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瞭解幼稚園遊戲場規劃之原則、行政與管理以及遊戲場

規劃之現況；為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觀察法與訪談法，實地觀察台

北市 68 所公立幼稚園遊戲場之規劃，並以其中 11 位園長為訪談對象，

以瞭解同時兼具行政與教學角色的幼教現場工作者，對於遊戲場規劃實

務層面的考量；從與他們的談話中，歸結出一些遊戲場規劃之原則及行

政與管理上的建議；另外，就遊戲場規劃現況部分，將針對遊戲場之地

形與地貌、面積、空間型態、空間分區、空間密度，遊戲設備之材質、

類型、結構與功能性及鋪面之現況，以百分比、次數分配圖等方式描述

之，並進一步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瞭解變項間是否有差異並求其ω2
以

瞭解兩者間之關聯強度；並以卡方檢定瞭解兩變項間是否有關，再以λ

係數值探討兩變項間的相互預測之正確性。以下將分別就「遊戲場規劃

原則及行政與管理現況」與「遊戲場規劃現況」兩部分，提出本研究之

結論。最後，將綜合台北市公立幼稚園之「遊戲場規劃原則及行政與管

理現況」和「遊戲場規劃現況」兩部分，提出相關之建議，供教育行政 

機關與教學現場之工作者參考。 

第一節 結論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研究問題、研究結果與討論，茲將研究結

論臚列於下： 

一、受訪園長表示遊戲場皆定期進行檢核，且設置與維護的經費普遍夠

用，並認為遊戲場規劃應遵循五個步驟與八項原則 

（一）受訪園長認為遊戲場之規劃應注意安全性、經濟性、多元性、合

育性、挑戰性、彈性、美觀性與趣味性等原則 

在八項原則中，絕大多數受訪園長（11 位中有 10 位）認為遊戲場



規劃應注重其安全性，亦即遊戲設備的設計以及鋪面的使用是否安全；

普遍（11 位中有 6位）認為應注重經濟性與多元性，其中經濟性是指能

將既有的經費做最佳的運用；多元性則是指遊戲設備的類型與功能多樣

是否多樣及鋪面與遊戲設備色彩運用是否活潑與豐富。此外，遊戲場規

劃之合育性亦為園長所普遍（11 位中有 5位）提及，合育性是指遊戲設

備的設計是否適合幼兒在認知、情意與技能各方面的發展。 

另外，少數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應注重挑戰性、美觀性、彈性與趣

味性。11 位園長中，有 2位提及遊戲場規劃應提供給幼兒富有挑戰性的

遊戲設備，另外亦有 2位園長認為遊戲場規劃要能提供遊戲設備可收納

空間與可組裝之彈性；其他皆各有 1位提及遊戲場規劃原則之美觀性與

趣味性，其中美觀性是指遊戲設備的造型設計或遊戲場整體的規劃是否

美觀；趣味性則是指遊戲設備的設計本身是否能提供幼兒足夠的趣味。 

（二）遊戲場規劃需經「公開招標」、「共同討論」、「定案與發包」、「施 

工與監工」與「驗收」等五步驟 

遊戲場規劃大致上須經過「公開招標」、「共同討論」、「定案與發 

包」、「施工與監工」、「驗收」等五個過程。若金額在 10 萬塊以上者，

需經過公開招標的程序，再由得標廠商之設計師畫好設計圖與園所教師

討論和總務處共同討論，經過修改後定案並發包給不同遊戲設備製造

商；再由製造商於指定日期將遊戲設備運至遊戲場設置與組裝，施工過

程需由園長與總務處進行監工；工程完成後再由校方與園方共同驗收。 

（三）所有幼稚園皆針對遊戲設備進行定期之維護與檢核，並將維護與 

檢核資料建檔，惟維護與檢核之週期落差較大，且遊戲場面積、遊戲 

設備、鋪面與幼兒受傷情形等相關資料建檔之情況不普遍 

11 所幼稚園皆有針對遊戲設備定期檢核，在遊戲場之檢核與維護週 



