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次 請問針對本公園的主題特色遊戲場工程設計內容 是否有相關建議？ 民眾意見回覆

臺中市太平區公5公園開闢工程特遊戲場線上意見交流會回饋意見蒐集與辦理情形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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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橡膠式攀爬網跟鰲峰山公園看似同款，如果只截取那一片橡膠攀爬，是否無趣了些。

2.碗公遊戲區的遮陽希望能考量進去。

3.低齡孩童有滑梯可以玩嗎？如果沒有就跟黎新公園一樣，只能排隊等鞦韆跟轉盤。

4.異材質遊戲球的玩法過於單一，是不是可增設成小型可穿越的小山洞（ex英才公園沙

坑區）。

5.非常期待高塔溜滑梯，有勞相關單位費心設計。

6.低齡的孩童遊戲區，能否再豐富些（除了鞦韆跟轉盤），在同個區塊可以幫她們多設

計一兩種玩法嗎？？人潮一多這都要排隊，請問這時候她們要玩什麼？

1.橡膠式攀爬網為提供訓練肢體協調能力設計，兩旁攀爬網可做

為挑戰路徑，中間橡膠墊可做為滑梯功能使用，故可提供兩種

以上之遊玩性質。

2.碗公遊戲區沙坑周邊已規劃設置一組遮陽棚提供遮蔭使用。

3.高塔遊戲區已規劃設置1組2.5M滑梯可供低齡孩童使用。

4.經考量異材質遊戲球之遊戲性質確實較少，將納入調整如平衡

木或蹺蹺板等其餘共融遊戲設施。

5.感謝肯定，為營造全國獨特主題遊戲場，高塔溜滑梯之遊戲

性、挑戰性、結構安全及維護管理是設計單位最為用心的部

分。

6.低齡遊戲區部分經重新考量，將不限於原設計區域，斜坡遊戲

區、沙坑區、包覆式盪鞦韆、汽座式盪鞦韆、旋轉盤及高塔遊

戲區之2.5M管狀滑梯等遊戲設施皆適合提供於低齡孩童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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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異材質遊戲球看起來就是個糟透的設計，是否可參考“台中實驗小學幼兒園”的遊戲

場區，包含木頭走橋，可穿越可攀爬，簡單卻能滿足每位小朋友，既然單位對低龄的遊

戲場專業度讓人質疑，為何不尋求專業單位？

2.天然塊石攀爬區，想知道適合幾歲使用，石頭的樓梯高低差，請考量適合各年齡層的

孩童，爸媽只看到有菱有角，小孩如果爭先恐後，是不是會增加受傷的機會

3.目前已完成52%，希望民眾的建議，不會只是流於形式，希望台中的公園不是公單位

說了算。

1.經考量異材質遊戲球之遊戲性質確實較少，將參考“台中實驗

小學幼兒園”的遊戲場區納入調整其餘共融遊戲設施。

2.天然塊石攀爬區建議5-12歲以上孩童使用，單一塊石粒徑約

40~60公分及60~80公分等兩種尺寸，主要為攀爬遊戲方式訓

練肢體協調能力，後續施工時會將塊石銳角研磨為平整面避免

碰撞致割傷，實際案例如新竹關新公園亦有類此設施。

3.目前公園已完成52%部分為廁所、停車場及環中東路側人行

道等非遊戲場區域，本次意見交流會議相關民眾建議仍將納入

本案細部設計檢討，以利營造全國獨特主題遊戲場。

3
因為是大型特色遊戲場，場地大，又是新蓋，希望可以規劃多種植一些樹木植栽，以便

日後成為林蔭形成天然的遮陰效果。（否則許多遊戲場苦於設施很好玩，但遮陰不足，

小孩又想要玩，容易中暑）

因本基地為垃圾掩埋場復育，部分區域下方仍有不透水布及一

般廢棄物，故基地內喬木種植位置應於非掩埋面，遊戲區域可

植喬木部分將種植開展型及耐風類型植栽並搭配遮陽棚，以提

供孩童遊玩及家長休憩時之遮蔭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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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磨石滑梯可參考貓裏喵八爪章魚滑梯，非直式的滑道增加趣味性。

