝區與遊戲設備類型是否有關，如表4-6。由表4-6可

知，χ2
（4,N=477）＝13.77，p＝.001，達非常顯著水準，因此緩衝區

之符合程度與遊戲設備之類型有關。在瞭解兩變項有關後，可進一步求

其列聯係數與Lambada係數（λ）值分別為.168與.04，亦即兩變項有16.8

％的關聯程度，且當遊戲設備類型未知時，以緩衝區之符合程度加以正

確預測的程度只有4％。此外，由表4-6可看出，就緩衝區而言，「部分

符合」的遊戲設備數量較使用區少，「無符合」者也變多了，是由於緩

衝區為使用區向外延伸1.8公尺之範圍，所需之空間較大，對許多空間

型態屬於狹長型之遊戲場來說，無足夠之空間，因此較難符合 

緩衝區之標準。 

表4-6 緩衝區與遊戲設備類型之卡方檢定摘要表 

項    目 
緩衝區 

總計 χ2 
全部符合 部分符合 無符合

靜態遊戲

設備 

個  數 0 181 43 
224 13.77

＊＊

期望值 11.74 164.8 59.2 

動態遊戲

設備 

個  數 0 78 30 
108  

期望值 5.66 79.5 28.5 

組合式遊

戲設備 

個  數 0 92 53 
145  

期望值 7.60 106.7 38.3 

總    計 0 351 123 477  

＊＊p＜.01 

 

 



（2）跳落高度、遊戲設備及鋪面 

68 所幼稚園遊戲場中，遊戲設備與鋪面間之跳落高度皆符合安全

之標準，但仍須注意組合式遊戲設備中，垂直攀爬設備與平台間之距

離，需小於幼兒手臂之長度，以防止幼兒因手抓不到攀爬設備，而以 

危險的姿勢墜落。 

（3）連結區與遊戲場之規劃原則及空間型態之關係 

     經本研究發現將連結區分成無障礙式、階梯式與迂迴式連結區，

就幼兒進入遊戲場的時間而言，以無障礙式連結區為最快，階梯式次

之，迂迴式連結區最慢；其中，由於迂迴式連結區，教室與遊戲場的

距離較遠，因此幼兒進入遊戲場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少數一型、ㄖ型、

ㄏ型、ㄒ型與大部分的ㄣ型、ㄇ型及分散型遊戲場之連結區屬於此種

類型；其中，由於一型、ㄖ型、ㄏ型、ㄒ型、ㄣ型與ㄇ型之遊戲場緊

鄰幼稚園教室，因此可考慮設置無障礙式連結區，以符合幼稚園遊戲

場規劃之近便性，如此將能夠縮短幼兒進入遊戲場的時間，可能亦能 

夠增加幼兒對遊戲場的喜愛。 

（4）自然與創作遊戲區之討論 

     68 所幼稚園遊戲場中，擁有自然與創作遊戲區者有 20 所。沙坑為

自然與創作遊戲區中為數最多之遊戲設備；其次為戲水池；居於第三

者為植物區；再者為彩繪設備；最少者為飼養區。幼兒於自然與創作

遊戲區中所進行之遊戲，較屬於小肌肉或精細動作之遊戲；不同於幼

兒在無動力遊戲設備區與開放遊戲空間區之大肌肉或粗動作遊戲，因

此，自然與創作遊戲空間區，除了可增進幼兒精細動作之發展外，於

沙坑與彩繪設備中可培養幼兒之創意；於飼養區、種植區或生態園中，

可培養幼兒之觀察力與認知能力，因此此區域所提供之遊戲經驗，較

不同於其它分區。其中的沙坑、戲水區（池）、彩繪設備、種植區與



飼養區，所能提供的有沙、水、植物與動物四種自然元素，自然元素 

較多之遊戲場，可讓遊戲場看起來更為豐富與多元。 

（5）空間分區與面積之關係 

     為瞭解空間分區與面積之關係，以下將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

探討，結果呈現如表 4-7。 

表4-7 不同空間分區面積差異情形摘要表 

項    目 個數 平均面積 標準差 F  

 

 

空 

 

間 

 

分 

 

區 

無動力遊戲設備

區與連結區 
14 428.84 340.82 6.35

＊＊ 

無動力遊戲設備

區、開放遊戲空間

區與連結區 

34 380.44 214.84  

無動力遊戲設備

區、連結區及自然

與創作遊戲區 

5 299.30 155.18  

無動力遊戲設備

區、開放遊戲空間

區、連結區及自然

與創作遊戲區 

15 833.08 594.96  

總      計 68 484.29 395.70  

＊＊p＜.01 

由表 4-7 可知，F（3,64）＝6.35，p＝.001，達非常顯著水準，故

可知擁有不同空間分區之遊戲場其面積有顯著差異，且其決定係數（R 

2
）值與關連強度指數（ω2

）值為分別為 22.9％與 19.3％，故空間分

區此一變項對遊戲場面積之解釋變異量較小，然而ω2
大於 16％， 



因此兩者間屬強度關係。 

另外，由於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達顯著後，需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

不同空間分區間的差異情形，以下將以薛費法進行事後比較，其結果

如表 4-8。 

表4-8 不同空間分區面積差異情形之薛費法事後比較摘要表 

空間分區（I） 空間分區（J）
平均面積

差異（I-J）
標準誤 顯著性（p）

無動力遊戲設

備區、開放遊戲

空間區、連結區

及自然與創作

遊戲區 

無動力遊戲設

備區與連結區 
404.24

＊ 
132.08 .032 

無動力遊戲設

備區、開放遊戲

空間區與連結

區 

452.64
＊＊ 

110.17 .002 

無動力遊戲設

備區、連結區及

自然與創作遊

戲區 

533.78
＊ 

183.54 .046 

＊p＜.05  ＊＊p＜.01 

     由表 4-8 可知，擁有不同空間分區之遊戲場中，只有「無動力遊

戲設備區、開放遊戲空間區、連結區及自然與創作遊戲區」之遊戲場

分別與擁有其他空間分區之遊戲場的面積達顯著差異；擁有其他空間

分區之遊戲場彼此間之面積並無顯著差異。由以上的結果可以瞭解，

擁有四種空間分區之遊戲場比起擁有 3 種以下空間分區之遊戲場，需

要多出至少 400m
2
的空間，因此對面積較小之遊戲場來說，必須要妥善

利用或創造出其他可用空間方能增加既有遊戲場之多元性。另一方

面，對於擁有三種空間分區以下之遊戲場，由於其平均面積並無顯著

差異，故具有「無動力遊戲設備區與連結區」此兩種空間分區之遊戲 



場可再考慮增加其他空間分區，以增加幼兒不同的遊戲體驗。 

6.空間型態、空間分區與成人督導 

不同空間型態的遊戲場，隨著其空間分區配置方式的不同，利於成

人督導之程度亦不同。就一型與ㄖ型遊戲場而言，宜將開放空間區規劃

在最靠近督導者之處，讓督導者之視線不致被擋住；其次，無動力遊戲

設備區則宜規劃於同一側靠近圍牆或建築物之處，在ㄖ型遊戲場中，則

應規劃在較靠近督導者之角落，以利成人能及時督導幼兒之遊戲情形；

最後，自然與創作遊戲區應與無動力遊戲設備區彼此規劃在對角或斜對

角，中間以開放遊戲空間區隔開，讓偏動態與靜態之兩種遊戲區域的遊

戲行為不會互相干擾。就ㄏ型遊戲場而言，宜將無動力遊戲設備區及自

然與創作遊戲區規劃在兩個一型遊戲場之末端，兩者中間則可規劃為開

放遊戲空間區，並且自然與創作遊戲區應規劃於靠近連結區之處，以利

要到自然與創作遊戲區及開放遊戲空間區遊戲之幼兒拿取及收納所需

用到的遊戲設備，以符合遊戲場規劃之近便性。ㄒ型遊戲場則應將無動

力遊戲設備設置於同一個一型之空間中，自然與創作遊戲區則可集中或

分置於其中一個一型遊戲場之一端或兩側，中間以開放遊戲空間區與無 

動力遊戲設備相隔。 

分散型遊戲場，其空間分區之規劃，則應盡量將自然與創作遊戲區

規劃在同一空間內，並盡量靠近儲藏設備或設施，無動力遊戲設備區則

設置於另一空間中，如此將可避免遊戲設備放置於不同空間，造成成人

督導上的不便與幼兒進行不同類型遊戲時的相互干擾；此外，並可考慮

將較大面積之空間規劃為無動力遊戲設備區與開放遊戲空間區，其規劃

可依其他空間型態之空間分區原則規劃之。就ㄣ型與ㄇ型遊戲場而言，

無動力遊戲設備區及自然與創作遊戲區應規劃於相隔最遠之兩側，中間

則規劃為開放遊戲空間區，儲藏設備或設施與連結區則應靠近自然與創



作遊戲區及開放遊戲空間區。以下將空間型態、空間分區與督導者之位

置圖示如表4-9（表中僅呈現除分散型遊戲場中之其他六種空間型 

態，關於分散型遊戲場則依其分散之各空間型態參照其他六類）。 

綜上所述，不同空間型態之遊戲場，其空間分區應把握以下三點原

則： 

（1）成人督導處應於較靠近無動力遊戲設備區之處，但以不讓遊戲設

備擋住視線原則 

（2）將無動力遊戲設備區及自然與創作遊戲區兩分區設置於遊戲場中

相隔最遠處，中間並以開放遊戲空間區相隔。 

（3）連結區與儲藏設備或設施應靠近自然與創作遊戲區及開放遊戲空

間區配置。 

表4-9 空間型態、空間分區與督導者位置示例 

一型 ㄖ型 ㄏ型 

 

