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創意提案競賽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新獎  
□精進獎 
■跨域合作獎 

提案年度 106 

提案單位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呂聘用研究員思嫺       貢獻度：40％ 

參與提案人：廖科長秋芬              貢獻度：15％ 

林專員玟漪              貢獻度：15％ 

劉股長冠宏              貢獻度：30％ 

提案範圍 

1、 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等之

改進革新事項。 

2、 有關各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事項。 

3、 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 

提案名稱 Play For All～「玩」轉臺北 「共融式遊戲場」全面啟動 

提案緣起 

一、 從磨石子溜滑梯拆除看見市民對「罐頭」遊具的恐慌：104 年公

園處陸續拆除公園的磨石子溜滑梯，改為設置塑膠遊具，許多

家長驚見童年回憶消失，在臉書（Facebook）發起連署拒絕遊具

「罐頭化」。在遊戲場為符合國家安全標準而更換塑膠遊具引發

抗爭的過程中，我們看見家長對於兒童遊戲權的重視與擔憂，

也突顯我們必須對於「遊戲場」進行價值與目標的重新定義。 

  
＜家長及兒童抗爭塑膠罐頭遊具的情形＞ 

二、 從「罐頭」遊具看到身障特殊兒童「玩」的需求長期遭漠視：公

園常見的塑膠遊具規格制式單一，且缺乏對於特殊需求兒童的

使用設計，被家長戲稱為「罐頭」遊具，大量複製在各處遊戲場

當中，造成特殊需求的孩子只能「望而興嘆」，無法和一般兒童

共同遊戲，喪失平等的遊戲權益與發展機會。特殊需求兒童長

期遭到遊戲場的「隔離」，不僅侵害兒童遊戲權益，更造成社會

大眾或同齡兒童對於身心障礙或特殊需求者的不瞭解與漠視。 



  
＜多數公園的遊具無法讓身障者或特殊兒童參與使用＞ 

三、 從「玩」的需求看見臺灣與國際趨勢脫軌：聯合國頒布兒童權利

公約（CRC）及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皆明文揭示應保障

兒童遊戲權益，因「遊戲」過程對於兒童身心功能的發展有莫大

助益。基此，美國、韓國、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紐西蘭及

澳洲等國家早已推動「共融式遊戲場」（Inclusive Playground）

的設立，惟我國仍停留在遊戲場等於「遊具」的概念，未能完整

回應兒童發展與遊戲需求。 

 

 

 

 

