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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項目 檢驗結果 檢驗說明 

4.2 連結裝置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9 頁 

4.3 輪胎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9 頁 

5 一般要求事項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9-10 頁 

6 性能要求事項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10-13 頁 

7 出入要求事項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13-19 頁 

8.1 平衡木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19 頁 

8.2 攀爬架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19-20 頁 

8.3 上肢運動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0 頁 

8.4 滑桿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0-21 頁 

8.5 滑梯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1-23 頁 

8.6 鞦韆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3-25 頁 

8.6.7 鞦韆座椅之衝擊吸收試驗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5-26 頁 

8.7 擺盪式閘及門設備 ■ 不 適 用 ( 不 建 議 用 於 公 共 遊 戲 場 ) 詳見第 27 頁 

8.8 旋轉木馬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7-28 頁 

8.9 滾軸滑梯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8 頁 

8.10 翹翹板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8 頁 

8.11 彈簧搖動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8 頁 

8.12 滾木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8 頁 

8.13 軌道車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9 頁 

8.14 頂蓋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9 頁 

8.15 梅花樁設備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29 頁 

9 遊戲場規則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30-32 頁 

10 無障礙 ■無要求內容 (設計應符合無障礙空間相關規定 ) 詳見第 32 頁 

13.2.1 防護鋪面衝擊吸收性能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33-43 頁 

14 標誌或標籤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54 頁 

15 製造者識別 ■ 合 格 □ 不 合 格 □ 無 此 設 備 □ 未 申 請 檢 驗 詳見第 55 頁 

備註及結論: 詳見第 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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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名稱 儀器廠牌 儀器型號 最近校正日期 

1.捲尺 JKS  8 M 2020.11.17 

2.足型探測器 K.E  15912A.1 --- 

3.頭部探測器 K.E  15912A.2 --- 

4.硬結點測高計  K.E  15912A.3 --- 

5.全網測試框架 PORSHN 15912A.5 --- 

6.軀幹探測器 K.E  12642A.2 --- 

7.邊緣不完整的開口之探測模板 K.E  12642A.4 --- 

8.A.11 懸吊構件突出物測試規 K.E  12642A.11 --- 

9.A.20 可觸及探測器 ASIA ULP-1   2021.03.02 

10.弧度尺規 K.E R760 --- 

11.距離尺 K.E SL-06 --- 

12.無線表面衝擊量測系統 TRIAX 30-11475 2020.08.18 

13.無線表面衝擊量測系統 TRIAX 30-10988 2020.08.18 

14.溫度計 AIP R00EX004 202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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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 –檢驗 結果 – 備考 判定 

4. 材料及製造  

4.2 連結裝置   

4.2.1 
所有扣件、接頭、覆蓋裝置等，本
身應防蝕或應防蝕塗裝處理。  

皆有塗裝處理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4.2.2 

依製造商之作業說明書安裝時，扣
件、接頭、覆蓋等裝置，不得鬆脫
或不用工具無法移除。鎖固墊圈、
自鎖螺帽或其他鎖固方式，均應用
於所有之螺帽及螺栓上，以防鬆
脫。移動接頭上之五金件亦應栓
緊，以防意外鬆脫。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4.2.3 

活動之懸吊組件，應透過軸承或具
減低磨損之軸承面，與固定之支撐
結構連結。固定在掛鉤配件之纜
索，可視為一個軸承面之作用。纜
索之兩端之斷面端點應不得觸及，
或應使用護套包住，以避免磨損的
鋼線造成傷害。纜索及鋼索，應加
保護以預防磨損、鬆脫、散開或與
接頭滑脫。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4.2.4 
鉤子、連結裝置等，應符合 6.4.5 之
規定。  

無 S 形鉤、C 形鉤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4.3 
輪胎  

輪胎不得積水，且不得有裸露之鋼
帶或鋼絲。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5 一般要求事項    

5.2 

針對不同年齡層，學齡前 [ (2～ 5)
歲 ]、 (5～ 12)歲、 (2～ 12)歲所設計
之遊戲設備，應使所有該設備之遊
戲活動滿足該年齡層之要求事項。  

1.鞦韆區: 2~12 歲 
2.攀爬區: 2~12 歲 
3.挖沙器區: 2~5 歲 
4.火山溜滑梯區: 2~12 歲 
5.恐龍化石攀爬區: 2~12 歲 
6.沈船攀爬區: 2~12 歲 
7.玩沙盤區:2~5 歲 
8.共融式旋轉盤:2~12 歲 
9.弧形盤爬網架區:2~12 歲 
10.冒險島溜索:5~12 歲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5.3 
遊具應錨定於地面或不會遭重定
位。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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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 –檢驗 結果 – 備考 判定 

5.4 
小零件當依製造商之說明書安裝，
對 3 歲以下兒童設備應符合 CNS 
4797-3 之規定。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 性能要求事項    

6.1 

頭及頸部誘陷  

公共遊戲場設備應設計、建構或組
裝，使任何可觸及之開口均滿足下
列性能要求事項，使不論頭部或腳
部先進入該開口時，均可以降低頭
部或頸部誘陷之風險。惟介於防護
鋪面與設備底緣之開口 (例：欄杆、
平臺、踏階等 )，則排除在本要求事
項外 (參照圖 A.1)。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1.1 

可觸及的開口  

一個邊緣完整之剛性開口，當用軀
幹探測器 (參照圖 A.2)能插入該開口
深度達 102 mm 以上時，則視為可
觸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1.2 

邊緣完整的非剛性開口  

一個非剛性開口，例如在 (不限於 )撓
性網、帆布及塑膠圈中所見到者，
若一個軀幹探測器依 6.1.2.1 測試，
可以穿過該開口深達 102 mm 以
上，則視為可觸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1.3 

大型開口之邊界  

若該開口可使 229 mm 之頭部探測
器進入，則該開口邊界之每一部分
視為邊緣不完整的開口，應以 6.1.4
之要求事項評估。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1.4 邊緣不完整的開口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2 
尖端及銳邊  

在公共遊戲設備上不得有可觸及的
尖端或銳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2.1 
所有在公共遊戲設備上之點及邊，
均應參照 CNS 4797-3 之要求事項測
試。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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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 –檢驗 結果 – 備考 判定 

6.2.2 
所有管材之裸露開口端均應加裝管
蓋或管塞，不使用工具無法將其移
除。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2.3 

例如上肢運動設備之吊環、鞦韆椅
等，其角與稜邊應有半徑至少 6.4 
mm 之圓弧。本要求事項不適用於鞦
韆帶椅、條帶、繩索、鏈條、接頭
及其他撓性之組件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2.4 
截斷螺栓突出螺帽之端點，應無毛
邊、尖端或銳邊。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3 

突出點  

在公共遊戲設備上應無突出點。規
定用突出物測試規測定突出物是否
為突出點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3.1 

可觸及的突出物  

當一突出物為隱藏式，或處於一無
法讓任何突出物測試規放在其上面
時，則該突出物為不可觸及之，為
非突出點。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3.2 

判定突出物為突出點  

依序將 3 個測試規以每個方向放在
每個可觸及突出物上。測定突出物
是否超出任一個測試規面。若突出 3
個測試規之任一個表面，則該突出
物測試不合格，判定為突出點。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3.3 