 

 

 

 

 

ㄒ型 ㄣ型 ㄇ型 

 

 

 

  

註：1.          表無動力遊戲設備區 

    2.          表開放遊戲空間區 

3.          表自然與創作遊戲區 

4.   代表只有一位督導者時 

5.   代表有兩位督導者時 



（五）遊戲場空間密度之現況與討論 

1.遊戲場空間密度現況 

由附錄五遊戲場面積的分佈情形可知，不同幼稚園遊戲場面積

大小不同，使用遊戲場的總人數亦不盡相同，在面積大小不同的遊

戲場中，根據幼稚園設備標準之規定，台北市每位幼兒平均應分配

到的戶外空間為每人 2平方公尺；然而，若假定幼稚園中全部幼兒

同時使用遊戲場時，其空間密度在 68 所幼稚園中有 13 所，其每位

幼兒平均分配到的遊戲場空間小於 2平方公尺，約佔總數的 19％；

另外則有 55 所遊戲場，其每位幼兒可分配到之平均面積大於 2 平

方公尺，約佔總數的 81％。小於 7 平方公尺者有 53 所，約佔總數 

的 78％；大於 7平方公尺者有 15 所，約佔總數的 22％。 

2.遊戲場空間密度之討論 

當我們以遊戲場面積除以幼稚園所有幼兒人數時，分別有19％ 

（13所）與81％（55所）的幼稚園空間密度分別低於和高於2平方

公尺；若以7平方公尺為標準，則有78％（53所）低於標準，22％

（15所）高於標準，可見全園幼兒同時使用遊戲場時，有過半數的

遊戲場較為擁擠。若將遊戲場面積除以最小使用人數（1班30位幼

兒）時，沒有低於2平方公尺之遊戲場；另外則分別有15所及53所

遊戲場之空間密度分別低於和高於7平方公尺，然而，根據Christie

等人（1999）認為，以2平方公尺為較擁擠之空間密度（2平方公尺

等於8塊50公分×50公分之橡膠墊），以7平方公尺為較不擁擠之空

間密度（7平方公尺等於28塊50公分×50公分之橡膠墊），因此，幼

稚園宜針對其使用人數與面積遊戲場中同時使用人數，讓幼兒能夠

有足夠的遊戲空間進行遊戲，增加與他人互動的機會，亦可減少遊

戲的危險性與幼兒攻擊行為的出現。對於面積較大之遊戲場，宜增



加遊戲場中之同時使用人數，以縮小因使用人數太少導致遊戲場之

空間密度過大，幼兒與幼兒之間距離過遠，將不利於幼兒與幼兒間

的社會互動。對於面積較小之遊戲場，可減少同時使用遊戲場之人

數，使之達到讓每位幼兒至少擁有約7平方公尺之空間。關於同時 

使用遊戲場之人數多寡與其對應之建議面積大小如表4-2-10。 

表4-10 同時使用人數與所需面積大小參照表 

項目 
最 大 同 時 使 用 人 數 

～30人 ～60人 ～90人 ～120人 ～150人 ～180人 ～210人 ～240人

遊戲

場面

積 

210m
2 

420 m
2
 630 m

2
 840 m

2
 1050 m

2
 1260 m

2
 1470 m

2
 1680 m

2
 

    由表4-10可知，當同時使用遊戲場的人數有30人時，其面積至少需

要有210m
2
；當同時使用遊戲場的人數有60人時，其面積至少需要有

420m
2
；當同時使用遊戲場的人數有90人時，其面積至少需要有630m

2
；

當同時使用遊戲場的人數有120人時，其面積至少需要有840m
2
；當同時

使用遊戲場的人數有150人時，其面積至少需要有1050m
2
；當同時使用遊

戲場的人數有180人時，其面積至少需要有1260m
2
；當同時使用遊戲場的

人數有210人時，其面積至少需要有1470m
2
；當同時使用遊戲場的人數有

240人時，其面積至少需要有1680m
2
。然而，以上遊戲場的面積還必須扣

掉儲藏櫃、樹木或其他障礙物所佔的空間，因此所需空間仍要比上述建 

議值來得大。此外，遊戲場的面積可以較為簡單的方法估計之，亦即以

橡膠墊的數量來得知，若一塊橡膠墊的大小是50cm×50cm，則遊戲場所

需的面積之計算，就是將表4-2-10之遊戲場面積同時乘以4，即得到所

需要的橡膠墊數量，例如，210m
2
的遊戲場需要210×4＝840，因此面積210

平方公尺的遊戲場，大概擁有840塊50cm×50cm的橡膠墊，依此類推。 



二、遊戲設備規劃現況與討論 

（一）遊戲設備材質使用現況與討論 

1.遊戲設備之材質使用現況 

   遊戲設備本體結構之材質主要可分成鐵、不銹鋼、FRP、鋁合金與 

水泥，並將台北市 68 所幼稚園遊戲場遊戲設備所使用之各種材質表列 

如表 4-11。整體來說以木製遊戲設備之 157 座（33.1％）為數最多； 

再者，鐵製遊戲設備的 97 座（20.5％）居次；鋁合金製遊戲設備的 62 

座（13.1％）為第三；FRP 製遊戲設備 40 件（8.4％）、水泥 37 座（7.8 

％）與不銹鋼 22 座（4.6％）則分別為第四、第五與第六。 

表4-11 遊戲設備材質摘要表 

類型 

材質 
靜態遊戲設備 動態遊戲設備 組合式遊戲設備 總計 

鐵 57 83 16 97 

不銹鋼 13 7 5 22 

木製 87 13 57 157 

鋁合金 9 5 48 62 

FRP 22 0 18 40 

水泥 36 0 1 37 

總計 224 108 145 474 

遊戲場中靜態遊戲設備的使用材質，以木製遊戲設備的 87 座（38.8 

％）最多；鐵製遊戲設備的 57 座（25.4％）居次；水泥遊戲設備的 36

座（16.1％）居於第三；FRP 製遊戲設備的 22 座（9.8％）、不銹鋼製遊

戲設備的 13 座（5.8％）與鋁合金製遊戲設備的 9 座（4％），在使用材 

質上則分別居於第四、第五與第六位。 



    動態遊戲設備所使用的材質，以鐵製遊戲設備的 83 座（76.9％）；

木製遊戲設備的 13 座（12％）居次；不銹鋼製遊戲設備的 7座（6.5％）

與鋁合金製遊戲設備的 5座（4.6％），則分別居於動態遊戲設備使用材

質的第三與第四位；FRP 與水泥在動態遊戲設備中皆無採用。 

    遊戲場中之組合式遊戲設備中，以木製遊戲設備的 57 座（39.3％）

為數最多；鋁合金製遊戲設備的 48 座（33.1％）居次；FRP 製遊戲設備

的 18 座（12.4％）為第三；鐵製遊戲設備的 16 座（11％）、不銹鋼 5

座（3.4％）與水泥 1 座（0.7％），分別為組合式遊戲設備使用材質中， 

數量居於第四、第五與第六位者。 

2.遊戲設備材質討論 

（1）遊戲設備類型與材質使用偏好之關係 

由表 4-11 可看出不同遊戲設備所使用的材質不盡相同，然而欲瞭

解遊戲設備的類型與其所使用材質是否有關，由於兩者皆為類別變項，

因此先將遊戲設備之類型，依靜態遊戲設備、動態遊戲設備與組合式遊

戲設備之順序，依序給予 1～3 的虛擬編碼；遊戲設備的材質則依鐵、

不銹鋼、木製、鋁合金、FRP 與水泥之順序，依序給予 1～6 之虛擬 

編碼，並以卡方檢定瞭解兩者間是否相關，其結果如表 4-12。 

 

 

 

 

 

 

 

 