 
＜遊戲是孩子應有的平等權利＞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一、 實施方法： 

  「共融式遊戲場」在我國為全新的觀念，實際推動及建置更

屬全國首創。此處所稱「共融式遊戲場」，指的是提供所有兒童

（包括特殊需求兒童）一同玩樂、遊戲及發展身心功能的遊戲環

境。為符合多元化的需求，遊戲場應具有無障礙環境、適合不同

障別、多元刺激、寬敞、安全、具互動性、有趣及舒適等特色。

實施方法如下： 

（一）蒐集國外經驗，掌握國外發展趨勢與成功案例：與國外專家

連線，蒐集分析國外推動案例並邀請國內專家學者及家長參

與討論，掌握國際推動現況及成功經驗。 

（二）府級協調跨局處分工，全面推動共融式遊戲場：因遊戲場散

見於河濱公園、一般公園、學校等不同局處所轄場域，且涉及

不同預算科目、管理方式及相關法規（如河濱公園涉及水利

法），須賴府級長官協調跨局處推動，以竟全功。 

（三）倡導共融式遊戲場新觀念，促進社會共融接納：共融式遊戲

場的觀念，對民眾來說非常陌生，又國人對於身心障礙或特

殊需求兒童常有誤解。在推動共融式遊戲場的設置過程，如

何避免造成地方抗拒是一項挑戰。 



（四）建立公民參與原則，讓「共融」從過程就開始：共融式遊戲

場如果只是不斷購買新式的「共融遊具」放置，只是再次複

製「罐頭」遊具的失敗經驗。如何讓周邊居民、里長、家長、

兒童及身障或特殊需求者參與規劃設置過程，促成公民參

與，同樣是推動的重點。 

（五）逐步建立共融式遊戲場設計指引與建立標準：國內缺乏共融

式遊戲場的推動前例，期待能在設置過程中累積經驗，包括

標案設計、工作坊召開、設置標準及使用者經驗等，藉以建

立設計指引及開發評估工具。 

二、 實施過程： 

（一）召開專家諮詢會議，與國外專家連線討論研商可行性：本局

104 年 8月 12 日召開「臺北市融合式遊樂園設置諮詢會議」，

特別邀請美國魔法橋遊戲場（Magical Bridge Playground）

創辦人 Olenka Villarreal 視訊連線，了解國外推動過程

與經驗，並安排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邱春瑜助理

教授分享參訪國外遊戲場心得，為未來推動預作準備。 

（二）召開府級會議協商分工，並由秘書長、社會局長定期召開跨

局處工作會議：為順利推動共融式遊戲場，105 年 5 月 19 日

由本府蘇麗瓊秘書長主持召開「臺北市政府推動融合式遊樂

設施跨局處研商會議」，會中本局簡報分析各國推動現況，

並拍板定案，由本局主政，結合公園處、水利處、教育局及

捷運公司，於一般公園、河濱公園、學校及兒童新樂園等場

域推動共融式遊戲場之設置。後續為檢討年度推動成果並討

論 106 年選址，於 105 年 12 月 29 日再次由秘書長主持召開

「臺北市推動融合式遊樂設施進度檢視暨未來規劃研商會

議」。考量各局處已建立推動共識，爰於 106 年起原則定每

兩個月由社會局長主持召開跨局處專案會議，每半年另由秘

書長主持。自 105 年推動迄今，本局已召開 5 次跨局處會

議，為各局處溝通協調及學習交流建立穩定工作平台。 

（三）建立工作團隊、專家資料庫、評估檢核工具及設計指引 

  105 年共融式遊戲場由本局結合公園處、教育局、水利

處、捷運公司跨局處推動。106 年新增文化局參與，提供設

計專業並投入鄰里公園之共融式遊戲場建置工作。預計 107

年將再新增體育局、都發局等單位，逐步建立全府的共融式

遊戲場推動工作團隊。在推動過程中本局首先建立「專家人

才資料庫」，供各局處開會研商及諮詢。目前資料庫名單包

括遊樂設施、無障礙法規、物理職能治療、兒童發展、各障

礙類別身障團體、家長團體及倡議團體等（詳附件 1）。 

  此外，為讓各局處推動過程能有一致性標準，避免「各

做各的」，本局已逐步開發評估或檢覈工具，現已設計開發

「選址評估表」（附件 2），供各局處於選址階段能有結構性



地收集場地資訊，作為未來推動或改善場地狀況之用。後續

將逐步建立各階段執行過程之檢核評估工具，引導各局處能

有共識且同一目標地推動遊戲場建置工作，並預計 106 年底

前完成共融式遊戲場設計指引，未來亦將提供中央參考，期

待共融式遊戲場能在全國逐步普及。 

（四）召開共融式遊戲場市長記者會，倡導共融觀念：為宣導「Play 

for All」共融式遊戲場觀念，本局於 106 年 1 月 24 日假碧

湖公園召開「臺北市共融式遊戲場發布記者會」，由本市柯

文哲市長發表 105 年設置 8 處共融式遊戲場之成果，並宣布

106 年將擴大辦理，且將於花博公園美術園區設置全國首座

大型共融式遊戲場，獲得一致好評與熱烈迴響。 

  
＜共融式遊戲場啟動記者會盛況＞ 

（五）建立公民參與原則，召開選址說明會 

  本府率全國之先，針對共融式遊戲場訂立事前（選址）、

事中（規劃設計）及事後（驗收使用）三階段皆需有「公民

參與」之原則，明確指引各局處在設置過程各階段，皆須主

動邀請里長、居民、兒童及家長、身障團體或專家學者共同

討論，讓「『共融』從過程就開始」，打造「有人味」、「符合

多元族群需求」的共融式遊戲場。 

  為讓各局處觀摩體認上述原則，本局特於 106 年 2月 11

日舉辦大型共融式遊戲場公民選址說明會，過程中本局於網

站首頁特別建置「共融式遊戲場專區」，並公開說明會相關

資料，同時主動邀請選址地點周邊鄰里長、身障團體、兒童

團體、家長、倡議團體及專家學者等出席，並安排局處於現

場回應民眾提問。當天會議由參與者討論凝聚共識，共同投

票選出首座大型共融式遊戲場之場址，實踐公民參與精神。 



  
＜選址說明會現場狀況及網站專區＞ 

（六）辦理共融式遊戲場兒童工作坊，落實使用者參與：依前述公