鞦韆椅突出點  

在鞦韆椅會經過的所有位置測試此
條件，將突出物測試規保持垂直，
其軸與經過面保持平行，將測試規
放在整個經過路徑上的可觸及突出
物上方，鞦韆椅上的任何突出物會
超出測試規的表面即為突出點。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4 

纏結  
公共遊戲設備不得有纏結之危害。
測定纏結危害需要 3 種 (突出物 )測試
規、厚薄規 (測隙規 )及精確量測 3.0 
mm 延伸長度之方法，本節所述的任
何情況均構成纏結危害。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4.1 滑梯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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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1 
突出物同時滿足以下兩者為纏結危
害物。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  3 個突出物測試規中之任一個套
在突出物上，且可與該突出物初始
突出之表面接觸。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  該突出物垂直 (±5°)於初始面且突
出超過 3.0 mm，可使用突出物測試
規之厚度 (參照圖 A.l l )量測其突出量
(3.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4.1.2 
滑梯應提供一個連續之滑行面 (滾軸
滑梯除外 )，並應減少纏結之可能
性。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4.2 

平面上之突出物  

滿足 6.4.1.1(a)及 6.4.1.1(b)之條
件，而從一個水平面突出之突出
物，即屬於纏結危害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4.3 

裸露螺栓端突出物  

任何可觸及之螺栓端點，若超過螺
帽面 2 個完整螺紋，即屬於纏結危
害。當螺栓端點為內凹時，且以
88.9 mm 外徑之突出物測試規之外
緣曲面平放於內嵌範圍時，無法接
觸到螺栓端點，則該螺栓為不可觸
及，非纏結危害物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4.4 

增大型突出物  

3 個突出物測試規中之任一個可套住
之突出物，其自初始面所增大之尺
度大於 3.0 mm，且其深度大於 3.0 
mm 者，即屬纏結危害物。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4.5 

連結裝置  

如 S 形鉤、C 形鉤等連結裝置，當
封閉得當，則不屬於纏結危害物。
前述〝封閉〞係指用厚薄規量測，
其間隙為 1.0 mm 以下。  

無 S 形鉤、C 形鉤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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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1 

S 形鉤狀連結器受更多此類要求事項
之限制。若不滿足下列 (a)至 (c)任何
一項，便會導致纏結危害。  

(a)  S 形鉤下環封閉端不得有任何部
分在上環垂直範圍的下方  

(b)  與連結本體重疊的 S 形鉤上環不
得超出該本體，S 形鉤的上環應
可與連接本體成一直線或部分重
疊。  

(c)  S 形鉤下環須與連接本體成一直
線，不得以任何方式重疊。  

無 S 形鉤、C 形鉤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6.5 

壓碎點及剪切點  

兩個相對運動組件之交合點，或正
常搖擺角度下，搖擺元件 (例：鐘擺
式翹翹板、軌道吊車等 )的靜態支撐
構件與堅硬支撐構件間開口，不得
產生壓碎點或剪切點。壓碎點或剪
切點為可在一處或多處卡住直徑 16 
mm 棍子之任何點。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5.1 
為降低不小心接觸到壓碎點或剪切
點之可能性，開口應符合 6.5.1.1 或
6.5.1.2 之規定。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5.1.1 

尺度小於 25 mm 之開口，當以手指
探測器進入開口時，碰不到任何壓
碎點或剪切點，則該開口為可接
受。該探測器應以不大於 4 N 之施
力在所有可能的關節位置測試。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5.1.2 

尺度為 25 mm 以上之開口，其壓碎
點或剪切點應至少距離開口平面達
表 1 規定的距離，此時情形為該開
口外圍覆蓋壓碎點或剪切點。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6.6 

懸吊危害  

不得有單獨之非剛性組件 (纜索、鋼
線、繩索或其他類似組件 )，懸吊在
遊戲單元之間，或地面與遊戲單元
之間，且其水平夾角在 45°內；除非
其高度大於遊戲場地面 2,130 mm，
且其截面直徑至少為 25 mm，建議
該懸吊組件應有明亮顏色或與周圍
設備形成鮮明對比，以增視覺效
果。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7 出入要求事項    

7.1 到達遊具之無障礙通道  無無障礙通道要求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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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橫桿梯、踏階、階梯及坡道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7.2.1 
踏階及橫檔桿，其間隔應平均分
布，其許可差為±6.4 mm，水平許可
差為±2°。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2 
踏階及橫檔桿不得積水 (無水灘 )，亦
不易累積碎屑。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3 

通道斜度、踏階、橫檔桿或階梯的寬

度、橫檔桿深度、橫檔桿直徑及垂直

升度等，參照表 2。  

表  2 橫桿梯、踏階梯、階梯及坡道  

(通道斜度、踏階、橫檔桿及階梯的

寬度、橫檔桿深度、橫檔桿直徑及

垂直升度，依預期使用者年齡 )  

通道類型 
預期使用年齡 

學齡前(2~5) 5~12 2~12 

橫桿梯(a) 

坡度 

全梯寬(b) 

垂直升度 

橫擋桿直徑 

 

75°~90° 

≧300 mm 

≦300 mm(c) 

24~39 mm 

 

75°~90° 

≧410 mm 

≦300 

mm(c) 

24~39 mm 

 

75°~90° 

≧410 mm 

≦300 mm(c) 

24~39 mm 

踏階梯 

坡度 

踏階寬度 

  單列通道 

  併肩通道 

踏階深度 

  空豎板 

  實豎板 

垂直升度 

 

50°~75° 

 

300~530 mm 

(a) 

 

≧178 mm 

≧178 mm 

≦229 mm 

 

50°~75° 

 

≧410 mm 

≧910 mm 

 

≧76 mm 

≧152 mm 

≦305 mm 

 

50°~75° 

 

410~530 mm 

(a) 

 

≧178 mm 

≧178 mm 

≦229 mm 

階梯 

坡度 

踏階寬 

  單列通道 

  併肩通道 

踏階深 

  空豎板 

  實豎板 

垂直升度 

 

<50° 

 

≧300 mm 

≧760 mm 

 

≧178 mm 

≧178 mm 

≦229 mm 

 

<50° 

 

≧410 mm 

≧910 mm 

 

≧203 mm 

≧203 mm 

≦305 mm 

 

<50° 

 

≧410 mm 

≧910 mm 

 

≧203 mm 

≧203 mm 

≦229 mm 

坡道(不適用於

輪椅) 

斜率(垂直:水

平) 

寬度 

  單列通道 

  併肩通道 

 

 

≦1:8 

 

≧300 mm 

≧760 mm 

 

 

≦1:8 

 

≧410 mm 

≧910 mm 

 

 

≦1:8 

 

≧410 mm 

≧910 mm 

註(a) 不建議作為學齡前兒童唯一通道。 

  (b) 不含有兩邊支撐物。 

  (c) 適用誘陷之規定。 
 

依據使用年齡  

2~12 歲進行檢驗  

為階梯  

坡度 < 50°  

單列通道約 1320 mm 

實豎約 320 mm  

垂直升度約 150 mm 

■符合 □不符合 

□不適用 □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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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坡道為遊戲設備提供輪椅通道的一
個組件時，坡道平臺間隔不能超過
3,660 mm，上下平臺須有一段水平
通道  

無輪椅通道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5 
坡道平臺上具有遊戲組件時，應有
寬度 910 mm 以上之鄰接迴轉通
道，供輪椅使用者停靠及遊戲  