表4-12 遊戲設備類型與材質之卡法檢定摘要表 

項    目 
靜態遊戲設

備 

動態遊戲設

備 

組合式遊

戲設備 
總計 χ2 

鐵 
個  數 57 83 16 

97 223.526
＊＊ 

期望值 73.3 35.3 47.4 

不銹鋼 
個  數 13 7 5 

22 
 

期望值 11.7 5.7 7.6 

木製 
個  數 87 13 57 

157 
期望值 73.7 35.5 47.7 

鋁合金 
個  數 9 5 48 

62 
期望值 29.1 14.0 18.8 

FRP 
個  數 22 0 18 

40 
期望值 18.8 9.1 12.2 

水泥 
個  數 36 0 1 

37 
期望值 17.4 8.4 11.2 

總     計 224 108 145 474  

＊＊p＜.01 

由表 4-12 可看出χ2
（10,N=474）＝223.526，p＝.000，達非常顯

著水準，因此不同類型之遊戲設備與其材質有關；並且其 Cramer's V

係數為.484，表示遊戲設備與材質有 48.4％的關聯程度。因此，由表

4-12 可知遊戲場中之動態遊戲設備偏好使用鐵製，靜態與組合式遊戲 

設備則偏好使用木製。 

（2）遊戲設備使用材質之適當性 

就靜態遊戲設備而言，由於較偏好使用木製，因此必須注意木製之

靜態遊戲設備對木頭的加工處理方式，若所使用的木頭未經加工，雖然



不會對幼兒的健康造成影響，但是容易受腐蝕與蟲蛀，而對遊戲設備之

耐用性與安全性造成影響，並且其壽命亦較短，約可使用 0～10 年；另

一方面，若木頭有經過加工處理，雖不易受蟲蛀，使用時間較未經加工

處理之木頭來得長，約可使用 11～25 年，但必須注意其加工處理之物

質，其中尤以砷化物及鉻化物處理之木頭，對幼兒健康的影響最大，宜

避免使用。靜態遊戲設備之材質使用次多者為鐵製，鐵製雖然也不受蟲

蛀，但對潮濕的台北市而言，鐵製材質容易鏽蝕，對幼兒遊戲的安全性

與健康均會造成很大的影響，故也要避免使用。靜態遊戲設備使用材質

數量居於第三者為混凝土或水泥製，雖然此類材質所能使用的年限可逾

25 年，設置費用也較便宜，此類遊戲設備通常是滑梯，因此所佔體積較

大，一旦設置即具 25 年之固定性，若之後想針對遊戲場中之遊戲設備

加以調整，則必須在花一筆經費加以拆除、整地並鋪上鋪面等，施工期

間也會影響到幼兒遊戲的範圍，因此使用混凝土之靜態遊戲設備，不僅

不易加以移動，也佔了遊戲場許多空間，對遊戲場規劃影響的層面更擴

及經費、空間與鋪面，因此再設置此種材質之靜態遊戲設備宜審慎斟酌

之。另外，FRP 與不銹鋼分別為靜態遊戲設備使用材質第三與第四多者；

此兩種材質之防蛀性較木頭為佳，但 FRP 製的遊戲設備在太陽長期曝曬

下容易破損，容易對安全性造成影響；不銹鋼製之遊戲設備雖然耐用及

耐熱性較 FRP 好，但是在樹木較不密集之遊戲場，容易因太陽的曝曬使

遊戲設備過熱，不利於幼兒使用遊戲設備進行遊戲。 

就動態遊戲設備而言，其使用之材質以鐵為最多，木製則次之，兩

種材質之遊戲設備，在使用上同樣要斟酌上述之原則。組合式遊戲設

備，以使用木製者最多，鋁合金之材質次之，其中以鋁合金作為組合式

遊戲設備之主體結構，其耐用性、耐熱性、防蛀性、防腐性皆較佳，為 

最適合採用作為遊戲設備主體結構之材質者。 



（二）遊戲設備類型使用現況與討論 

1. 遊戲設備類型使用現況 

     經本研究之觀察，將台北市 68 所幼稚園遊戲場中最常出現之不同 

類型的遊戲設備介紹如下： 

（1）靜態遊戲設備 

靜態遊戲設備共有 17 種，包括滑梯、立體攀爬架、圓形攀爬架、 

垂直攀爬架、水平攀爬架、單槓、爬竿、攀岩牆、平台、涼亭、樹屋、

平衡木、隧道、益智設備、扮演設備、仰臥設備、挺舉設備。靜態遊

戲設備，如表 4-3 所示總數有 192 座，其中提供幼兒休憩或進行扮演

遊戲之木製或水泥製平台（參見圖 4-27）為數最多，有 32 座，佔 

靜態遊戲設備的 16.67％。 

 

圖 4-27 供幼兒休憩與進行扮演遊戲之木製平台 

使用數量居於第二者為垂直攀爬架，數量有 26 座佔靜態遊戲設備

的 13.54％。圖 4-28 為網狀之垂直攀爬架，中間並設置吊環，讓一般



只能提供向上遊戲之垂直攀爬架，增加了幼兒進行水平方向遊戲的 

可能性。 

 

圖 4-28 兼具垂直與水平遊戲功能之不銹鋼垂直攀爬架 

平衡木 24 座佔靜態遊戲設備的 12.50％，為使用數量第三多者；

其餘遊戲設備使用數量依序為水平攀爬架的 22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 

備的 11.46％，圖 4-29 為獨立設置之水平攀爬架。 



 

圖 4-29 水平攀爬架 

扮演設備則共有 16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8.33％，圖 4-30

為可供幼兒進行扮演遊戲的扮演遊戲設備。 

 

圖 4-30 扮演遊戲設備 



立體攀爬架有 12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6.25％，圖 4-31 為

結構較複雜且可提供不同遊戲方向之立體攀爬架。 

 

圖 4-31 結構較複雜之立體攀爬架 

仰臥設備有 10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5.21％，圖 4-32 為體

適能設備中的仰臥設備。 

 

圖 4-32 仰臥設備 



挺舉設備 9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4.69％，圖 4-33 為體適能

設備中的挺舉設備。 

 

圖 4-33 挺舉設備 

單槓則有 9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4.69％。滑梯有 7 座，佔

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3.65％。與平台同樣能提供幼兒休憩功能的涼亭

有 6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3.13％。獨立設置之益智設備有 5 座，

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2.60％，如圖 4-34。 



 

圖 4-34 益智設備 

爬竿有 5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2.60％。圓形攀爬架則有 3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1.56％，圖 4-2-35 為可提供幼兒不同遊戲

方向的圓形攀爬設備。 

 

圖 4-35 圓形攀爬架 



攀岩牆有 3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1.56％，圖 4-36 為獨立設

置之攀岩牆。         

 

圖 4-36 攀岩牆 

隧道有 2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1.04％。獨立設置之樹屋則

有 1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0.4％。 

（2）動態遊戲設備 

動態遊戲設備之總數為 114 座，有蹺蹺板、彈簧搖椅、鞦韆、旋 

轉架、踏步機與雙人沖浪板六種。其數量多寡以彈簧搖椅的 59 座，佔

動態遊戲設備 51.75％為數最多；其次則為鞦韆的 30 座，佔動態遊戲

設備 26.32％；第三、第四者分別為蹺蹺板的 16 座與旋轉架的 3座，

分別佔動態遊戲設備的 14.03％與 2.63％。另外，踏步機有 2座，佔

全部動態遊戲設備的 1.75％、雙人沖浪板有 2座，佔全部動態遊戲設

備的 1.75％，圖 4-37 為樣式新穎的踏步機、雙人沖浪板可提供幼兒於

其上漫步。 



 

圖 4-37 樣式新穎的踏步機、雙人沖浪板 

單人橢圓機（如圖 4-38）亦有 2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的 0.9

％。 

 