期方面，每天檢核一次者有 2 所；每個禮拜檢核一次者有 2所；每個月

檢核一次者 5所；每學期檢核一次者 2 所。維護與檢核週期最頻繁者為

每天一次，頻率最低者為一學期一次。然而，不論各幼稚園遊戲場之維

護週期為何，11 所幼稚園中有 9所將檢核之結果建檔；但對於遊戲場的

面積大小、所使用的遊戲設備與鋪面以及幼兒受傷情形等相關資料之建

檔情形不普遍；同時，絕大多數幼稚園表示面積這方面資料需由總務處

取得，11 所幼稚園亦皆無幼兒受傷情形之資料，只表示幼兒於遊戲設備

上受傷的情形很少，大部分都是在遊戲設備下進行遊戲時相撞或奔跑時 

跌倒受傷的情形較多。 

（四）幼稚園普遍表示平時遊戲場之設置與維護經費夠用，但遇到遊戲 

設備或鋪面需要一次汰換時，則必須採逐年累積經費的方式 

11 位園長中有 8位表示遊戲場之設置與維護經費夠用，是因為遊戲 

設備與鋪面不會每年汰舊換新，因此基本上經費是足夠的；然而，大多

數園長亦表示，若遊戲設備或鋪面要一次換新，經費是不足的，因此必

須採逐年汰換或逐年累積經費方式；就維護而言，也大多是小零件的汰

換，因此大多數幼稚園皆表示遊戲場設置與維護經費大致上來說是夠用

的，但遇到遊戲設備或鋪面需要一次汰換時，則必須採逐年累積經費的 

方式。 

二、地形或地貌殊相之遊戲場在規劃上具有良好的創造性；空間型態大

致上利於成人督導、空間密度利於幼兒遊戲，但空間分區之多元性、安

全性與近便性較為不足 

（一）少數地形或地貌較為特殊之遊戲場，能利用其地形與地貌設置具 

特色之遊戲設備 

68 所幼稚園中，有 63 所屬於完全平地地形，另外 5所為平地與坡 



地地形兼具之遊戲場。就平地與坡地兼具之幼稚園遊戲場而言，都能夠

充分利用其地形，配合陡坡地設置的大型攀岩牆或於緩坡地上設置網狀

攀爬架，充分利用遊戲場之地形特色。此外， 68 所幼稚園遊戲場中有

2 所，能利用樹木設置樹屋，讓幼兒更貼近自然；另外，有 1所幼稚園

更利用樹木間之密集程度，設置可 360 度擺盪之鞦韆與樹床，增加遊戲

場整體規劃之創造性。 

（二）大多數遊戲場之空間型態利於成人督導，面積能提供給至少一班

幼兒同時使用而不嫌擁擠，並能規劃三種以上空間分區；但擁有自然與

創作遊戲區之遊戲場較少，連結區型態亦普遍屬於「迂迴式」 

在 7種不同空間型態的遊戲場中，一型與ㄖ型兩類屬無轉折處之遊

戲場，與具有一處轉折之ㄏ型遊戲場，屬於較利於一位成人督導的空間

型態，總數有 50 所；其他則有 18 所之空間型態屬於有一轉折處之ㄒ型

遊戲場與有兩個轉折處之ㄣ型與ㄇ型遊戲場，當遊戲場中只有一位成人

時，較不利於其督導。此外，由於班級數不同之幼稚園遊戲場面積未達

顯著差異（F＝2.02，p＝0.77），亦即不論班級數之多寡其面積大小皆

相同，因此，若以各遊戲場的面積除以全園幼兒人數，則大多數遊戲場

之空間略顯擁擠；但若同時只給一班幼兒使用，則大多數遊戲場（68

所有 53 所）之空間密度大於 7 平方公尺，對幼兒遊戲來說顯得較不擁

擠。 

在 68 所幼稚園中，規劃有二種空間分區之遊戲場有 14 所；三種空 

間分區之遊戲場有 39 所；四種空間分區之遊戲場有 15 所；整體而言，

規劃三種以上空間分區的遊戲場有 54 所，由此可見，大部分遊戲場能

規劃三種以上的空間分區，提供幼兒多元的遊戲體驗；少數規劃 2 種空

間分區的遊戲場，所能提供幼兒遊戲的多元性則較為不足。此外，規劃

有三種以上空間分區之遊戲場中，有 20 所擁有自然與創作遊戲區，其



空間型態以一型與ㄖ型等無轉折或一處轉折之遊戲場居多。 

此外，就連結區的型態而言，以「無障礙式」較有利於幼兒直接進 

入遊戲場，幼兒每天接觸到遊戲場的機會也較大；「迂迴式」連結區則

較不利於幼兒直接進入遊戲場，幼兒每天接觸到遊戲場的機會也較小。