無鄰接迴轉通道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6 扶手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6.1 

階梯、坡道及具一踏階以上踏階梯之兩側

應裝設連續扶手(有關螺旋式階梯，參照

7.3.1.3)。 

備考：當使用防護柵欄時，階梯無須具扶

手。柵欄在階梯上須提供其他把手之支

撐。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6.2 
階梯或踏階梯，若只有一踏階，應在兩側
有扶手或另有其他支撐手之方式。 

兩側有扶手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6.3 
在開始的第一踏階，應提供扶手或有其他
支撐手之裝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6.4 
扶手之直徑或最大截面直徑應在 24 mm～
39 mm 之間。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2.6.5 

扶手之高度(階梯前緣頂面，若用在坡道，
則為坡道頂面，與其正上方扶手之頂面間
之垂直距離)，應在 560 mm～970 mm 之
間。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 其他進入方式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1 螺旋式階梯 無螺旋式階梯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1.1 
螺旋式階梯，應滿足 7.2.1～7.2.3 有關階
梯通道之空間、方向、排水、踏階寬、垂
直升度等之一般要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1.2 

對學齡前兒童使用之設備，螺旋式階梯之
踏階外緣深度應為 178 mm 以上；對(5～
12)歲兒童使用之設備應為 203 mm 以上。
此深度要求事項適用於空豎板及實豎板之
螺旋式階梯。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1.3 
螺旋式階梯應符合 7.2.6 中有關扶手之要求
事項。惟當階梯無法在兩側裝設扶手時，
應沿著踏階之外圍裝設連續扶手。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2 攀爬架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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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 
供學齡前兒童使用之拱形攀爬架及撓性攀
爬架不得作為通至其他設備組件之唯一方
式。 

非唯一方式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2.2 

作為通至其他設備組件之撓性組件，其兩
端應牢固連接，當其一端連接至地面時，
其錨定裝置應埋在防護鋪面材料最低要求
深度之基層下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2.3 
繩索、鋼索、鏈條或輪胎間之連結，用以
通至另一個設備組件時，應確實固定。 

確實固定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2.4 
供學齡前兒童通至其他設備組件之撓性組
件，應先讓使用者將兩腳站在同一個高
度，再升到另一個高度。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3.2.5 
用攀爬架作為通道時，應設置有攀爬中提
供手部支撐的裝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4 由出入口轉換至平臺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4.1 
由出入口至平臺的階梯或踏階梯扶手應連
貫。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4.2 
在無側邊扶手之通道上，如橫桿梯、拱型
攀爬架或撓性攀爬架等，應有供手抓之支
撐物，幫助往平臺方向之移動。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4.3 
橫桿梯、撓性攀爬架及拱型攀爬架上之最
後一階踏面，不得高於該遊戲用平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 
平臺、坡道平臺、步道、坡道及類似轉換
遊戲設備之通道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1 平臺之表面應水平，其許可差應在±2°內。 ±2°內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2 
平臺、坡道平臺、步道、坡道、類似轉換
遊戲設備之通道面，應不積水，亦不易累
積碎屑。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3 

架高於防護鋪面及對輪椅提供無障礙之平
臺、坡道平臺、步道、類似轉換遊戲設備
之通道面等，淨寬須不小於 910 mm。若
行徑長度不超過 610 mm，淨寬或可減至
810 mm 

非供無障礙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4 
輪椅無障礙平臺之轉移點所提供之迴轉空
間與停靠空間應不重疊 

非供無障礙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5 

6.1、7.5.6 所指之平臺、坡道平臺、步
道、坡道、類似轉換遊戲設備之通道面
等，應設有護欄。護欄不應環繞特定遊戲
平面。除非第 8 節所規定者外，護欄並非
用於包圍遊戲平面(例：平衡桿及攀爬架)。 

平臺設有護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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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1 

若一架高平面為供學齡前兒童使用，而該
平面高於防護鋪面 508mm 時，均應加裝
護欄或防護柵欄。若一架高平面為供
(5~12)歲兒童使用，而該平面高於防護鋪
面 760 mm 以上，應加裝護欄或防護柵
欄。除 7.5.5.2 及 7.5.6.3 規定外之所有輪
椅用架高式無障礙平臺，均應加裝護欄或
防護柵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5.2 
除下列情況的出入口外，護欄均應完全圍
繞該架高平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上面無水平護欄之最大淨空開口為 381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由水平尺度大於 381 mm 以向上或向下
通過方式，應有至少一道上橫桿護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c)提供無障礙設計的轉換系統(點)或進出
點組件之階梯、坡道、上肢運動組件，不
適用本項要求。 

非供無障礙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d)所有的輪椅無障礙開口及架高平面，其
設計與裝設應採取專業判斷，並提供輪椅
防墜措施。 

非供無障礙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5.3 

若架高平面為供學齡前兒童使用時，其護
欄之頂面高度應為 740 mm 以上；若架高
平面為供(5～12)歲兒童使用時，其護欄之
頂面高度應為 970 mm 以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5.4 

若架高平面為供學齡前兒童使用時，護欄
底緣距該設備表面，高度應不大於 580 
mm；若架高平面為供(5～12)歲兒童使用
時，架在其設備面上護欄之底緣，高度應
不大於 71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5.5 

設計給學齡前兒童使用之輪椅無障礙坡
道，高於使用區之防護鋪面的高度不大於
760 mm；設計給(5～12)歲兒童使用，高
於使用區之防護鋪面之高度不大於 1,220 
mm；坡道每一側均應有兩道高度為 660 
mm～710 mm 及 300 mm～410 mm 之扶
手，並符合 7.2.6.3 及 7.2.6.4 規定。坡道
高度應於最高點量測 

非供無障礙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5.6 
當有下列任一情形時，輪椅無障礙坡道之
兩邊緣應有高出坡道至少 51 mm 之護緣石 

非供無障礙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護欄或柵欄未延伸至坡道面上方 25 mm
以內。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坡道只有兩欄桿，無柵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c)坡道之柵欄在坡道面邊緣之外。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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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6 

防護柵欄不得圍繞任何特定遊戲平面，且
應將攀爬之可能性降至最低。除第 8 節規
定者外，柵欄不得圍繞遊戲設備上之遊戲
平面(例：平衡木及攀爬架)。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6.1 

若一架高平面為供學齡前兒童使用，而該
平面高於防護鋪面 760 mm 時，應加裝防
護柵欄；若一個架高平面為供(5～12)歲兒
童使用，而該平面高度大於防護鋪面 1,220 
mm 時，應加裝防護柵欄。坡道高度應在
最高點量測。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在防護鋪面上方，所有大於 1,220 mm
之階梯踏階面，均應具防護柵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踏階上之防護柵欄高度應為踏階
前緣上端與防護柵欄頂面之垂直距
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6.2 
輪椅無障礙坡道柵欄，其兩側應各有一道
高度為 660 mm～710 mm 之扶手。 

非供無障礙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6.3 
防護柵欄應完全圍繞架高平面 

除下列情況的出入口外，防護柵欄均應完
全圍繞該架高平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上面無水平橫桿護欄之安全開口
最大為 381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由水平尺度大於 380 mm 之開口
向上或向下通過之方式，應有至少
一道上橫桿護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c)階梯、坡道及上肢運動設備，不
適用本項要求。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d)所有的輪椅無障礙開口及架高平
面，其設計與裝設應採取專業判
斷，並提供輪椅防墜措施。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6.4 