民參與原則，各局處皆於遊戲場設計階段辦理兒童工作坊，

蒐集兒童創意及想法並融入遊戲場設計。截至 106 年 6 月底

止各局處已辦理完成 6 場兒童參與工作坊。 

三、 投入成本：本案由本局主責召開跨局處專案會議，並由承辦人

員蒐集國內外資料進行政策分析，自行開發評估檢核工具，經

費由本局預算支應，無額外費用。相關建設經費由各主責局處

自行編列，其中 105 年公園處共計花費 1,891 萬元設置 4 處共

融式遊戲場，水利處共計花費 846 萬設置 1 處。教育局花費 800

萬元設置 2 處，捷運公司花費 147 萬元設置 1 處，合計 8 處。 

四、困難及突破策略： 

困難點 突破策略 

新興政策缺乏潛

力及可參照經驗 

與國外共融式遊戲場創辦人直接互動交流吸收經

驗，並在跨局處會議安排專家報告國外案例。 

跨局處整合推動

困難 

由秘書長主持召開跨局處聯繫會議，建立推動共

識並成立定期專案會議，作為推動平台 

如何避免重複罐

頭遊具的前例 

導入「公民參與」精神，建立事前、事中、事後

之公民參與原則，讓公民參與討論，打造各具特

色的共融式遊戲場。 

缺乏建立設置標

準及經驗傳承 

國內無共融式遊戲場設置標準，僅有遊戲場 CNS

國家安全標準。本局建立專家資料庫供各局處諮

詢，並逐步建立評估工具及設計指引 
 

實 際 執 行
（ 未 來 預
期）成效 

一、執行成效： 

（一） 105 年共設置 8 處共融式遊戲場。前後對照如下圖。 

 
＜碧湖公園遊戲場－過去＞ 

 
＜碧湖公園遊戲場－現在＞ 



 
＜榮星公園遊戲場－過去＞ 

 
＜榮星公園遊戲場－現在＞ 

 
＜大佳河濱公園沙坑區－過去＞ 

 
＜大佳河濱公園沙坑區－現在＞ 

 
＜士林四號公園－過去＞ 

 
＜士林四號公園－現在＞ 

（二） 建立專家學者資料庫、評估檢核工具並訂立事前、事中、事

後三階段公民參與原則，符合本市推動公民參與的目標。 

（三） 本市推動經驗為全國首創，高雄、新北、臺南及桃園爭相效

法。高雄市研考會及社會局更主動派員參加 106 年 2 月 11

日本市大型共融式遊戲場公民選址說明會，現場觀摩學習。 

（四） 定期召開跨局處專案會議，建立各機關交流協調平台。 

（五） 共融式遊戲場廣獲報導，大幅提升本府形象，且受到身障團

體及家長等一致好評，媒體報導整理如附件 3。本案亦獲本

府高度肯定並榮獲本府即時獎勵。 

四、 預期規劃：106年擴大辦理建置17處共融式遊戲場，預計於106-

107 年錄取啟用，107 年將達到每 1 行政區至少 1 座共融式遊戲

場初期目標。設置成果及未來預計設置地點如附件 4。 

相關附件 

附件 1：共融式遊戲場專家人才資料庫名單 

附件 2：選址評估表 

附件 3：共融式遊戲場新聞報導列表 

附件 4：105-107 共融式遊戲場列表 

聯絡窗口 
姓名：呂思嫺 

電話：1999 轉 1617 

Email：szuhsien@mail.taipei.gov.tw    



  融合式遊樂設施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資料庫 
領域 姓名 服務單位 專長 

兒童發展 黃昀綺主任 心路兒童發展中心 特殊兒童發展 

兒童發展 邱春瑜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

教育學系 

家庭支持、政策分析、

融合教育 

兒童發展 蔡延治創辦人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兒童遊戲與發展 

兒童發展 郭洛伶秘書 社會局局長室 身障服務、身障兒童融

合 

遊樂設施 詹魁元副教授 臺灣大學機械工程系 兒童遊戲設施 

遊樂設施 李祖敏視察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 

兒童遊樂設施規劃及相

關法規 

遊樂設施 王俊傑先生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SGS）消費品及零售事

業群檢驗部 

兒童遊樂設施 

心理師 宋祖駿心理師 文山特殊學校 特殊障礙兒童 

心理師 林麗文心理師 張老師基金會臺北分事

務所 

兒童遊戲治療、親子諮

商、情緒障礙、自閉症 

職能治療師 黃上育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 

兒童職能治療、兒童發

展、身心障礙兒童輔具 

遊戲治療師 柳秋雅治療師 心理輔導自由工作者 遊戲治療 

身障團體

（肢障） 

陳明里專案經理 台北市行無礙資源推廣

協會 

肢體障礙者服務及無障

礙相關法令 

身障團體

（視障） 

藍介洲秘書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障

者家長協會 

視覺障礙者服務 

身障團體

（聽障） 

陳俐靜社會服務

部主任 

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

會 

聽障兒童服務、聽障兒

童早期療育 

兒少團體 周淑菁女士 台灣身心障礙兒童權利

推動聯盟 

身心障礙兒童權益、共

融式遊樂設施 

兒少團體 張淑惠理事長 社團法人台灣親子共學

教育促進會 

兒童遊戲、兒童權益 

兒少團體 李宏文主任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會 

兒童權益 

倡議團體 林亞玫女士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兒童遊戲設施 

                