圖 4-38 樣式新穎的單人橢圓機 



（3）組合式遊戲設備 

     組合式遊戲設備是由各動態與靜態遊戲設備之單元組合而成，經 

本研究於 68 所幼稚園之觀察發現，組成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單元遊戲設 

備有滑梯、鞦韆、垂直攀爬架、水平攀爬架、弧形攀爬架、爬梯、隧 

道、獨木橋、平台、攀爬牆、益智設備與扮演設備等 12 種，以下將各 

幼稚園遊戲場中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單元遊戲設備使用情形摘要如表 

4-13，詳細之各幼稚園遊戲場組合式遊戲設備單元數量，請參見附 

錄七。 

表4-13 組合式遊戲設備組成單元摘要表 

單元 滑梯 鞦韆 
垂直攀

爬架 

水平攀

爬架 

弧形攀

爬架 
爬梯 隧道

獨木

橋 
平台 

攀岩

牆 

益智

設備

扮演

設備

數量 210 10 178 56 39 107 72 77 317 10 84 40 

百分比 17.5 0.8 14.8 4.7 3.3 8.9 6 0.6 26.4 0.8 7 3.3

由表 4-13 可知，組合式遊戲設備之組成單元中，以提供幼兒轉換

空間之平台數量最多，數量為 317 座，佔單元總數之 26.4％；其次為滑

梯的 210 座，佔單元總數之 17.5％；居於第三位者，為垂直攀爬設備的

178 座，佔總數約 14.8％；其餘之數量與比例依序為：爬梯 107 座（8.9

％）、益智設備 84 座（7％）、獨木橋 77 座（6.4％）、隧道 72 座（6％）、

水平攀爬設備 56 座（4.7％）、扮演遊戲設備 40 座（3.3％）、弧形攀爬 

架 39 座（3.3％）、鞦韆 10 座（0.8％）與攀岩牆 10 座（0.8％）。 

2.遊戲設備類型討論 

（1）遊戲設備類型與地形地貌之關係 

     首先，就遊戲設備類型與地形之關係而言，絕大多數的遊戲場皆

屬於完全的平地地形，因此適合各種不同遊戲設備的設置；但就具有

坡地之遊戲場，則不適合動態遊戲設備的設置，是因為動態遊戲設備



中的彈簧搖椅、蹺蹺板、鞦韆與旋轉架在進行動態運動時，都是遵循

著固定的方向運動，因此不論動態遊戲設備縱向或橫向設置，遊戲設

備都將受到往坡地下方的拉力，而影響遊戲設備本身與幼兒遊戲的安

全性；若要設置動態遊戲設備，除非改變地形，亦即將擬設置動態遊

戲設備之區域整平，如此一來，不僅需要多花一筆經費，也將造成此

一區域與其他周圍區域之高低落差，故動態遊戲設備不適合設置於坡

地地形之遊戲場。就組合式遊戲設備而言，與動態遊戲設備相同之處

為不宜橫向配置於坡地上，而應縱向配置以利用支柱長短不一的設

計，亦即將上坡處之支柱設計成較短，下坡處之支柱設計成較長，來

讓組合式遊戲設備維持水平狀態，解決設置於坡地上的問題；但必須

注意的是，若組合式遊戲設備要於下坡處設置滑梯，由於下坡處支柱

設計較長，因此此處組合式遊戲設備部分高度也將提高，因此必須注

意滑梯之坡度是否可能過陡，造成幼兒向下之衝力過大，影響幼兒遊

戲之安全；因此，若要解決因滑梯過陡所造成的問題，可延長滑梯之

長度或設置螺旋式滑梯解決之，唯須考量增加滑梯長度必須佔用之空 

間亦將隨之增加。 

     再者，就遊戲設備之類型與地貌之關係而言，樹木較為稀少之遊

戲場適合不同類型遊戲設備的設置；但就樹木較密集之遊戲場，則不

適合組合式遊戲設備的設置，因為組合式遊戲設備所佔的體積較大，

其下又必須設置較大片的橡膠墊，橡膠墊容易被樹根翻起，而影響遊 

戲場的安全性。 

（2）遊戲設備類型與使用區、緩衝區及面積之關係 

在無動力遊戲設備區的空間中，除了靜態、動態與組合式遊戲設

備結構本身所佔的空間之外；若要符合 CPSC 對使用區之規定，以 1 座

靜態遊戲設備中體積較小之平衡木來計算，則一座平衡木就要佔掉約



26m
2
的面積；若進一步要符合緩衝區之規定，則一座平衡木需佔掉 75 m

2

的面積，約略是本研究樣本中最小遊戲場之面積；若是動態遊戲設備，

以其中體積最小之彈簧搖椅來計算，其本體結構約佔掉兩塊 50cm×50cm

之橡膠墊，若要符合 CPSC 對使用區之規定，則約略要佔掉 18 m
2
；若

更進一步要符合緩衝區之規定，則約略要佔掉 60 m
2
；若為較小之組合

式遊戲設備，即組成單元數為 5 個單元之遊戲設備，其本體結構約佔

10 m
2
，若要符合使用區之規定，則需要佔掉 45 m

2
；更進一步要符合

緩衝區之規定，則需 104.5 m
2
；若將這三種符合使用區與緩衝區規定

之遊戲設備相加，其面積就佔了 239.5 m
2
；若再增加一種不同類型之

靜態遊戲設備，且符合使用區與緩衝區之規定，則空間至少需再增加

75 m
2
，所需空間則約為 314.5 m

2
；若再增加一種不同功能之動態遊戲

設備，需再增加 60 m
2
之空間，所需空間約為 374.5 m

2
；若再增加一座

組合式遊戲設備，則至少需再增加 104.5 m
2
之空間，所需空間約為 479 

m
2
；如此規模之遊戲場可提供不同類型之靜態遊戲設備兩座；不同類型

之動態遊戲設備 2 座；與 5 個單元之組合式遊戲設備 2 座。 

在符合CPSC對遊戲設備使用區與緩衝區之標準下，組合式遊戲設

備無疑是遊戲場中最佔空間之遊戲設備，對地狹人稠的台北市大多數

遊戲場（68所中有46所）的面積低於平均面積（484.29平方公尺）而

言，所能夠設置的遊戲設備有限，因此如何善用組合式遊戲設備下之

可用空間，為值得討論之議題。經本研究之觀察，有些遊戲場會於組

合式遊戲設備下設置鞦韆，且通常是設置於隧道或獨木橋等較長條形

之單元結構下，獨木橋與鞦韆皆使用同一結構來支撐幼兒的重量，對

結構本身所承受重量必然較其它結構來得大，因此美國CPSC（2003）

不建議於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共同結構處同時設置鞦韆與單元遊戲設

備；然而，有些遊戲場雖將鞦韆設置於組合式遊戲設備之下，但並沒



有與組合式遊戲設備共同使用同一結構，而是將獨立結構之鞦韆設置

於組合式遊戲設備下，這樣一來，可節省下因獨立設置所佔的空間，

為遊戲場增加使用空間並增加遊戲設備之種類；質言之，由於鞦韆所

需之使用空間與緩衝空間其它遊戲設備來得大，設置於組合式遊戲設

備下，可依靠組合式遊戲設備的本體結構及其使用區和緩衝區為其提

供足夠之使用與緩衝空間；因此，組合式遊戲設備亦可與其他遊戲設

備配合設置，為面積有限的遊戲場提供更多不同類型的遊戲設備，增 

加幼兒遊戲的選擇性。 

（3）遊戲設備與空間型態 

     無動力遊戲設備區與空間型態之配置關係已見前述，然而，由於

遊戲設備之類型眾多，無法明確的一一加以討論其在不同空間型態之

遊戲場應如何配置，但遊戲設備之配置應注意以下幾點原則：第一、

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其中一側宜靠牆配置，一來可節省有限的空間，二

來可減少幼兒上組合式遊戲設備的機會，造成組合式遊戲設備上的擁

擠，再者，由於一側靠近牆面，因此那一側將不適合其他單元遊戲設

備的設置，幼兒便較不會從此處通過，有利於組合式遊戲設備與鞦韆

等動態遊戲設備的配合設置。第二、較大型遊戲設備之配置不應擋住 

督導者視線，因此宜設置於靠牆及離督導者較遠之處。 

（4）遊戲設備類型與空間分區 

擁有 6座不同類型遊戲設備之遊戲場，在完全符合 CPSC 對使用區

及緩衝區規定的情況下需 479 m
2
的面積，但嚴格來說，如此規模之遊

戲場，所提供之空間分區只有「無動力遊戲設備區」，而無法提供其

它空間分區，亦即，無法提供開放遊戲空間區讓幼兒使用扭扭車等其

它可移動式遊戲設備進行遊戲，亦無法提供飼養動物、種植的自然體