防護柵欄之頂面高度 

若架高平面為供學齡前兒童使用時，其防
護柵欄之頂面高度應為 740 mm 以上；若
架高平面為供(5～12)歲兒童使用時，其防
護柵欄之頂面高度應為 970 mm 以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6.5 
在防護柵欄上的開口，或在平臺表面與防
護柵欄底緣之間，應無法讓軀幹探測器通
過(參照 6.1.1)。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7 鄰接平臺 無鄰接平臺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7.1 

一般要求事項 

供學齡前兒童用作為聯通之兩鄰接平臺，
其高度差大於 300 mm 時，及供(5～12)歲
兒童用作為聯通之鄰接平臺，其高度差大
於 460 mm 時，均應加裝一個通道組件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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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7.2 
通道組件 

在鄰接平臺間之通道組件應符合 7.4 之要
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7.5.7.3 

使用保護性填充物之情況 

鄰接平臺在一定高度以上應設有護欄及防
護柵欄，且應符合 7.5.5 及 7.5.6 對平臺之
要求。若鄰近平臺區域無法設置全高柵
欄，則此區域應裝設防護填充材代替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 設備   

8.1 平衡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1 

若為供學齡前兒童使用之平衡木，平衡木
頂面至防護鋪面之高度，應不大於 300 
mm；若為供(5～12)歲兒童使用之平衡
木，平衡木頂面至防護鋪面之高度，不得
大於 410 mm。 

攀爬區供 2~12 歲確認
防護鋪面之高度<30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2 平衡木之支柱不得造成絆倒危害。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 
平衡木之墜落高度為平衡木行走面最高部
分至其下方防護鋪面之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2 攀爬架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2.1 
攀爬遊戲設備在供上下攀爬時，支撐手之
剛性橫桿，其直徑應介於 24 mm～39 mm
之間，不得繞其主軸扭曲或旋轉。 

沈船攀爬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2.2 
獨立攀爬遊具中之撓性組件(例：網繩、鏈
條、輪胎等)，其應符合與 7.3.2 供通道或
連結遊具的組件相同之要求事項。 

攀爬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2.3 
組合遊具之進或出攀爬架，其墜落高度為
攀爬架之最高立足點與其下防護鋪面之距
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2.4 
獨立式之攀爬架(例：拱頂架、獨立式攀爬
牆)之墜落高度為攀爬組件之最高部分與其
下防護鋪面間之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2.5 三維攀爬網遊具 非三維攀爬網遊具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2.5.1 

網結構的撓性構件間應安排成無垂直尺度
大於 1,830 mm 之淨開口；提供學齡前兒
童使用之攀爬網，其開口直徑不大於 460 
mm；提供(5～12)歲兒童使用之攀爬網，
其開口直徑不大於 51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含鋪面材料)檢驗報告 
 

報告編號: 21-08-RBD-028                                                 報告頁數: 20 of 55 

報告日期：110 年 09 月 15 日 

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555 號   TEL:+886 2 26019016, FAX+886 2 26010910 
TRF_2020-07-29(Rev3) 

 

章節  要求 –檢驗 結果 – 備考 判定 

8.2.5.2 

三維攀爬矩陣網之墜落高度應為內部或外
部墜落之最高距離，對整個結構高度大於
1,830 mm 之最小墜落高度應為 1,83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當沿其周邊移動時，外部墜落高度應為
防護鋪面至剛性垂直裝置接觸攀爬網結構
最高點之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內部墜落高度應為防護鋪面與直通鋪面
之最高構件間之距離。供學齡前兒童使用
之攀爬網，其淨垂直通道之直徑為 460 
mm；供(5～12)歲兒童使用之攀爬網，其
淨垂直通道之直徑為 51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3 上肢運動設備 無上肢運動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3.1 

有固定把手之上肢運動設備，其握桿間之
中心距離不得大於 381 mm。其把手裝置
之剛性弧面直徑，應介於 24 mm～39 mm
之間，且應不環繞其主軸扭曲或旋轉。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3.2 

上肢運動設備從起跳及/或著地位置的結構
前緣到第一個握把間的水平距離應不超過
250 mm。除此之外，若結束或開始使用的
位置為橫桿，則與第一個握把之距離應介
於 200 mm～250 mm 之間。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3.3 

供學齡前兒童使用之上肢運動裝置，自抓
持裝置之中心量至其下方防護鋪面之表
面，其最大高度應不大於 1,520 mm。(5～
12)歲兒童使用之上肢裝置，其最大高度應
不大於 2,130 mm。為輪椅使用者而設置的
上肢運動設備，應有高度不超過無障礙鋪
面 1,370 mm 之抓持裝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3.4 

上肢運動設備步下或登上位置，距離防護
鋪面的最大高度，供學齡前兒童使用之高
度為 460 mm 以下，供(5～12)歲兒童使用
之高度為 910 mm 以下。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3.5 

移動吊環及吊桿，最高樞軸與手把裝置最
低之距離，不大於 381 mm。使用任何撓
性組件(鍊條、纜索、連接器，例：S 形鉤
等)懸吊環或桿，總長應不超過 178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3.6 
上肢體設備之墜落高度為設備最高點與其
下方防護鋪面間之距離。僅以柱子支撐而
無遊戲平面之設備，不適用本項要求。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4 滑桿 無滑桿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4.1 
從遊具至滑桿之間的淨距離應為 460 mm
～51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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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當由平臺接近時，應僅能由單一高度使用
滑桿。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4.3 
由平臺使用滑桿，滑桿應比平臺面高 1,520 
mm 以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4.4 滑桿之直徑應不大於 48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4.5 
滑桿之滑行部分應連續，且無銲冠突出、
接合點或突然改變方向。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4.6 
護欄及防護柵欄在平臺進或出開口，應有
一最大水平距離為 380 mm 之開口。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4.7 
滑桿墜落高度為從站立位置上方之滑桿最
高處 1,520 mm 以下，量測至其下方防護
鋪面間之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 滑梯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1 
通至滑梯之各種通路，應與一般遊戲場設
備同樣，符合第 7 節之要求事項(土堤式滑
梯除外)。 

為土堤式滑梯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2 滑梯上方暫停平臺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2.1 
滑梯上方暫停平臺之方向、排水、護欄、
防護柵欄等，要求事項應與其他遊戲場設
備之平臺相同，應符合 7.5 之要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2.2 
滑梯上方暫停平臺之深度應為 360 mm 以
上。 

> 36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2.3 
上方暫停平臺之寬度應不小於滑槽之寬
度。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3 滑槽入口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3.1 
滑槽入口，應置扶手或用其他手支撐方
式，協助站姿轉換成坐姿。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3.2 
在滑槽入口處，應有一些方式導引使用者
至應坐位置上(例：護欄、護罩等)。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4 滑槽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4.1 滑道面之高度與長度比應不大於 0.577 約 0.34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4.2 
整段滑道面任一縱向坡道與水平面所夾之
銳角均不得超過 50° 

<50°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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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4.3 
供學齡前兒童使用之滑槽，內部寬度不得
小於 300 mm，(5～12)歲兒童使用者，內
部寬度不得小於 410 mm。 