然而，68 所遊戲場中，有 19 所屬於無障礙式連結區；33 所屬於迂迴式

連結區；16 所屬階梯式連結區；故遊戲場空間分區中之連結區近便性普

遍不足。 

（三）絕大多數遊戲設備為獨立配置，且其使用區與緩衝區之距離不 

足  

由於遊戲設備類型與使用區及緩衝區之符合程度有關（ χ2
＝ 

17.16，p＝.002；χ2
＝13.77，p＝.001），且絕大多數的遊戲設備，皆

為獨立設置，然而，獨立設置之遊戲設備所佔的面積較大，因此，在符

合使用區與緩衝區之標準下，分別有 450 座及 351 座遊戲設備為完全符

合使用區與緩衝區之標準，故絕大多數的遊戲設備的安全距離較為不 

足。 

三、遊戲設備的安全性大致良好且類型多元，但統整性、挑戰性與彈性

略顯不足 

（一）不同材質的遊戲設備維護情形大致良好；但大多數遊戲設備的結 

構複雜度較低 

FRP 製為動態遊戲設備中使用最多之材質；靜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

則以木頭為使用最多的材質，少數鐵製遊戲設備有鏽蝕情形產生，其他

材質之遊戲設備的使用情形與維護現況良好。此外，大致上而言，較能

提供幼兒遊戲挑戰性的是「點結構」與「線結構」之遊戲設備，「面結

構」之遊戲設備所能提供之挑戰性則較為不足；然而，屬於「面結構」



的遊戲設備有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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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梯與弧形攀爬架等 18 種，總數為 1134 座，佔所有遊戲

設備的 75.3％；其餘的 372 座則為挑戰性較高之點結構與線結構之遊戲

設備，佔總數的 24.7％。此外，由於能提供不同動向之遊戲設備其彈性

也較大，然而，屬於單一動向的遊戲設備總數有 1241 座，佔所有遊戲

設備的 82.4％；兼具兩種動向之遊戲設備有 265 座，佔所有遊戲設備的

17.6％；因此大多數遊戲設備所能提供的彈性較為不足。 

（二）就組合式遊戲設備而言，大多數之組成單元種類多元，惟能善用 

其下之可用空間者較少，且少數之平台亦較為擁擠 

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各組成單元中，使用最多之前 6 種單元遊戲設

備，依序為平台、滑梯、垂直攀爬設備、爬梯、益智設備與獨木橋，總

數為 973 座，佔遊戲設備之總單元數的 8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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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大多數組合式遊戲設備所提供之單元遊戲設備的種類較多元。其

中，組合式遊戲設備上之平台，由於扮演著連接不同單元遊戲設備與提

供幼兒遊戲轉換空間的角色，需要較大的空間；但有少數組合式遊戲設

備以 1座約 1平方公尺之平台與其它單元遊戲設備連結，對於大多數至

少連接 3座單元遊戲設備之平台來說，空間略顯狹窄。此外，組合式遊

戲設備，在其平台、水平攀爬架、隧道或獨木橋的結構之下或兩側，常

會有一些額外的可用空間；而少數遊戲設備能利用隧道或獨木橋下之可

用空間，將獨立之鞦韆配置其下，亦有少數組合式遊戲設備於水平攀爬

設備兩側設置網狀之垂直攀爬架，充分利用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可用空 

間，達到遊戲場規劃之統整性。 

 