     臺北市政府各局處設置共融式遊戲場選址評估表 
主辦局處  設置場地  

行政區  所在里別  

設置地址  

局處專案負責人  聯絡電話  

設置地點聯絡人  聯絡電話  

聯絡人電子信箱  

預計開工時間 年  月  日 啟用時間 年  月  日 

設置場地總面積 m2( 坪) 遊戲場面積 m2( 坪) 
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1 場

地

周

邊

環

境

資

訊 

大

眾

運

輸 

捷運 □臨近    捷運站，距離    公尺 
□臨近    捷運站，距離    公尺 

公車 □公車路線 

 1.停靠站點：   路線編號： 
 2.停靠站點：   路線編號： 
□低地板公車路線編號： 
（低地板公車資訊請查詢臺北市公共運輸處網站＼無障礙乘車及敬老

愛心計程車＼無障礙乘車項下查詢） 
停

車 

位 

無障礙 

停車位 

□無障礙停車位     格 □博愛車位        格 
□復康巴士車位     格 □無障礙計程車招呼站   格 

一般 

停車位 

□一般停車位      格 
 1.路邊停車位     格 
 2.路外停車位     格（停車場：       ） 
□機車停車位      格 □計程車招呼站      格 

醫

療 

醫院 □3公里範圍內醫院   家（醫院：         ） 
□5公里範圍內醫院   家： 

無

障

礙

設

施 

人行道 □主要出入口人行道（考量公車/捷運/停車位步行動線） 

 1.人行道：□無 □有 

 2.人行道斜坡：□無 □有（坡度： ％） 

 3.寬度：最寬  公分／最窄  公分（應大於 150 公分） 
 4.路阻（障）：□無 □有（如招牌、盆栽、車阻等） 

主要出

入口 

□出入口（如公園、學校等場地之主要出入口） 

 1.地面是否順平（無門檻）：□否 □是 

 2.是否設有樓梯：□無 □有 

 3.是否設有符合無障礙設計規範之斜坡道：□無 □有 

 4.寬度：   公分（應大於 130 公分） 
 5.是否設有路阻（障）：□無 □有 

 6.水溝格柵：□無 □有(開口： 公分，不得大於 1.3 公分) 



其

他 

其他 □是否位於飛機航道：□否 □是 

□其他備註： 

檢核項目 檢核情形 

2 場

地

內

部

環

境

資

訊 

無

障

礙

設

施 

主要 

通路 

□主要通路（場地主要出入口至遊戲場動線） 

 1.地面是否順平（無門檻）：□否 □是 

 2.是否設有樓梯：□無 □有 

 3.是否設有符合無障礙設計規範之斜坡道：□無 □有 

 4.寬度：   公分（應大於 130 公分） 
 5.是否設有路阻（障）：□無 □有 

 6.水溝格柵：□無 □有(開口： 公分，不得大於 1.3 公分) 
廁所 □遊戲場 100 公尺內廁所：    間 

 1.一般廁所：男性：    間／女性：    間 
 2.無障礙廁所：    間 
 3.親子廁所：    間 
□遊戲場 300 公尺內廁所：    間（不含 100 公尺內廁所） 
 1.一般廁所：男性：    間／女性：    間 
 2.無障礙廁所：    間 
 3.親子廁所：    間 

照護 

設施 

□遊戲場 300 公尺內尿布台：    處 
□遊戲場 300 公尺內照護床：    處 
□是否設有輪椅/推車放置區：□無 □有 

□是否設有休息區（如涼亭）：□無 □有 

遊

戲

場 

遊戲場

周邊 

□是否設有戶外體健設施：□無 □有（設施數：  項） 
□是否設有沖洗設施：□無 □有 

遊戲場 

內部 

□原有設施（新設遊戲場免填） 

 1. □溜滑梯 2. □盪鞦韆 3. □翹翹板 4. □沙坑 

 2. □單 槓 5. □攀爬架 6. □其他： 

□原有設施上次汰換：  年  月(是否逾年限：□否□是) 
3 基

本

數

據 

人

口 

人口 

統計 

□所在里 

1.人口數：  人 2.6 歲以下：   人 3.7-12 歲：  人 
□身障人口 

1.人口數：  人 2.6 歲以下：   人 3.7-12 歲：  人 
遊

戲

場 

遊戲場 

統計 

□所在里遊戲場：   處（含共融式遊戲場：   處） 
□場地周邊 1公里內遊戲場：  處（共融式遊戲場：  處 
□行政區遊戲場：   處（含共融式遊戲場：   處） 

4 綜

合

評

估 

交通適切性（或說明能否改善）： 

環境適切性（或說明能否改善）： 

使用需求性： 

評估結果： 

參考資料：市區道路人行道設計手冊、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臺北市各機關

辦理活動設置無障礙設施及服務檢核表 . 