驗或沙、水等創作遊戲之機會。有鑑於此，幼稚園必須在有限的空間



大小下，若要符合遊戲場規劃原則中的「多元性」與「發展性」，讓

遊戲場同時具有四個空間分區並提供多種不同類型之遊戲設備，除了

可利用組合式遊戲設備下之剩餘空間外，亦可不設置組合式遊戲設

備，而將多種不同類型之靜態或動態遊戲設備加以緊密排列，使之成

為能讓幼兒連續進行遊戲之另類組合式遊戲設備，由於可不必像組合

式遊戲設備般有固定的形式（直線長條形），其配置較可加以彎曲，

變換型態，因此除了可將空間做最好的運用外，也可提供幼兒不同類

型遊戲設備的遊戲體驗。因此，對面積較小之遊戲場，其遊戲設備宜

採用此種配置方式，以減少分開配置所需要的大空間，並可提供 

多餘的空間可規劃為其他的空間分區。 

（5）遊戲設備與空間運用 

     就靜態遊戲設備而言，有些所佔的面積較大，如垂直、圓形與水

平攀爬架，其中有些垂直攀爬架中間有可運用之空間，有些會將垂直

攀爬架中間加裝吊環，便可提供不同幼兒於同一個遊戲設備中進行不

同方向的遊戲，且彼此不會相衝突，將遊戲設備額外剩餘之空間做最

好的運用。 

     再者，針對靜態遊戲設備中，屬於可取代的遊戲設備，如扮演設

備與益智設備，其中由於扮演設備需要搭配其他可移動式遊戲設備，

如三輪車、小汽車或交通號誌等，方能真正發揮扮演遊戲設備的功能，

因此扮演設備其實亦可作為收納可移動式遊戲設備之儲藏設備，可節

省另外設置儲藏櫃或儲藏空間所需的額外花費與空間。就益智設備而

言，其實可善加利用鋪面加以取代，質言之，由於益智設備獨立設置

需額外花費金錢與空間，並且所提供的遊戲類型較屬於靜態幼兒多只

能使用到手部進行遊戲，若可利用鋪面畫上一些想讓幼兒認識的文字

或符號（參見圖 4-39），如此一來，幼兒不僅僅可運用到身體各部位進



行遊戲，也可於遊戲中學習，也較可允許幼兒創造不同的方式來進 

行遊戲。 

 

圖 4-39 可取代益智設備的鋪面-色彩活潑且富認知性 

（6）遊戲設備類型與材質的關係 

就靜態遊戲設備而言，常見的有滑梯、立體攀爬架、圓形攀爬架、

垂直攀爬架、水平攀爬架、單槓、爬竿、攀岩牆、平台、涼亭、樹屋、

平衡木、隧道、益智設備、扮演設備、平衡設備、仰臥設備、挺舉設

備等 17 種，依序給予 1～17 之虛擬編碼；靜態遊戲設備之材質則依鐵、

不銹鋼、木製、FRP、塑膠與水泥之順序，依序給予 1～6 之虛擬編碼；

以下將先呈現遊戲設備類型與材質之列聯表，如表 4-14，再進一步 

探討使用靜態遊戲設備之偏好與其材質是否有關。 

 

 

 

 



表4-14 靜態遊戲設備類型與材質之卡方檢定摘要表 

項    目 
材          質 

總計 χ2 

鐵 不鏽鋼 木 鋁合金 FRP 水泥 

滑梯 
個數 0 0 0 0 0 7 

7 562.07
＊＊ 

期望值 1.8 0.4 2.7 0.3 0.7 1.1 

立體攀

爬架 

個數 10 2 0 0 0 0 
12 

 

期望值 3.1 0.7 4.7 0.5 1.2 1.9 

圓形攀

爬架 

個數 3 0 0 0 0 0 
3 

 

期望值 0.8 0.2 1.2 0.1 0.3 0.5 

垂直攀

爬架 

個數 14 3 8 0 1 0 
26 

 

期望值 6.6 1.5 10.1 1.0 0.6 4.2 

水平攀

爬架 

個數 9 0 5 8 0 0 
22 

 

期望值 5.6 1.3 8.5 0.9 2.2 3.5 

單槓 
個數 3 5 0 1 0 0 

9 
 

期望值 2.3 0.5 3.5 0.4 0.9 1.4 

爬竿 
個數 2 3 0 0 0 0 

5 
 

期望值 1.3 0.3 1.9 0.2 0.5 0.8 

攀岩牆 
個數 1 0 2 0 0 0 

3 
 

期望值 0.8 0.2 1.2 0.1 0.3 0.5 

平台 
個數 0 0 32 0 0 0 

32 
 

期望值 8.1 1.9 12.4 1.3 3.1 5.1 

涼亭 
個數 0 0 0 0 0 6 

6 
 

期望值 1.5 0.3 2.3 0.2 0.6 1.0 

          



項    目 材          質 
總計 χ2 

鐵 不鏽鋼 木 鋁合金 FRP 水泥 

樹屋 
個數 0 0 1 0 0 0 

1 562.07
＊＊

期望值 0.3 0.1 0.4 0 0.1 0.2 

平衡木 
個數 6 0 18 0 0 0 

24 
 

期望值 6.1 1.4 9.3 1.0 2.4 3.9 

隧道 
個數 2 0 0 0 0 0 

2 
 

期望值 0.5 0.1 0.8 0.1 0.2 0.3 

益智設

備 

個數 0 0 0 0 5 0 
5 

 

期望值 1.3 0.3 1.9 0.2 0.5 0.8 

扮演設

備 

個數 1 0 2 0 13 0 
16 

 

期望值 4.1 0.9 6.2 0.6 1.6 2.6 

仰臥設

備 

個數 0 0 10 0 0 0 
10 

 

期望值 2.5 0.6 3.9 0.1 1.0 2.6 

挺舉設

備 

個數 0 0 9 0 0 0 
9 

 

期望值 2.3 0.5 3.5 0.4 0.9 2.4 

總    計 51 13 87 9 19 13 192  

＊p＜.05 ＊＊p＜.01 

由表4-14可看出χ2
（80,N＝192）＝562.07，p＝.000，達非常顯著，

因此幼稚園遊戲場對不同類型之靜態遊戲設備的使用偏好與材質有

關。然而，其Cramer's V係數質為.765，代表靜態遊戲設備類型與材質

間有76.5％的關聯程度；另外，其Lambada（λ）係數值則分別為.294

與.590，亦即，當知道遊戲設備之材質時，可增加預測靜態遊戲設備之

類型的機率為29.4％；當知道靜態遊戲設備類型時，可增加預測其材質 

正確機率的69％。 

表 4-14（續） 



另外，為瞭解不同類型的靜態遊戲設備所使用材質的差異情形，因

此進行百分比同質性考驗，得其卡方值為591.8，達非常顯著。故不同

類型的靜態遊戲設備所使用的材質有顯著差異；質言之，滑梯使用水泥

或混凝土的數量明顯多於其材質；立體攀爬架、圓形攀爬架、垂直攀爬

架使用、隧道鐵製的數量高於其他材質；水平攀爬架使用鐵製與鋁合金

的數量高於其他材質；單槓與爬竿使用鐵製與不銹鋼的數量高於其他材

質；攀岩牆、平台、樹屋、平衡木、平衡設備、仰臥設備與挺舉設備使

用木製的數量高於其他材質；涼亭使用水泥製的數量高於其他材質；益

智設備與扮演設備使用FRP製的數量高於其他材質。綜而言之，遊戲場

中靜態遊戲設備使用最多之材質為鐵製與木製，因此需更注意鐵製遊戲

設備之鏽蝕情形與木製遊戲設備加工處理之情形，以維護幼兒遊戲的健 

康與安全。 

（2）動態遊戲設備 

     經本研究之發現，動態遊戲設備有蹺蹺板、彈簧搖椅、鞦韆與旋 

轉架、踏步機、沖浪板與橢圓機，依序將之給予 1～7 的虛擬編碼；關 

於材質之虛擬編碼同上；並將動態遊戲設備之類型與材質以及其卡方檢 

定值詳列如表 4-15，以瞭解不同類型之動態遊戲設備其使用偏好與材 

質是否有關。 

 

 

 

 

 

 

 



表4-15 動態遊戲設備類型與材質之卡方檢定摘要表 

項    目 
材         質 

總計 χ2 

鐵 不銹鋼 木 鋁合金 FRP 水泥

蹺 蹺

板 

個數 12 0 3 1 0 0 
16 198.95

＊＊ 

期望值 3.6 1.0 1.9 0.7 8.7 0 

彈 簧

搖椅 

個數 0 0 0 0 59 0 

59 

 

期望值 13.

4 
3.8 7.1 2.7 

32.

2 
0 

鞦韆 

個數 9 7 10 4 0 0 

30 期望值 
6.7 1.9 3.6 1.4 

16.