四、遊戲場鋪面之安全性良好，多元性尚可，創造性不足 

（一）遊戲場普遍採用兩種以上之軟、硬兼具的鋪面材質，並多以深綠

色橡膠墊作為無動力遊戲設備區之鋪面，且維護情形大致良好 

68 所幼稚園有 38 所提供兩種以上之鋪面，皆為軟、硬鋪面兼具之 

遊戲場，較軟之橡膠墊多供無動力遊戲設備使用；其它較硬之鋪面多為 

開放遊戲設備區使用；更有少數遊戲場（38 所中有 7所）提供三種之鋪 

面。此外，68 所遊戲場有 64 所於無動力遊戲設備區下設置橡膠墊；其 

餘 4 所則分別以沙地、草皮、PU 與木頭作為無動力遊戲設備區下之鋪 

面；設置橡膠墊之遊戲場，其鋪面維護情形大致上良好；少數遊戲場之 

橡膠墊因樹根生長而有被翻起的現象或草皮因為時常踩踏而剩下泥土 

作為其遊戲場之鋪面。此外，68 所公立幼稚園中有 56 所，135 所公立 

幼稚園中有 99～123 所之遊戲場，使用深綠色橡膠墊作為無動力遊戲設 

備區之鋪面。另一方面，68 所遊戲場中有 8所，135 所公立幼稚園中， 

有 11～21 所，於遊戲設備下使用深綠色與紅色兩種不同顏色交錯配置 

之鋪面。 

（二）遊戲場所使用的鋪面厚度皆能提供安全的保護，惟有少數遊戲場 

能賦予鋪面不同的功能 

所有遊戲設備從其開放結構處算起，最高者為 200 公分，其下有 2.5 

公分之鋪面，其餘遊戲設備之高度接不超過 200 公分且其下之鋪面厚度

皆大於 2.5 公分，因此就遊戲設備之跳落高度與鋪面之厚度來看，皆符

合經濟部中央標準局之規定，故遊戲設備之高度皆能與鋪面厚度相配

合，增加遊戲場規劃與幼兒遊戲的安全性。遊戲場之鋪面除了可以提供

幼兒遊戲時的安全保護之外，少數遊戲場更在其橡膠墊或其他材質的鋪

面上，劃上注音符號、英文字母、動物圖形或迷宮並給予不同的色彩，



除了可取代認知與扮演設備，並可空出更大的空間來供幼兒遊戲之外； 

也因豐富且活潑的色彩而增加了遊戲場規劃的創造性。 

第二節 建  議 

本研究走訪了台北市 68 所幼稚園，針對 11 位幼教現場工作者－園

長進行訪談，加上於遊戲場中實地的觀察與測量之結果與發現，除提出

本研究之結論外；以下將綜合文獻探討與本研究之結論，提出若干建 

議，分別給予教育行政機構、學校行政人員與後續研究參考。 

一、遊戲場規劃除了應注重受訪園長所提之八項原則外，亦應注重其近 

便性、創造性與統整性 

11 位園長所提出若干遊戲場規劃之原則，包括安全性、經濟性、多 

元性、合育性、挑戰性、彈性、美觀性與趣味性等八項原則，其中遊戲

場有安全的遊戲環境幼兒才能夠平平安安的遊戲，有多元的遊戲場幼兒

才會喜歡到遊戲場來遊戲，有適合幼兒身心發展階段的遊戲設備，才能

幫助幼兒於遊戲過程中獲得健康的發展，同時也必須有經費的支持，以

上原則才得以落實；此外，增加結構較為複雜、可組裝與可移動的遊戲

設備以提升遊戲設備的挑戰性與彈性，並提供能發展認知、情意與技能

等領域的遊戲設備，以符合遊戲場規劃之合育性等等，都為遊戲場規劃

時可供參考的重要原則；然而，規劃無障礙式連結區，以增加幼兒使用

的頻率，並方便幼兒直接進入遊戲場，提升遊戲場之近便性；此外，尚

可使用不同色彩之鋪面或遊戲設備，或將不同類型之遊戲設備交互配

置，以增加遊戲場之創造性與統整性，亦為遊戲場規劃時，可供參考之 

原則。 

 

 