共融式遊戲場新聞報導 

時間 媒體 標題 網址 

105.7.4 聯合報 「共融性遊具」
登場要童年無礙 

https://udn.com/news/story/7323/1804544 

105.7.27 蘋果新聞 北市親子館融合
設施啟用 身障
童也可以玩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
le/new/20160728/917151/ 

105.8.5 聯合影音 北市首座「共融
性遊具」 12 月榮
星公園玩得到 

https://video.udn.com/news/537570 

105.12.1
0 

蘋果新聞 北市融合式遊樂
設施 身障童也
可玩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
le/new/20161210/1009270/ 

105.12.1
4 

小世界周
報 

共融遊樂 讓身障
童重回遊戲場 

http://shuj.shu.edu.tw/103427 

105.12.2
6 

聯合報 共融式遊具怎麼
玩？ 碧湖公園海
盜船起航了 

https://udn.com/news/story/3/2192517 

105.12.2
6 

TVBS 新
聞 

不只溜滑梯！北
市公園遊具變身
像樂園 

https://news.tvbs.com.tw/life/696106 

105.12.2
6 

蘋果新聞 好酷！北市公園
內竟然出現巨型
海盜船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
le/new/20161226/1021088/ 

106.1.24 蘋果新聞 柯Ｐ端社福政績
北市推多處共融
式遊戲場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
le/new/20170124/1042383/ 

106.1.24 TVBS 新
聞 

罐頭遊具 OUT！
北市搬海盜船進
公園 

http://news.tvbs.com.tw/politics/702616 

 

 

 

 

 

 

 

 



臺北市政府 105-107 年共融式遊戲場已設置暨預計設置地點及預計完工

時間彙整表 

年度 編號 行政
區 

公園名稱 所在地點 主管局處 備註 

105 
 

8 處 

1 

中山區 

榮星公園 民權東路三段 公園處  

2 大佳河濱公園 濱江街 水利處 1期工程：共融式
沙坑 

3 
南港區 

中研公園 研究路二段 12

巷 58 弄 

公園處  

4 內湖區 碧湖公園 內湖路二段 公園處  

5 

士林區 

士林四號廣場 福林路與雨農路
交叉口 

公園處  

6 兒童新樂園 承德路五段 捷運公司 海洋總動員、遊戲
場設施 

7 
大安區 

建安國小 大安路二段 教育局  

8 大安國小 臥龍街 教育局  

106 

 
17 處 

1 

中山區 

花博公園美術園

區 

中山北路三段 公園處 大型共融式遊戲場 

2 大佳河濱公園 濱江街 水利處 2期工程 

3 永盛公園 中山北路二段 93
巷 

文化局  

4 中安公園 中山北路二段 65
巷 2弄 

文化局  

5 松山區 三民公園 撫遠街 公園處  

6 南港區 玉成公園 中坡南路 公園處  

7 信義區 眷村文化公園 松勤路 公園處  

8 
北投區 

立農公園 承德路七段 公園處  

9 文林國小 文林北路 教育局  

10 
文山區 

萬芳 4號公園 萬和街 公園處  

11 道南河濱公園 恆光街 水利處  

12 

大同區 

樹德公園 大龍街 文化局  

13 朝陽茶葉公園 重慶北路二段 文化局  

14 景化公園 景化街 文化局  

15 建成公園 赤峰街 8巷 文化局 大型共融式遊戲場 

16 大安區 和平實驗國小 臥龍街 129 號 教育局  

17 預計設置 1處，地點尚未
定案 

 教育局  

107 

 
9 處 

1 大安區 大安森林公園 新生南路二段 公園處  

2 中正區 中央藝文公園 八德路一段 公園處  

3 萬華區 青年公園 水源路 公園處  

4 南港區 南港公園 東新街 公園處  

5 

士林區 

前港公園 前港街 公園處  

6 兒童新樂園 承德路五段 捷運公司 共融式親水設施 

7 天母運動公園 忠誠路二段 77

號 

體育局  

8、9 預計設置 2處，地點尚未
定案 

 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