> 30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4.4 
滑梯若為平滑開放式滑槽，其兩旁應沿著
整條滑行面設置擋邊，高度應為 102 mm
以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4.5 
筆直型滑梯如應符合以下規定之一時，其
滑槽截面可為圓形、半圓形或為弧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 在水平線位置(X)的直角上方量測，擋
邊之垂直高度(Y)為 102 mm 以上，供學齡
前兒童使用之滑梯，其水平線位置(X)不得
小於 300 mm；供(5～12)歲兒童使用者，
其水平線位置(X)不得小於 41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 滑道之垂直擋邊高度(H)應為 102 mm
以上，減去 2 倍滑道寬度 W 除以弧形滑道
之曲率半徑 R，公式如下。 

H (mm)=102−(2W/R)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4.6 
所有截面為弧形之滑梯，應將橫向跌出之
可能性降至最低(例：螺旋滑梯及其他改變
水平方向之滑梯、滑道寬且淺之滑梯等)。 

非螺旋滑梯及其他改變
水平方向之滑梯、滑道
寬且淺之滑梯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4.7 管形滑梯之內側直徑應為 580 mm 以上。 非管形滑梯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5 滑出段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5.1 滑梯滑出段長度應為 280 mm 以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5.2 
滑梯滑出段自平行底層的面上量測，其斜
度應為 0°～-4° 

約 -1.1°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5.3 

滑梯之高度不大於 1,220 mm 者，其滑出
段之終點高度，應離防護鋪面 280 mm 以
下；滑梯之高度大於 1,220 mm 者，其滑
出段之終點高度，應離防護鋪面(180～
380) mm 

高度大於 1,220 mm
約 22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5.4 滑出段滑面之曲率半徑應為 760 mm 以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5.5 滑出端邊緣應為圓形或弧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6 滑梯之淨空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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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1 

環繞滑梯的滑槽周邊應為無其他設備的無
阻礙區域，該區域界定於圖 A.27 之上圖。
有護罩或其他引導使用者就座裝置的滑梯
部分、螺旋滑梯及管形滑梯可免除該無阻礙
區域外。無阻礙區域應延伸至滑梯出口淨空
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6.2 
開放式滑槽的螺旋滑梯應維持無其他設備
之無阻礙區域，該區域界定於圖 A.27 之下
圖。無阻礙區域應延伸至滑梯出口淨空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5.7 
滑梯之墜落高度，應為滑梯上方暫停平臺至
其下方之防護鋪面間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 鞦韆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1 配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1.1 
擺盪式鞦韆應與其他遊戲設施及動線範圍
保持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1.2 擺盪式鞦韆不得與組合遊戲設備相連。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2 
支撐結構 

鞦韆架應設計成不適攀爬，且不得有遊戲平
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3 

掛鉤 

掛鉤應有軸承、襯套或其他設計，使所有在
樞鈕點上作動之接觸面及零件，沿預定方向
運動時，能降低磨擦及磨損。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4 鞦韆座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4.1 
鞦韆座椅邊緣應為圓滑平順並符合 6.2 之規
定。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4.2 

鞦韆座椅依 8.6.7 衝擊吸收性能要求事項測
試，其最大加速度不得超過 100 g 且 HIC(參
照 CNS 12643)指數不得超過 500。 

材料因衝擊吸收之折耗應依 13.1 維護要求
事項由製造商提出。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4.3 
鞦韆之任何部分，若其使用時的最低點高於
防護鋪面 2,130 mm，不必考慮鞦韆座椅衝
擊要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4.4 
一個鞦韆架間下，不得設置超過 2 個鞦韆座
椅，單一鞦韆結構不限鞦韆架間之數量。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4.5 
供多人使用之鞦韆座椅僅可裝置在一鞦韆
架間內，單一鞦韆結構不限鞦韆架間之數
量。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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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 間距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5.1 擺盪式鞦韆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除另有規定外，使用中會改變形狀之撓
性組件，如帶狀椅，量測間距時應滿載最
多使用人數或測試裝置，每一使用者之設
計載重為 55.4 kg，坐下的臀寬為 333 
mm。 

多使用人數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從距防護鋪面 1,520 mm 之高度，量測
靜止之相鄰鞦韆座椅水平距離，不得小於
61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c)從距防護鋪面 1,520 mm 之高度，量測
支撐結構至鄰近之懸吊組件(例：鍊條、纜
索)或鞦韆座椅，不論何者較接近，其水平
距離不得小於 760 mm。 

每一鞦韆架間只有一鞦韆座椅(單人或多人
使用者)，該鞦韆座椅之橫向運動受限，不
會有撞擊支撐結構之潛在性。但從距鞦韆
座椅椅面上方 610 mm 處量測，鞦韆座椅
與鞦韆架之間距保持 760 mm 以上者，得
以免除此要求。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d) 單軸鞦韆連接點到掛鉤間的水平距離，
當以最少使用者或測試裝置測試時，應大
於鞦韆座椅之寬度。當最少人數使用或測
試本設備時，應符合以下重點：坐下臀寬
170 mm 以上，不得小於 510 mm，測試裝
置重 11.3 kg。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 鞦韆座椅底部至防護鋪面間之垂直距
離，包覆式鞦韆座椅不得小於 610 mm，
其他形式座椅不得小於 305 mm。 

包覆式鞦韆座椅 

>61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5.2 旋轉式鞦韆 
無旋轉式鞦韆遊戲設
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淨空區：鞦韆座椅要求之無阻礙淨空區
域，為一個以鞦韆之樞軸點為中心、半徑
為(Y+760) mm 之圓柱形無阻礙區域，圓柱
長為防護鋪面表面至鞦韆樞軸點之高度，
其中 Y=由樞軸位置至座位坐著面之垂直距
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座椅下之間距：當按設計承載最大使用
者容量時，不論使用者之條件，鞦韆座椅
底部與使用區防護鋪面之垂直距離，不得
小於 305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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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5.3 

組合式鞦韆 

鞦韆座椅之動態活動可以由框架或其他鞦
韆座椅運動之影響，或兩者兼具。鞦韆座
椅在使用時之動態活動須滿足以下條件。 

非組合式鞦韆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a)座椅下之間距：鞦韆座椅底面與使用區防
護鋪面之垂直距離，不得小於 305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b)淨空區域：鞦韆座椅在使用中其整個動態
範圍與鞦韆架或其他鞦韆座位，不得靠近至
760 mm 以內。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6 
鞦韆之墜落高度，應為樞軸與使用區防護鋪
面間之垂直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6.7 

鞦韆座椅之衝擊吸收試驗 

(g -max 不得超過 100 g 且 HIC 指數不得超

過 500。)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鞦韆(照片1) 鞦韆(照片 2) 

衝擊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HIC值 157 147 138 196 172 162 159 132 104 138 

平均值 151 

g-max(g) 84 76 74 87 82 80 80 73 63 75 

平均值(g)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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鞦韆(照片1) 鞦韆(照片 2) 

衝擊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HIC值 0 1 2 0 0 0 1 1 1 2 

平均值 1 

g-max(g) 18 21 23 16 15 12 17 18 18 23 

平均值(g) 19 

  

鞦韆(照片1) 鞦韆(照片 2) 