二、善用幼稚園電腦化管理系統，促進幼稚園遊戲場定期之管理與維護 

並將相關資料建檔，以利管理、決策與經費的分配 

幼稚園皆定期針對遊戲場之遊戲環境進行檢核與維護，普遍有將檢 

核與維護之記錄建立書面或電子檔；唯獨各園所間檢核與維護的頻率差

異情形甚大，而且皆無面積、遊戲設備、鋪面與幼兒受傷情形等相關資

訊；因此，各幼稚園對遊戲場安全的監控情形差異甚大，在遊戲場相關

設備或設施的認知程度亦偏低。有鑑於此，可由教育行政機關，運用幼

稚園電腦化管理系統，規定幼稚園至少每一週要將幼稚園定期將檢核與

維護情形、遊戲場中遊戲設備與幼兒受傷情形建檔並上傳；如此一來，

相信能有助於幼稚園定期檢核工作的進行，也可以讓幼稚園更瞭解遊戲

設備之使用現況，並將相關訊息提供給設計師或廠商，針對相關設計或

使用上之缺失進行改進；另一方面，教育行政機關亦能擁有充分的資

訊，主動監控遊戲場之遊戲設備、附屬設施之使用情形、其他相關經費

的運用情形以及幼兒受傷情形，以利於經費分配與安全上的控管，為幼 

兒遊戲的安全與品質把關。 

三、較少樹木可供遮蔽之遊戲場或較易鏽蝕之材質，宜增加遊戲設 

備定期檢核的頻率，若經費無虞，可考慮選擇耐熱性、耐蝕性高並具有 

安全表面處理之材質作為遊戲設備之主體結構，或使用遮陽設備 

由於各園所之地形與地貌皆不盡相同，因此幼稚園需評估遊戲場本

身之地形與地貌，設置不同之遊戲設備與鋪面。在地形方面，若為緩坡

地則不適合設置組合式遊戲設備與動態遊戲設備，但可設置適合地形之

攀爬設備，利用地形與遊戲設備之間的配合，提供幼兒於遊戲時適度的

挑戰性；就地貌而言，樹木較密集的遊戲場，較不適合大型組合式遊戲

設備與橡膠墊的設置，因此可考慮將不同類型之靜態與動態遊戲設備交

互配置，讓遊戲設備整體結構產生不同的轉折與變化，亦可考慮利用樹



木，於樹木與樹木間的空間設置如樹床與可 360 度擺盪的鞦韆，惟鋪面

宜使用適當厚度之鬆填料並時常進行翻動與檢查，以確保幼兒遊戲的安

全性。 

此外，由於靜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的材質以木製居多，動態遊戲設

備則以 FRP 製居多；然而，以木頭作為主體結構的遊戲設備，在樹木較

為分散與稀疏之遊戲場，經太陽的照射，雖然溫度不至於太高，但日久

較受腐蝕；而 FRP 製的遊戲設備在太陽曝曬下，因溫度較高，遊戲設備

一經碰撞較易脆裂，其他材質，如鐵製、不銹鋼製材質之遊戲設備，皆

容易因太陽曝曬而產生高溫，故對太陽亦直接照射到遊戲設備之遊戲場

來說，此類材質之遊戲設備於大部分時間較不適合幼兒使用，加以鐵製

遊戲設備經風吹雨淋較容易有鏽蝕的情形發生，產生健康與安全上的疑

慮。然而，由於鋁合金材質具有耐蝕性、耐熱性、無毒性、環保性、安

全的表面處理等特性，因此若遊戲場屬於樹木較稀少而無法提供遊戲設

備遮蔽者，或經費無虞之遊戲場，可考慮使用鋁合金材質作為遊戲設備

之主體結構，或使用遮陽設備，可有效避免太陽直接曝曬與雨水直接接

觸到遊戲設備，應可增加遊戲設備之維修率與安全性。雖然，採用較為

安全之材質作為遊戲設備之主體結構，可增進遊戲設備的安全性，但仍

須配合定期檢核工作的進行，尤其是遊戲場中有使用較久之遊戲設備或

較易鏽蝕之材質，應增加檢核的頻率，方能較為有效的確保幼兒遊戲的

安全。 

四、遊戲設備與空間分區可依三點原則進行配置；而空間型態有一處以 

上轉折或擁有 2種空間分區之遊戲場，可考慮設置開放遊戲空間區或 

自然與創作遊戲區，並採用不同材質為其鋪面 

不同空間型態之遊戲場，其空間分區與遊戲設備的配置皆宜把握以

下三點原則： 



（一）高低漸層：遊戲設備高度較高者配置於後，高度較低者配置於

前。 

（二）動靜分置：以開放遊戲空間區分隔無動力遊戲設備區及自然與

創作遊戲區。 

（三）近便性：連結區與儲藏設備或設施宜靠近自然與創作遊戲區及

開放遊戲空間區配置。 

由於「迂迴式」連結區為遊戲場中最常見的連結區型態，「階梯式」

連結區也為數不少；大致上而言，此兩種類型之連結區，不僅較不利於

身心障礙的幼兒直接進入遊戲場，且幼兒進入遊戲場的時間也會拉長，

因此基本上，就教室鄰近遊戲場的階梯式與迂迴式連結區而言，若經費

無虞，可考慮改為無障礙式連結區，以符合遊戲場規劃的近便性。 

此外，規劃有自然與創作遊戲區之遊戲場，其空間型態多為一型與

ㄖ型，此兩種空間型態皆屬無轉折之空間型態，較利於成人的督導，其

他具有一轉折處以上之空間型態（包括ㄏ型、ㄒ型、ㄇ型、ㄣ型與分散

型），當只有一位成人時，較不利於督導；加以，幼兒於自然與創作遊

戲場所進行之遊戲較為靜態，因此，遊戲場屬於有一處以上轉折之空間

型態，可設置自然與創作遊戲區，以利成人的督導，並增加幼兒遊戲的

多元選擇。再者，由於擁有 2種與擁有 3 種空間分區之遊戲場面積相同，

因此擁有兩種空間分區之遊戲場，可考慮將其空間分區數提高至 3 種，

亦即可增設開放遊戲區或自然與創作遊戲區，增加幼兒遊戲的多元選擇

與體驗，並可於開放遊戲空間區中，使用較硬的材質，如草地、PU、混

凝土作為其鋪面，更可進一步採用兩種以上的硬質鋪面（如草地與混凝

土）作為開放遊戲空間區之鋪面，可帶給幼兒遊戲時的不同感受，增進

幼兒遊戲的多元體驗。 

 