4 
0 

旋 轉

架 

個數 3 0 0 0 0 0 
3 

期望值 0.7 0.2 0.4 0.1 1.6 0 

踏步

機 

個數 0 0 0 2 0 0 
2 

期望值 0.4 0.1 0.2 0.2 1.0 1.0 

橢圓

機 

個數 0 0 0 2 0 0 
2 

期望值 0.4 0.1 0.2 0.2 1.0 1.0 

沖浪

板 

個數 0 0 0 2 0 0 
2 

期望值 0.4 0.1 0.2 0.2 1.0 1.0 

總   計 24 7 13 11 59 0 114  
＊＊p＜.01 

    由表4-15可知，其χ2
（30,N=114）＝198.95，p＝.000，達非常顯

著，故幼稚園對動態遊戲設備之使用偏好與材質有關。進一步求其

Cramer's V 係數為.661，表示動態遊戲設備之類型與材質間有66.1％

的關聯程度。其λ值分別為.600與.564，亦即當知道遊戲設備之材質

時，可增加預測動態遊戲設備之類型的機率為60％；當知道動態遊戲設 

備類型時，可增加預測其材質正確機率的56.4％。 

    為瞭解不同類型的靜態遊戲設備使用材質的差異情形，因此進行百

分比同質性考驗，得其值為58.33，達非常顯著，故不同動態遊戲設備

所使用的材質有顯著差異；亦即蹺蹺板、彈簧搖椅與旋轉架使用鐵製的 

數量高於其他材質；因此應多注意鐵製遊戲設備之鏽蝕情形。 



（6）組合式遊戲設備中單元遊戲設備的配置 

組合式遊戲設備之組成單元有滑梯、鞦韆、垂直攀爬架、水平攀 

爬架、弧形攀爬架、爬梯、隧道、獨木橋、平台、攀爬牆、益智設備

與扮演設備等 12 種；且各單元遊戲設備通常是以「平台」相連接。

就平台而言，由於平台通常為方形，因此最多可連結 4種不同的單元

遊戲設備，例如：以平台連接獨木橋、隧道、爬梯與垂直攀爬架。組

合式遊戲設備上之平台則普遍連接 3種不同的單元遊戲設備，因此，

可能會有 3 個幼兒同時在 1平方公尺不到的平台上，若平台所連結的

其中一座單元遊戲設備為開放式結構，則容易因推擠而造成墜落的危

險；另外，許多遊戲設備會於組合式遊戲設備之上設置益智設備或扮

演設備，如此將可能增加幼兒於平台上停留的時間，而讓平台更顯擁

擠，使危險性提高，因此連結不同單元遊戲設備的平台上除了不宜設

置過多單元遊戲設備外，若連結的單元遊戲設備數量超過 3座以上，

則應增加平台面積，讓平台之面積至少有 2平方公尺，如圖 4-40；或

提供兩座以上平台，如圖 4-41，如此一來，除了可以提供幼兒的足夠

的轉換空間，增加幼兒遊戲的安全性與流暢性之外；連結兩座以上之

平台，也可提供組合式遊戲設備作適度的轉折或提升高度，帶給 

幼兒遊戲時的不同挑戰性與趣味性。 



 

圖 4-40 寬敞的平台-提供足夠空間讓幼兒於不同類型遊戲設備中進 

行轉換 

 