衝擊次數 1 2 3 4 5 6 7 8 9 10 

HIC值 0 0 0 0 1 0 0 0 0 0 

平均值 1 

g-max(g) 7 8 6 7 7 8 7 8 7 7 

平均值(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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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擺盪式閘及門 

擺盪式閘及門不建議用於公共遊戲場。 
無擺盪式閘及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 旋轉木馬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1 

說明 
本標準所指之旋轉木馬， 係具有一個圓形
平臺， 靠近地面圍繞一垂直軸旋轉之遊戲
場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2 

平臺配置 
旋轉平臺應為連續而近似圓形；若為非圓
形平臺，其最小半徑與最大半徑之差應不
得超過 50 mm 。任何設備之組件， 包括
把手， 均不得超出平臺之周邊。供學齡前
兒童使用時，平臺之站立面，距防護鋪面
最高為 360 mm。供(5-12) 歲兒童使用
時，平臺之站立面，距防護鋪面最高為 
46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3 
把手 

應裝設把手以協助兒童維持平衡，否則兒
童座位區應為淺盤狀或槽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4 移動零件之間距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4.1 

壓碎點及剪切點  

平臺之面應為連續者，介於中心軸與周邊
之任何開口應符合 6.5 有關壓碎點及剪切
點之規定。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4.2 

垂直間距 

平臺外緣底面應高於防護鋪面 229 mm 以

上。平臺之直徑若小於 508 mm，則排除

此要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5 
振動 

旋轉木馬之平臺不得有上下振動之動作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6 

速率限制 

旋轉木馬應依下列公式設計其最大旋轉速

限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6.1 

每分鐘旋轉數 (當D ≤ 320 cm) 

r /min =423 / √� 式中，D:直徑 (cm) 

                 ν=圓周速度(cm/s) 

D: 193 c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6.2 
速率(當D ≤ 396 cm) 

ν=22.15� √� 
ν=30.2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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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3 
旋轉木馬平臺直徑小於 510 mm 者，不適

用速率限制之規定 
>51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8.7 

墜落高度 

旋轉木馬之墜落高度為使用者期望任意坐

著或站著之表面周緣與其下方防護鋪面之

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9 滾軸滑梯 無滾軸滑梯遊戲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9.1 滾軸滑梯應符合 8.5 對滑梯之規定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9.2 

2 個或更多組件之交接處， 應不具壓碎
點、剪切點、誘陷、纏結或鉤住點。壓碎
點、剪切點、誘陷、纏結或鉤住點， 係指
一處或多處滾軸間或滾軸與鄰接靜止部分
間，可使 5 mm 直徑之氯丁二烯橡膠棒插
入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9.3 
氯丁二烯橡膠棒，用 A 型硬度計量測，依 
CNS 3555 測試，其硬度應介於(50 ～60) 
IRHD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9.4 
滾軸滑梯之墜落高度為滑梯上方暫停平臺
至其下方防護鋪面之距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0 蹺蹺板 無蹺蹺板遊戲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0.1 

不建議學齡前兒童使用槓桿支點式蹺蹺
板，除非其裝有彈簧回復機制，在兒童突
然跳開時，可減低蹺蹺板另一端與防護鋪
面之猛然接觸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0.2 

吸震材料，如輪胎等，應埋設於槓桿支點
式蹺蹺板兩端下方之防護鋪面中或牢固於
兩端座位之下。其他可行方式為於蹺蹺板
裝設彈簧回復機制，以減少突然觸地所造
成傷害之風險。此種機制應符合 6.5 有關
壓碎點及剪切點之一般要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0.3 
槓桿支點式蹺蹺板之支點應符合 6.5 中有
關壓碎點及剪切點之一般要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0.4 

每一座位均應有把手，該把手須符合 6.3 
有關突出點之一般要求事項。把手不得翻
轉、旋轉或扭轉。若把手為單手抓用， 其
長度應為 76 mm 以上， 若把手為雙手抓
用，其長度應為 152 mm 以上。把手不得
突出於槓桿支點式蹺蹺板座位之兩旁。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1 彈簧搖動設備 無彈簧搖動遊戲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2 滾木 無滾木遊戲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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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軌道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1 不建議學齡前兒童使用軌道車。 告示為 5-12 歲使用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2 

握持組件之最低部分距地面應為1,630 mm 

以上，握持組件之最高部分距防護鋪面應

不超過1,980 mm， 握持組件應符合8.3.1 

之要求事項。 

非上肢體方式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3 

當使用架高平臺時，應有一深度910 mm 

以上、寬度810 mm 以上的梯臺空間。 

此梯臺空間應符合有關(5～12)歲兒童之要
求事項， 參照 8.3.4。 

無架高平台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4 
軌道車之設計， 應防止構造組件妨礙在梯

臺區域之使用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5 
握持組件所行經處， 應維持為無阻礙淨空

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6 
鄰近兩軌道間， 中心與中心之距離應為

1,220 mm 以上。 
兩軌約 280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7 

當握持組件之滾動部分封於軌道直梁內

時， 軌道之配件不適用有關壓碎點及剪 

切點之規定。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3.8 

軌道車設備之墜落高度， 應為設備最高點

至防護鋪面之距離。設備之支柱若無 

遊戲平面者， 則不適用此規定。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4 頂蓋 無頂蓋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4.1 
頂蓋為遊具整體之一部分，可為任何角度，
如其頂蓋線(最低周緣)，不包括支撐構件，
至少要高於其下方的遊戲平面 2,13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4.2 
頂蓋為遊具整體之一部分，若其最低周緣距
離遊戲平面少於 2,130 mm 時，頂蓋應為不
具遊戲平面之設計。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4.3 
支撐構件應設計成不鼓勵攀爬及無遊戲平
面。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4.4 頂蓋無墜落高度之要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8.15 梅花樁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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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 –檢驗 結果 – 備考 判定 

9  遊戲場規劃   

9.1 遊具使用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1.1 

各遊具應有一個使用區，且包括無障礙物鋪
面，該鋪面符合 CNS 12643 中有關設備墜
落高度之規定。使用區之面積與配置，應如
本節所規定，依遊戲設備之種類而決定；除
非另有規定，某些遊戲設備之使用區可重
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2 
固定式遊戲設備 

固定式遊戲設備可為獨立式設施，或與其
他遊戲設備結合，或為組合遊具之一部分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2.1 

固定式遊戲設備之使用區，距遊戲設備結
構的任一邊，向外延伸均不得小於 1,830 
mm，若一設備要使用者在遊戲時保持與地
面之接觸(例：獨立式傳聲管、獨立式活動
看板、地面沙坑)，則無個別設立使用區之
規定。惟仍適用 9.8.1 中有關遊具及設備之
配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2.2 
若一使用區有兩個或以上之遊具，而設施
雖非實體相連，但功能相關時，則應將個
別設備視為一組合遊具之一部分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2.3 

固定式遊戲設備與其他遊戲設備之使用區
可重疊，若相鄰遊具之遊戲平面，距離防
護鋪面高度不大於 760 mm，則遊具之間
最小距離為 1,830 mm；若任何一遊具之相
鄰遊戲平面高度大於 760 mm，則遊具間
之最小距離應為 2,74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3 旋轉式遊戲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3.1 
圍繞垂直軸旋轉之設備， 其使用區由遊具
邊緣起算，不得小於 1,83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3.2 