五、宜參酌遊戲場本身之面積，限制適當的同時使用人數與配置適當數 

量的遊戲設備 

由於大多數遊戲場之面積若同時讓全園幼兒於其中進行遊戲時，將 

略顯擁擠，因此面積大小不同之遊戲場，宜斟酌其面積大小，對同時使

用遊戲場的人數稍加控管，將有助於減少幼兒間互相碰撞的情形產生、

增加幼兒間的互動並減少攻擊行為的發生。對面積 210 平方公尺，亦即

擁有 840 塊 50 公分×50 公分橡膠墊的遊戲場而言，約可同時讓 30 位幼

兒於遊戲場中進行遊戲，而不會過於擁擠，但此空間必須扣掉遊戲場中

之樹木、階梯式連結區或其他設施所佔用的面積，因此實際上要讓 30

為幼兒同時於遊戲場中進行遊戲之遊戲場，其面積以 250 平方公尺為

宜；若要提供 2班幼兒同時進行遊戲之遊戲場，其面積則應有 420～500 

平方公尺。 

此外，由於 1 座符合 CPSC 使用區與緩衝區標準的靜態遊戲設備，

視遊戲設備之類型不同，需 75～140m
2
不等；1座符合 CPSC 使用區與緩

衝區標準的動態遊戲設備，需 60～90 m
2
不等的空間；1座符合 CPSC 使

用區與緩衝區標準的組合式遊戲設備，則需 95～192 m
2
不等的空間。以

面積為 580m
2
且空間分區為「無動力遊戲設備區與連結區」的遊戲場為

例，以配置 1～2座組合式遊戲設備，2～3座靜態設備與 2～3座動態遊

戲設備為宜；但是若能將靜態、動態或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剩餘空間做良 

好的配合運用，將可空出更多空間劃歸給其它遊戲設備或分區使用。 

六、可增加遊戲設備間的統整性，並增設富創造性的鋪面及富挑戰性與 

彈性的遊戲設備 

由於結構較為簡單之面結構遊戲設備為數較多，結構較為複雜之點 

與線結構之遊戲設備較少；因此，大部分遊戲設備所提供的挑戰性不

足，在遊戲設備上停留的時間也可能相對的較為短暫；故設置結構較複



雜的攀爬設備，將可增加幼兒於遊戲設備上的遊戲時間，也能夠提供較

多的挑戰性。此外，要提升遊戲場或遊戲設備的挑戰性，除了可增設結

構較複雜之遊戲設備外，亦可增加既有遊戲設備的複雜度，也就是提供

較複雜的點或線條或變換遊戲的方向性，例如可在「水平」的攀爬設備

兩側設置「垂直」的網狀攀爬架，為幼兒的遊戲提供不同的方向性，將 

可有效增加遊戲設備之挑戰性與彈性。 

此外，由於符合使用區與緩衝區標準之遊戲設備為數較少，加以絕

大部分遊戲場，都將不同類型的遊戲設備分開配置，對於面積較小之遊

戲場來說，將遊戲設備分開配置較佔空間，亦不符合遊戲場規劃之統整

性，因此，為有效提升遊戲場規劃之統整性，可採以下三點原則： 

（一）善用遊戲設備下之可用空間 

可於組合式遊戲設備下設置獨立之鞦韆或網狀之垂直攀爬架，將

可節省下靜態或動態遊戲設備因獨立設置所佔的空間，利於開放遊戲

空間區或其它分區之可用空間的增加。 

（二）將不同類型之遊戲設備交互配置 

可利用不同類型的靜態遊戲設備間之緊密排列，形成另一種類型 

的組合式遊戲設備，增加遊戲場規劃之「創造性」。亦可利用靜態遊

戲設備與動態遊戲設備的緊密排列，創造出兼具挑戰性與速度感之另 

類遊戲設備。 