圖 4-41 連接兩座以上平台之組合式遊戲設備 



（三）遊戲設備結構與功能性之現況與討論 

 1. 遊戲設備結構與功能性之現況 

就靜態遊戲設備而言，所提供的功能性可從其結構的複雜程度來 

看，不同類型的遊戲設備其結構的複雜程度不同，所能提供的功能性

亦不同，結構的複雜程度大致上可由遊戲設備結構本身之線條交錯程

度或點的分佈情形加以區分。大致上而言，各類型的遊戲設備中，攀

爬設備為結構較複雜且具變化之遊戲設備，由於其結構較為複雜因此

所提供的功能也較多；相對的，結構較簡單的遊戲設備所提供的功能

性也較少。結構較複雜的遊戲設備有：垂直攀爬架、立體攀爬架、水

平攀爬架、攀岩牆與圓形攀爬架 5種；結構較簡單之遊戲設備有：滑

梯、單槓、爬竿、平台、涼亭、樹屋、平衡木、隧道、益智設備、扮

演設備、仰臥設備、挺舉設備、鞦韆、蹺蹺板、旋轉架與彈簧搖椅等 

16 種。 

就其功能性而言，在靜態遊戲設備中，滑梯可提供幼兒遊戲時的 

「速度感」；立體攀爬架、圓形攀爬架、垂直攀爬架、水平攀爬架、單

槓、爬竿與攀岩牆可促進幼兒「抓握能力」、「手腳與眼睛的協調」與

「上臂力」的發展；平台與涼亭則可提供幼兒休憩之用；樹屋與扮演

設備可提供幼兒進行扮演遊戲；平衡木可訓練幼兒的平衡感；隧道可

提供幼兒進行手腳並用的鑽行；益智設備則培養幼兒的認知能力；仰

臥設備可訓練幼兒的腹部肌力；挺舉設備則可訓練幼兒的上臂力。 

就動態遊戲而言，有鞦韆、旋轉架、彈簧搖椅、蹺蹺板踏步機、

沖浪板與橢圓機；就鞦韆與旋轉架而言，可提供幼兒暈眩感與速度感

並訓練幼兒的抓握能力；彈簧搖椅可提供幼兒暈眩感；蹺蹺板則可提

升幼兒抓握能力。踏步機、沖浪板與橢圓機則是提供幼兒漫步的功能。 

然而，欲瞭解關於各遊戲場所提供之遊戲設備的複雜程度與功能



性，必須先瞭解各種類型遊戲設備的類型與數量（詳見附錄八）。由

附錄八可知，在 68 所公立幼稚園遊戲場中，沒有提供靜態遊戲設備

的遊戲場有 12 所，佔全部幼稚園的（17.6％）；具備 1種類型之靜態

遊戲設備的遊戲場有 23 所（33.8％）；具備 2種類型之靜態遊戲設備

者 11 所（16.2％）；具備 3種類型之靜態遊戲設備者有 6所（8.8％）；

具備 4種類型之靜態遊戲設備者有 6所（8.8％）；具備 5種類型之靜

態遊戲設備者有 6 所（8.8％）；具備 6 種類型之靜態遊戲設備者有 2

所（2.9％）；具備 7 種類型之靜態遊戲設備者有 2 所（2.9 ％）。其

中結構較複雜之靜態遊戲設備總數為 66 座，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

29.5%；結構較簡單之靜態遊戲設備總數則有 158 座，佔總數的 70.5 

％。 

      在動態遊戲設備方面，68 所公立幼稚園遊戲場中皆無提供動態遊 

戲設備者有 30 所，佔全部幼稚園的 44.1％；提供 1種類型之動態遊 

戲設備者有 22 所，佔全部幼稚園的 32.3％；提供 2種類型之動態遊 

戲設備者有 12 所，佔全部幼稚園的 17.6％；提供 3種類型之動態遊 

戲設備者有 4所，佔全部幼稚園的 5.9％。動態遊戲設備中的 114 座 

皆屬結構較簡單之遊戲設備。 

就組合式遊戲設備而言，由於組合式遊戲設備基本上是由不同的 

動態與靜態遊戲設備之單元組合而成，因此組合式遊戲設備中之單元

遊戲設備，若有兩種以上同類型之單元遊戲設備，則以一種計，亦即

若一座組合式遊戲中有 2座滑梯則其皆屬於滑梯類。組合式遊戲設備

之組成單元類型共計有 12 種，而在組合式遊戲設備上，提供 4 種不

同類型單元遊戲設備的遊戲場有 3 所，佔全部遊戲場的 4.4％；提供

5 種不同類型單元遊戲設備的遊戲場有 4所，佔全部遊戲場的 5.9％；

提供 6 種不同類型單元遊戲設備的遊戲場有 14 所，佔全部遊戲場的



20.6％；提供 7 種不同類型單元遊戲設備的遊戲場有 15 所，佔全部

遊戲場的 22.1％；提供 8種不同類型單元遊戲設備的遊戲場有 17 所，

佔全部遊戲場的 25％；提供 9 種不同類型單元遊戲設備的遊戲場有

10 所，佔全部遊戲場的 14.7％；提供 10 種不同類型單元遊戲設備的

遊戲場有 4 所，佔全部遊戲場的 5.9％；提供 11 種不同類型單元遊戲

設備的遊戲場有 1 所，佔全部遊戲場的 1.5％。其中提供之單元遊戲

設備類型小於 6 種之組合式遊戲設備有 21 座，佔全部組合式遊戲設

備的 14.5％；所提供之單元遊戲設備類型大於 6種之組合式遊戲設備 

有 124 座，佔全部組合式遊戲設備的 85.5％。 

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各組成單元屬於結構較複雜者有 283 座，佔所

有組成單元的 23.6％；另外，屬於結構較簡單之遊戲設備有 917 座，

佔所有組成單元的 76.4％。就靜態、動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整體而

言，結構較複雜之遊戲設備總數有 349 座，佔所有遊戲設備總數的

22.8％；結構較簡單之遊戲設備有 1183 座，佔所有遊戲設備總數的 

77.2％。 

2.遊戲設備結構與功能性討論 

遊戲設備的結構與功能性，可依幼兒於遊戲設備上的施力處之面

積，將其分成點、線、面三者來討論之。屬於點狀結構的遊戲設備只

有攀岩牆一種，而幼兒於點狀結構的遊戲設備上，其施力點集中於手

指與腳趾，因此可促進其手部肌肉的發展以及手、眼與腳之間的協調

性，屬難度最高之遊戲設備，所能提供的挑戰性亦最大；然而，若攀

岩牆之型態若為垂直，則其高度最高不宜超過 200 公分，其下也應設

置至少 2.5 公分厚之鋪面；較適當之攀岩牆應傾斜設置，以避免幼兒

因重心不穩而後仰倒下，增加遊戲的危險性。 

遊戲設備中屬於線結構的遊戲設備有垂直攀爬架、水平攀爬架、



立體攀爬架、挺舉設備、單槓、爬竿與圓形攀爬架 7 種，幼兒於線結

構之遊戲設備上，其施力處單純集中於手掌或腳掌，或需要手腳並用；

因此，線結構之遊戲設備多能培養幼兒手部肌肉與抓握能力的發展，

亦能增進手、眼、腳之間的協調性；然而，由於線結構之遊戲設備，

幼兒多能以雙手握住橫桿，加以橫桿間之距離適當，故對幼兒來說，

絕大多數線結構的遊戲設備較能提供幼兒適度且安全的挑戰性。最

後，屬於面結構之遊戲設備有平台、平衡木、扮演設備、仰臥設備、

滑梯、涼亭、益智設備、隧道、樹屋、鞦韆、彈簧搖椅、蹺蹺板、旋

轉架、踏步機、橢圓機、沖浪板、爬梯與弧形攀爬架 18 種，幼兒於面

結構之遊戲設備上進行遊戲時，絕大多數無須使用到手部施力，因此

對幼兒動作技能的發展來說，屬於挑戰性較低之遊戲設備。整體而言，

就動作技能的發展來說，點結構之遊戲設備所帶來的挑戰性大於線結 

構之遊戲設備，線結構之遊戲設備又大於面結構之遊戲設備。 

此外，就認知與生理發展的觀點加以討論遊戲設備的結構及其功

能性可發現，點結構之遊戲設備對幼兒來說是最為困難的，質言之，

當幼兒使用點結構之遊戲設備進行遊戲時，由於所需用到的動作困難

度較高，因此所需要的力量、注意力與認知成分越多，因此對於點結

構之遊戲設備熟練較慢，故當幼兒使用點結構之遊戲設備時，與其他

幼兒的互動將會減少。就線結構之遊戲設備而言，由於幼兒於其上遊

戲時，有較大面積的施力點，因此對幼兒的挑戰性可能不若點結構之

遊戲設備來得高，但幼兒對於使用此類遊戲設備所需用到的動作的熟

練，可能會較點結構之遊戲設備來得快，當動作較為熟練時，原本需

要較多注意力來進行遊戲，此時將可能轉變為自動化的動作，並較可

能產生其他新的玩法，與他人之社會互動亦可能增加。對於面結構的

遊戲設備來說，由於幼兒於其上進行遊戲時，較無須施力，所需用到



的動作技能較少，因此，幼兒使用面結構之遊戲設備進行遊戲時，較 

無須花費額外的注意力與力量，與其他幼兒互動的頻率將可能增加。 

以上就遊戲設備的結構與幼兒發展所進行的討論，可瞭解到點結

構所能提供在動作技能上的挑戰性較大，但能提供與他人互動的機會

較少，然而，面結構所提供的挑戰性雖然較低，但所能提供幼兒與他

人互動的機會卻較多；而線結構在提供動作技能與社會互動發展的機

會上則居於兩者之間。在討論完戲設備的結構與幼兒發展的關係後，

以下將針對遊戲設備結構與動向進行討論。 

遊戲設備依其結構的不同，可提供給幼兒遊戲時的動向也不同，

大致上，幼兒使用遊戲設備時，會有「水平」、「垂直」與「水平兼垂

直」三種動向產生。整體而言，平台、水平攀爬架、平衡木、扮演設

備、涼亭、益智設備、隧道、樹屋、彈簧搖椅、旋轉架、踏步機、橢

圓機與沖浪板等遊戲設備所能提供的為「水平動向」；垂直攀爬架、仰

臥設備、挺舉設備、單槓、爬竿、攀岩牆與蹺蹺板等遊戲設備所能提

供的為「垂直動向」；此外，立體攀爬架、弧形攀爬架、圓形攀爬架、

滑梯與鞦韆等遊戲設備則能提供「水平兼垂直動向」。綜上所述，欲瞭

解遊戲設備能提供的功能，大致上可從遊戲設備之「結構」、「施力處」

及「動向」三個面向加以觀之，遊戲設備之結構有「點、線、面」三

種結構；施力處是指使用該遊戲設備時，身體所使用到的部位，分成

「無」、「1 處」（手或腳）與「2處」；動向則包括「水平」、「垂直」與

「水平兼垂直」三種動向，以下將不同遊戲設備之結構、施力處及其 

所能提供的動向整理如表 4-16。 

 

 

 



表4-16 遊戲設備之結構、施力處與動向摘要表 

項    目 
動       向 

類 型 
水 平 垂   直 水平兼垂直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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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結

構 

施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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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0 

1 1 處    0 

2 處  攀岩牆  1 

線

結

構 

施

力

處 

無    0 

7 
1 處 水平攀爬架 單槓  2 

2 處 
 垂 直 攀 爬

架、挺舉設

備、爬竿 

立體攀爬架、 

圓形攀爬架 
5 

面 

 

結 

 

構 

施 

 

力 

 