任何其他遊具使用區不得與圍繞垂直軸旋
轉之遊戲設備之使用區重疊。例外情況為
平臺直徑小於 510 mm 之遊戲設備，若相
鄰 2 遊具之個別遊戲平面距離防護鋪面小
於 760 mm，則可重疊；若相鄰任一遊具
之遊戲平面高度超過 760 mm，兩遊具之
間距離，至少 2,74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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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 –檢驗 結果 – 備考 判定 

9.3.3 

排除情況為使用者在遊戲時保持與地面接
觸之單人使用設備，例：挖砂器，無單獨
使用區之要求事項。惟仍適用 9.8.1 中， 
有關遊具及設備之配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3.4 

圍繞水平軸旋轉之設備， 其遊戲平面高度
大於防護鋪面 760 mm， 則其設備使用區
與遊具周圍之距離不小於 1,830 mm； 圍
繞水平軸旋轉之設備使用區， 其遊戲平面
與防護鋪面之高度在 760 mm 以下， 
例： 滾木， 應視為固定式遊戲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3.5 
任何其他之遊具使用區，應不與具遊戲平
面且高於防護鋪面 760 mm 並圍繞水平 

軸旋轉之設備使用區相重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4 鞦韆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4.1 擺盪式鞦韆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4.1.1 
擺盪式鞦韆前後之使用區，以垂直懸吊橫
梁90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5 搖動或彈跳遊戲設備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6 滑梯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6.1 
筆直型、波浪型及螺旋滑梯之踏階或爬梯、
平臺、滑道或滑面之使用區，應符合固定遊
戲設備之使用區標準。 

筆直型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6.2 

滑槽或滑道之底部滑出段使用區，最短應為
X，X 為滑梯底部出口向外延伸之水平距離。
滑道或滑面之底部滑出段使用區，應朝下坡
方向水平延展，由底部滑出段量測，應為至
少 1,830 mm 以上，但無須超過 2,440 mm。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6.3 
滑梯出口淨空區域為從滑梯端延伸至使用
區周圍，應為無設備的淨空區。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7 組合遊具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7.1 
組合遊具使用區之邊界線，應由其個別遊具
所建立之使用區所組成。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8 遊具及設備之配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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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要求 –檢驗 結果 – 備考 判定 

9.8.1 
所有相鄰遊具及個別遊戲設備之間，應有充
足空間以符合遊戲及運行之目的。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8.3 
移動式遊戲設備，例如鞦韆及旋轉式設備，
應設於運行動線之外，並靠近遊戲場邊緣。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9.9 
軌道車 

軌道車之使用區應由該設備向各方向延伸
至 1,830 mm 以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0 無障礙 

10 
遊戲場之設計應符合無障礙空間之
相關規定。  

 ■無要求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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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遊戲場鋪面材質類別及成分：無縫式鋪面 
鋪面厚度：約 15 cm 
遊戲場鋪面涵蓋面積範圍：約 630 m2 
操作人員：魏子翔、黃柳翡 

鋪面狀況： 
■表面乾燥、□潮濕、□結凍、■無磨損、■無積水 
 
 

檢驗位置 1-1(滑梯前)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21 32 139 862 146 145 

2/No. 22 - 140 848 146 145 

3/No. 23 32 110 609 146 14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25 729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
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45 

cm，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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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1-2 (恐龍攀爬設備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24 32 113 628 146 145 

2/No. 25 - 112 618 146 145 

3/No. 26 32 139 854 146 14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17 779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45 cm，

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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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1-3(恐龍攀爬設備邊緣)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27 33 133 798 146 145 

2/No. 28 - 136 813 146 145 

3/No. 29 33 136 812 146 14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36 813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

材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45 cm，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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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遊戲場鋪面材質類別及成分：木屑鋪面 
鋪面厚度：約 40 cm 
遊戲場鋪面涵蓋面積範圍：約 138 m2 
操作人員：魏子翔、黃柳翡 

鋪面狀況： 
■表面乾燥、□潮濕、□結凍、■無磨損、■無積水 
 
 

檢驗位置 2-1(攀爬設備區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

度(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58 29 35 76 133 133 2.1 

2/No. 59 - 61 185 136 133 4.6 

3/No. 60 29 59 161 135 133 4.7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60 173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
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3 

cm，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含鋪面材料)檢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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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110 年 09 月 15 日 

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555 號   TEL:+886 2 26019016, FAX+886 2 26010910 
TRF_2020-07-29(Rev3) 

 

 

檢驗位置 2-2 (攀爬設備區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度

(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61 28 56 173 134 133 2.2 

2/No. 62 - 51 134 135 133 3.3 

3/No. 63 28 54 139 136 133 3.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53 137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3 cm，

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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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110 年 09 月 15 日 

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555 號   TEL:+886 2 26019016, FAX+886 2 26010910 
TRF_2020-07-29(Rev3) 

 

 

檢驗位置 2-3 (攀爬設備區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度

(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64 28 36 100 134 133 2.3 

2/No. 65 - 40 103 135 133 2.9 

3/No. 66 28 40 95 137 133 3.3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40 99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3 cm，

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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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555 號   TEL:+886 2 26019016, FAX+886 2 26010910 
TRF_2020-07-29(Rev3) 

 

13.2.1 

遊戲場鋪面材質類別及成分：砂石鋪面 
鋪面厚度：約 30 cm 
遊戲場鋪面涵蓋面積範圍：約 22 m2 
操作人員：魏子翔、黃台成 

鋪面狀況： 
■表面乾燥、□潮濕、□結凍、■無磨損、■無積水 
 
 

檢驗位置 3-1(沙坑邊緣)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

度(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1 29 49 144 146 145 4.3 

2/No. 2 - 122 305 149 145 4.6 

3/No. 3 29 79 211 149 145 4.7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01 258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
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45 

cm，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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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555 號   TEL:+886 2 26019016, FAX+886 2 260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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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3-2 (沙坑中間)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度

(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4 28 95 359 146 145 3.6 

2/No. 5 - 141 610 147 145 4.7 

3/No. 6 28 180 885 148 145 4.9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61 748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45 cm，

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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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555 號   TEL:+886 2 26019016, FAX+886 2 26010910 
TRF_2020-07-29(Rev3) 

 

 

檢驗位置 3-3 (滑梯前)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度

(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7 28 66 153 146 145 3.2 

2/No. 8 - 84 218 149 145 4.7 

3/No. 9 28 130 363 151 145 4.8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07 291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45 cm，

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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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555 號   TEL:+886 2 26019016, FAX+886 2 26010910 
TRF_2020-07-29(Rev3) 

 

 

13.2.1 

遊戲場鋪面材質類別及成分：無縫式鋪面 
鋪面厚度：約 8 cm 
遊戲場鋪面涵蓋面積範圍：約 96 m2 
操作人員：魏子翔、黃台成 

鋪面狀況： 
□表面乾燥、■潮濕、□結凍、■無磨損、■無積水 
 
 

檢驗位置 4-1(軌道車設備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36 31 139 760 131 130 

2/No.37 - 147 815 131 130 

3/No. 38 31 148 829 131 130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48 822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
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0 

cm，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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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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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4-2 (軌道車設備中間)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39 31 83 386 132 130 

2/No. 40 - 84 375 133 130 

3/No. 41 31 83 368 133 130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84 372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0 cm，

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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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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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4-3(軌道車設備尾端)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42 31 106 517 133 130 