（三）善用遊戲設備或設施之可取代性 

除了善用遊戲設備下之可用空間和將不同類型之遊戲設備交互 

配置之外，也可善用鋪面來取代一些遊戲設備所能提供的功能，例如在

鋪面上畫上注音符號或英文字母以取代認知設備；或畫上交通標線以提

供幼兒進行扮演遊戲。 



此外，由於大部分遊戲場皆以深綠色橡膠墊作為無動力遊戲設備區 

之鋪面，色彩較不活潑，遊戲場規劃之創造性較為不足，因此可採用不

同顏色做為遊戲場的鋪面，並利用不同鋪面的色彩，來區分不同類型的

遊戲設備，亦即可分別於靜態、動態與組合式遊戲設備之下，設置黃色、

紅色等顏色較鮮豔之鋪面作為區隔，顏色間又以不重複為原則，以增加

遊戲場整體規劃之創造性；同時，亦可用不同顏色之鋪面預留出使用區

及緩衝區之範圍，來提醒幼兒與教師遊戲的安全距離，更可增加幼兒遊 

戲時的安全性。 

七、對於平台空間較小的組合式遊戲設備而言，可增加平台數為 2 座以 

上或加大平台空間至 2平方公尺以上 

組合式遊戲設備皆以平台連接單元遊戲設備，且絕大多數的平台連

接了至少 3 種單元遊戲設備，但有少數組合式遊戲設備之平台面積卻低

於 1平方公尺；由於連接三個不同類型之單元遊戲設備的平台，代表了

同時可能會有 3個以上幼兒於平台上進行遊戲，因此宜增加平台之面積

或連接兩個不同的平台，讓幼兒在遊戲時有足夠的轉換空間，不至於造

成危險，也有助於幼兒遊戲的順暢性。此外，提供 2座以上平台可讓組

合式遊戲設備產生造型上的曲折並具有高低起伏，不僅能夠讓組合式遊

戲設備較能隨著遊戲場中樹木的密集程度轉折，增加組合式遊戲設備在

造型與結構上的創造性，也可藉由層升的平台，來提供幼兒遊戲時適度 

的挑戰性。 

八、對後續相關研究之建議 

（一）在研究對象方面 

1.可增加訪談人數，同時，也可加入私立幼稚園園長，作為研究之

訪談對象，以瞭解不同的公私立幼稚園園長所認為的遊戲場規劃

之原則有何異同之處。 



2.可加入教師與幼兒使用遊戲設備之觀點，以多方瞭解不同對象對

空間設計、遊戲設備與附屬設施規劃現況之感受。 

（二）在研究方法方面 

可採問卷調查法，以普遍且更快速的瞭解大多數幼稚園遊戲場規

劃現況、園長對遊戲場規劃之理念等資料。 

（三）在研究內容方面 

1.本研究的 68 所遊戲場中的遊戲設備之跳落高度與鋪面厚度，雖

然皆符合中央標準檢驗局之規定；然而各種遊戲設備在設計上是 

否符合幼兒之發展階段，亦為後續研究值得深入探討之議題。 

2.由於不同遊戲設備結構之複雜程度不一，因此可深入的觀察並記

錄幼兒於不同遊戲設備上進行遊戲時，其停留的時間各為多久，

以瞭解是否結構較複雜之遊戲設備幼兒停留的時間較久，以及幼 

兒是否較偏愛結構較為複雜之遊戲設備。 

3.本研究於 68 所遊戲場中，發現將靜態遊戲設備緊密或結合靜態

與動態遊戲設備而成為另一種類型之組合式遊戲設備者為數甚

少；因此後續研究可將此種型式之遊戲設備與一般之組合式遊戲

設備進行比較，以瞭解兩者所佔空間大小、所能提供之功能性與

幼兒之喜愛程度與幼兒於遊戲設備上停留時間等方面是否有所 

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