處 

無 

平台、扮演

設備、涼

亭、益智設

備、隧道、

樹屋、彈簧

搖椅、橢圓

機 

仰臥設備 滑梯 10 

18

1 處 

平衡木、隧

道、踏步

機、沖浪板 

蹺蹺板、爬梯 鞦韆 7 

2 處  弧形攀爬架  1 

類    型 13 9 4 26 

根據表 4-16 就幼兒的生理與健康發展討論之，以點結構而言，施

力處有 2 處且能提供垂直動向的點結構遊戲設備-攀岩牆，能提供幼兒

進階的挑戰性，唯需注意幼兒遊戲的安全性。就線結構之遊戲設備而

言，以施力處有 2 處且能提供水平兼垂直動向遊戲設備-立體攀爬架與

圓形攀爬架所能提供的功能，較能適切的符合遊戲場規劃之彈性、挑戰

性、發展性、安全性。然而，施力處有 1處且所提供的動向為單一動向



的線結構遊戲設備-水平攀爬架與單槓，較施力處有 1 處且所提供的動

向為單一動向的線結構遊戲設備-垂直攀爬架、挺舉設備、爬竿，所能

提供的挑戰性來得大。整體而言，施力處有 1處之遊戲設備所提供的挑

戰性叫無施力處之遊戲設備來得大；所能提供的彈性則是能提供 2 種不 

同動向的遊戲設備較只能提供一種動向的遊戲設備來得高。 

承接上述，針對台北市公立幼稚園遊戲場中遊戲設備之使用現況來

加以討論，可發現，就靜態遊戲設備而言，其使用數量之多寡依序為平

台、垂直攀爬架、平衡木、水平攀爬架、扮演設備、立體攀爬架、仰臥

設備、挺舉設備、單槓、滑梯、涼亭、益智設備、爬竿、圓形攀爬架、

攀岩牆、隧道、樹屋。其中，面結構之遊戲設備-平台、平衡木、扮演

設備、仰臥設備、滑梯、涼亭、益智設備隧道與樹屋，其總數為 103 座，

佔全部靜態遊戲設備總數的 53.6％。線結構之遊戲設備-單槓、垂直攀

爬架、水平攀爬架、立體攀爬架與圓形攀爬架、爬竿與挺舉設備，其總

數為 86 座，佔靜態遊戲設備總數的 44.8％。點結構之遊戲設備-攀岩 

牆，總數有 3座，佔總數的 1.6％。 

就動態遊戲設備而言，全部屬於面結構之遊戲設備，其總數為 114

座。就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各組成單元而言，屬於面結構之遊戲設備-滑

梯、平台、鞦韆、爬梯、隧道、獨木橋、益智設備與扮演設備，總數有

917 座，佔所有單元遊戲設備的 76.4％。屬於線結構之遊戲設備-水平

攀爬架、垂直攀爬架與弧形攀爬架，總數有 273 座，佔所有單元遊戲設

備的 22.8％。屬於點結構之遊戲設備-攀岩牆，總數有 10 座，佔所有單

元遊戲設備的 0.8％。整體而言，面結構之遊戲設備總數為 1134 座，佔

所有遊戲設備數量的 75.3％；線結構之遊戲設備總數為 359 座，佔所有

遊戲設備數量的 23.8％；點結構之遊戲設備總數為 13 座，佔所有遊戲

設備數量的 0.9％。由此可知，台北市公立幼稚園遊戲設備之結構複雜 



度較為不足，能提供挑戰性的遊戲設備亦較少。 

就遊戲設備所能提供的彈性而言，是指遊戲設備之動向，可分成「水

平」、「垂直」以及「水平兼垂直」三種動向；屬於「水平」動向的遊戲

設備有水平攀爬架、平台、扮演設備、涼亭、益智設備、隧道、樹屋、

彈簧搖椅、橢圓機、仰臥設備、平衡木、隧道、踏步機與沖浪板，其總

數有 839 座，佔所有遊戲設備的 55.71％；屬於「垂直」動向之遊戲設

備有攀岩牆、單槓、垂直攀爬架、挺舉設備、爬竿、蹺蹺板、爬梯與弧

形攀爬架 402 座，佔所有遊戲設備的 26.69％；屬於「水平兼垂直」動

向之遊戲設備有滑梯、鞦韆、圓形攀爬架與立體攀爬架 265 座，佔所有 

遊戲設備的 17.6％。 

綜而言之，就遊戲設備的挑戰性而言，點結構大於線結構之遊戲設

備，線結構又大於面結構之遊戲設備；施力處只有一處大於施力處有 2

處之遊戲設備，施力處有 2處大於無施力處之遊戲設備。就遊戲設備的

彈性而言，能提供 2 種動向大於提供單一動向之遊戲設備。而遊戲場的

多元性則必須從遊戲設備的類型來看，而非遊戲設備的數目，不同類型

的遊戲設備，所能提供的遊戲體驗亦不盡相同。因此遊戲設備的多元

性、挑戰性與彈性，可從遊戲設備的「結構」、「施力處」、「動向」與「類 

型」四個面向加以觀之。 

結構較為複雜的單元遊戲設備，所能提供的功能性也較多，不同類

型遊戲設備越多的遊戲場，所能提供的功能性也越多，因此設置不同類

型且結構較複雜的遊戲設備，不僅可增加遊戲設備的功能性與幼兒遊戲

的多方動向，亦可增加遊戲設備的耐玩性、幼兒間的互動並增加幼兒使

用的時間，對組合式遊戲設備與面積較小的遊戲場來說，可相當程度的

降低遊戲設備上的擁擠程度。 

三、附屬設備之規劃現況與討論 



（一）附屬設備規劃現況 

1.鋪面材質的使用 

本研究所指的附屬設備即為遊戲場之鋪面，而遊戲場中所採

用的鋪面類型有瀝青、混凝土、合成草皮、草地、沙地、橡膠墊、

PU、木頭等，亦有結合兩種或兩種以上鋪面之遊戲場。關於個幼

稚園遊戲場使用之鋪面類型與厚度，詳列於附錄九。68 所幼稚園

中有 64 所幼稚園採用橡膠墊，為最多人採用之遊戲場鋪面；有

23 所遊戲場採用混凝土之硬鋪面，為採用數量次多者；草地與

PU 鋪面則各有 10 所幼稚園採用；木頭與沙地則各有 2 所園所採

用；還有 1 所幼稚園則採用合成草皮；瀝青鋪面則無遊戲場採用。 

另外，擁有兩種鋪面之遊戲場，其鋪面為混凝土與橡膠墊的

遊戲場有 20 所；橡膠墊與 PU 兼具的遊戲場有 7所；草地與橡膠

墊兼具之遊戲場有 2 所（參見圖 4-42）；其鋪面為草地與沙地兼

具者則有 1 所（參見圖 4-43）。採用三種鋪面之遊戲場，其鋪面

為混凝土、草地與橡膠墊之遊戲場有 5 所；採用混凝土、橡膠墊

與 PU 鋪面之遊戲場有 2 所。兼具混凝土、合成草皮、草地與橡 

膠墊之遊戲場有 1所，為提供鋪面類型最多樣之遊戲場。 



 

圖 4-42 遊戲場鋪面－草地與橡膠墊 

 

圖 4-43 遊戲場鋪面－草地與沙地 

2.鋪面色彩 

      64 所使用橡膠墊的遊戲場中，有 56 所使用的鋪面色彩為黑

色，其他 8 所則使用兩種不同顏色的橡膠墊作為鋪面，此兩種顏

色包括「黑色與紅色」、「紅色與綠色」以及「黑色與綠色」。另

外，少數兼具橡膠墊與木頭、PU 與混凝土三種鋪面其中之一的遊 



戲場，能提供不同的鋪面色彩。 

（二）附屬設備規劃現況討論 

    1.鋪面之材質 

使用一種鋪面之遊戲場有多達 34 所，佔全部遊戲場的 50％；其 

中又以使用橡膠墊之數量最多（34 所中有 30 所），以草地、沙地、PU 

與木頭作為鋪面之遊戲場則各有 1所，由於草地、PU 與木頭三種鋪面 

材質屬於較硬的鋪面類型，對於使用遊戲設備進行遊戲的幼兒而言， 

遊戲中常會有跳落的動作，若鋪面的衝擊吸收力不足，對於幼兒之骨 

骼發展可能會造成影響，受傷之可能性也較高。草地、PU 與木頭三種 

鋪面材質的衝擊吸收力都比橡膠墊差，因此這三種鋪面材質皆不適合 

作為無動力遊戲設備區之鋪面；但其中草地和 PU 則適合作為作為開 

放遊戲空間區之鋪面。另外，就沙地而言，雖然屬於較軟性之鋪面， 

然而需注意下雨後與常使用之區塊下，由於雨水與幼兒踩踏之壓力， 

會使鋪面夯實，其鋪面之硬度便會增加，衝擊吸收力將減弱，因此使 

用沙地作為遊戲設備下之鋪面時，應注意要時常翻動，同時也需注意 

沙地中是否有掉落之碎片或尖銳物，以確保幼兒遊戲的安全。 

      再者，使用兩種鋪面之遊戲場共有 26 所；其中以混凝土與橡膠 

墊兼具之遊戲場最多（26 所中有 16 所）；橡膠墊與 PU 材質兼具之遊 

戲場數量次之（26 所中有 7 所）；再者則是草地與橡膠墊兼具之遊戲 

場（26 所中有 2所）；最後則是草地與沙地兼具之遊戲場為數最少（26 

所中有 1 所）。另外，使用三種鋪面之遊戲場有 7 所，其中混凝土、 

草地與橡膠墊兼具之遊戲場為數最多（7所中有 4所）；混凝土、橡膠 

墊與 PU 兼具之遊戲場次之（7 所中有 2 所）；以草地、橡膠墊與木頭 

三者兼具之遊戲場最少（7所中有 1所）。最後，兼具四種鋪面（混凝 

土、合成草皮、草地與橡膠墊）之遊戲場則有一所。從以上數據可知， 



絕大多數的遊戲場都提供了軟硬兼具之鋪面，就硬鋪面而言，雖然不 

適合裝置於無動力遊戲設備區下，但適合作為開放遊戲空間區之鋪 

面，可提供幼兒進行不同類型之遊戲，唯使用時需注意其透水性與安 

全性，從永續校園的角度來看硬鋪面中的混凝土與 PU 皆屬於不透水 

性鋪面，因此無法提供地層之保水性，且易積水，加上施工花費較昂 

貴，因此宜考量遊戲場規劃之預算與排水設計。木頭材質之鋪面，雖 

然透水性較好，卻不利於幼兒於其中使用可移動式遊戲設備進行遊 

戲；草地與人工草皮之透水性較好，且利於幼兒進行如奔跑之大肌肉 

活動，唯草地較不適合使用如妞妞車之可移動式遊戲設備。 

  （2）鋪面之空間配置 

綜上所述，遊戲場可提供軟硬材質兼具之鋪面，於無動力遊戲設 

備下可設置橡膠墊、沙地等軟性鋪面，為需注意定期的維護與檢核；

開放遊戲設備區則可鋪設兩種以上之鋪面，如混凝土與草地，讓幼兒

可於混凝土鋪面中使用可移動式遊戲設備進行遊戲，於草地中進行大

肌肉活動，應可提高幼兒遊戲之安全性。關於開放遊戲空間區兩種以

上鋪面之配置，則可考慮將混凝土鋪面設置於區域的外緣，其他材質

的鋪面則可配置於其中，並且區域可不設置區隔之障礙物，以利幼兒 

於不同區域中順暢的進行遊戲。 

（3）鋪面材質與顏色 

於訪談園長之過程中，園長亦提到，提供不同的鋪面材質可給予 

幼兒不同的刺激，有助於幼兒的感覺統合。再者，鋪面之顏色也能帶

給幼兒不同的感受，不僅為遊戲場增添豐富的色彩，幼兒於其中進行 

遊戲的意願也會大大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