2/No. 43 - 111 552 133 130 

3/No. 44 31 111 555 133 130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11 554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

材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0 cm，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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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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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遊戲場鋪面材質類別及成分：礫石鋪面 
鋪面厚度：約 30 cm 
遊戲場鋪面涵蓋面積範圍：約 90 m2 
操作人員：魏子翔、黃台成 

鋪面狀況： 
■表面乾燥、□潮濕、□結凍、■無磨損、■無積水 
 
 

檢驗位置 5-1(攀爬設備區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

度(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45 29 57 71 134 130 5.2 

2/No. 46 - 72 129 138 130 6.6 

3/No. 47 29 76 138 137 130 6.7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74 134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
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0 

cm，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含鋪面材料)檢驗報告 
 

報告編號: 21-08-RBD-028                                                 報告頁數: 46 of 55 

報告日期：110 年 09 月 15 日 

特別聲明： 
1. 本報告檢驗結果，僅反映檢驗當時之性能及狀態，此性能與狀態將隨著環境條件、人為條件、使用頻率及其他因素而異。 
2. 「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本報告所呈現之結果，反映出受測遊戲場鋪面於檢驗時間、提報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此性能將隨著溫
度、含水量及其他因素而異。 

3.檢驗報告僅能全文複製，部分複印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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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三路二段 555 號   TEL:+886 2 26019016, FAX+886 2 26010910 
TRF_2020-07-29(Rev3) 

 

 

檢驗位置 5-2 (攀爬設備區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度

(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48 28 26 21 131 130 5.6 

2/No. 49 - 102 160 137 130 7.1 

3/No. 50 28 106 179 137 130 7.3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04 170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0 cm，

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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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5-3 (攀爬設備區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

(cm) 

理論落下高度

(cm) 

砂礫凹陷 

深度(cm) 

1/No. 51 28 76 51 131 130 4.3 

2/No. 52 - 96 150 136 130 5.6 

3/No. 53 28 99 163 136 130 5.7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98 157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130 cm，

g -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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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08/23 更新) 

遊戲場鋪面材質類別及成分：無縫式鋪面 
鋪面厚度：約 18 cm 
遊戲場鋪面涵蓋面積範圍：約 72 m2 
操作人員：魏子翔 

鋪面狀況： 
□表面乾燥、■潮濕、□結凍、■無磨損、■無積水 
 

檢驗位置 6-1(沈船攀爬區左側)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26 34 106 777 238 235 

2/No. 27 - 105 772 238 235 

3/No. 28 34 101 687 238 23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03 730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
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235 

cm，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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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6-2 (沈船攀爬區中間)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20 34 103 707 238 235 

2/No. 21 - 102 682 236 235 

3/No. 22 34 121 843 237 23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12 763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235 cm，
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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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6-3(沈船攀爬區右側)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23 34 125 869 237 235 

2/No. 24 - 123 868 237 235 

3/No. 25 34 124 868 237 23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24 868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
材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235 cm，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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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08/23 更新) 

遊戲場鋪面材質類別及成分：無縫式鋪面 
鋪面厚度：約 15 cm 
遊戲場鋪面涵蓋面積範圍：約 19 m2 
操作人員：魏子翔 

鋪面狀況： 
□表面乾燥、■潮濕、□結凍、■無磨損、■無積水 
 

檢驗位置 7-1(包覆鞦韆旁)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11 34 123 994 237 235 

2/No. 12 - 120 935 237 235 

3/No. 13 34 120 923 237 23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20 929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
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235 

cm，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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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7-2 (無縫地墊中央)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14 34 120 936 238 235 

2/No. 15 - 119 902 238 235 

3/No. 16 34 120 907 238 23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20 905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材料
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235 cm，
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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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位置 7-3(鞦韆旁使用區) 

  

照片 1 照片 2 

  

第 2 次衝擊圖形 第 3 次衝擊圖形 

次數/編號 鋪面溫度(℃) g-max(g) HIC 實際落下高度(cm) 理論落下高度(cm) 

1/No. 17 34 108 811 238 235 

2/No. 18 - 108 796 238 235 

3/No. 19 34 109 800 238 235 

第 2 次與第 3 次衝擊平均

值 
109 798 檢驗結果 

規範要求值 ≦200 ≦1000 
■符合 □不符合 CNS 12643：2008「遊戲場鋪面
材料衝擊吸收性能試驗法」遊戲場設備落下高度
235 cm，g-max≦200，HIC≦1000 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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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標誌或標籤    

14.1 

一般 

張貼標誌及標籤應為遊戲設備所有者及經
營者之責任。製造者、設計者或諮詢者應
提供有關使用者年齡之資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1.1 標誌或標籤安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1.1.1 要看到標誌的人可隨時看見。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1.1.2 
警告觀看者對潛在危害及時採取適當之行
動。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1.2 
標誌或標籤，應安置於設備上或採獨立式
裝置。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1.3 
當採獨立式標誌或標籤，應位於設備使用
區外側及符合 9.1 之要求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2 
標誌或標籤上應載明事項 

(不限於下列 )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2.1 適合之年齡。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2.2 建議事項。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2.3 
移除頭盔、繞在脖子上之細繩或配件的警
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2.4 
當適用時，對於〝熱〞表面及鋪面的警
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2.5 
當適用時，對於遊戲設備位於堅硬表面危
害性的警告。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3 標誌或標籤規格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3.1 
所有標誌或標籤之規格應符合易識別性、
字型、訊息及符號之清晰度、顏色規格、
文字訊息及明顯性。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3.2 標誌或標籤應具耐久性。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4.3.3 
若標誌或標籤變得難辨認、毀壞或遭移除
時，則應由所有者或經營者置換。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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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製造者識別    

15.1 所有遊具及組合遊具應具製造者之識別。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15.2 
製造者識別應顯示、具耐用性及置於遊具
上(若為單一)或組合遊具上。顧客或社區建
造之設備，亦應有設計者之識別。 

 
■符合□不符合 

□不適用□未申請 

備註及結論: 

1.衝擊時最大合成加速度瞬間之投射物角度，在任一點算出投射物角度若超過 10
o
(投射物餘弦小於 0.966) ，該次試

驗之數據廢棄而不用。  

2.告示牌為多項遊玩要求故依據 CNS 12642 使用遊戲場各項設施適用年齡方式施以檢驗。 

3.設施為開放式，建議管理單位規劃有周期性(定期)檢查機制確保設施的妥善管理與最佳狀態。 

4.報告呈現之結果，反映當時受測遊戲場鋪面反映當時溫度及環境條件下之性能，隨後可能由隨溫度改變含水量等其

他因素而變化。 

5.若有天災(颱風、地震)，需考量全項設施暫停使用，待評估安全評估後再開放場域，達到遊戲場設備使用安全性。 

6.檢驗結果與 CNS 12642 未發現不符合之處。 

7.依據 110 年 08 月 16 日編號:21-05-RBD-035 報告所列的缺失事項進行再評估，確認依據 CNS 12643，墜落高度

2350 mm 檢驗結果未發現不符合之處。 

8.目前該遊戲場域(彈跳設備)無法判定其充分之符合性。 

9.冒險島溜索場域評估墜若高度約 850 mm 正岳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莊傑麟先生要求試驗墜落高度 1300 mm 作為

此場域安全性測試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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