2.目前規劃的滑梯長度都不適合3歲以下幼兒，可考慮較短的滑道給幼兒使用。

3.橡膠式攀爬網不建議獨立設置，要與某個設計串聯在一起才會好玩，例如減少量體串

聯到高塔滑梯，或是創造出攀爬網是唯一可以快速抵達磨石滑梯的捷徑(設計圖看起來

爬斜坡也可以到磨石滑梯)，若要獨立設置，建議在形狀上做變形，讓小孩在爬的過程

有上下起伏的難度。

4.遊戲球區建議使用草丘做地形變化，搭配灌木做成一個小迷宮，將自然景觀放進遊戲

場降低人工感。

5.散亂的大石頭也能創造出跳樁的遊戲方式，利用可玩的自然景觀增加豐富度。

6.遊戲場的舒適度會影響使用意願，自然遮蔭可挑開展型樹冠ex鳳凰木，小葉欖仁，配

合日照方向栽種。

7.沙坑旁要有清洗區，避免廁所區積沙

1.考量溜滑梯安全範圍與現場空間限制，已取消直式磨石子溜滑

梯設置，保留扇形磨石子溜滑梯，另塔型遊戲場之11M及8M等

2座管狀溜滑梯屬曲線型，亦可達到多元趣味性。

2.高塔遊戲區已規劃設置1組2.5M滑梯可供低齡孩童使用。。

3.因遊戲區地形考量，橡膠式攀爬網與磨石滑梯間斜坡為法規規

定之安全保護範圍，故目前規劃獨立設置，且攀爬網之中間橡

膠墊可做為滑梯功能使用，故遊戲性尚可達到多元趣味性，另

攀爬網形狀建議納入修正參考意見。

4.經考量異材質遊戲球之遊戲性質確實較少，將納入調整如平衡

木或蹺蹺板等其餘共融遊戲設施。

5.目前規劃之自然景觀遊戲區為天然塊石攀爬區，建議5-12歲

以上孩童使用，單一塊石粒徑約40~60公分及60~80公分等兩

種尺寸，主要為攀爬遊戲方式訓練肢體協調能力，後續施工時

會將塊石銳角研磨為平整面避免碰撞致割傷，實際案例如新竹

關新公園亦有類此設施。

6.因本基地為垃圾掩埋場復育，部分區域下方仍有不透水布及一

般廢棄物，故基地內喬木種植位置應於非掩埋面，日後方能良

好生長，另建議的植栽如鳳凰木及小葉欖仁常有浮根會有損害

鋪面問題，遊戲區域可植喬木部分將種植開展型及耐風類型植

栽並搭配遮陽棚，以提供孩童遊玩及家長休憩時之遮蔭空間。

7.沙坑旁設有沉沙清洗區，遊戲場周邊另設有2組洗手區，提供

孩童清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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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磨石子滑梯，未見各個滑道及扶手設計，如遇大小童爭先恐後易發生危險，建議採

分流方式玩法，以確保兒童安全，請納入評估。

(二)沙坑附近，未見規劃兒童洗手洗腳設施，請納入設計。

(三)高塔改採3處管狀滑梯，其滑道曲率、各滑道支撐僅以單管單點固定，是否符合

CNS檢驗規範，倘遇地震搖晃是否具安全性，請再評估檢討。

1.磨石子滑梯為單一滑道，入口處設有連續橫桿協助由站姿轉為

坐姿，確保兒童安全。

2.沙坑旁設有沉沙清洗區，遊戲場周邊另設有2組洗手區，提供

孩童清潔使用。

3.管狀滑梯下方有連續鋼柱確保結構強度，支撐部分強度將納入

結構計算，相關問題納入修正參考意見，感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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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停車場請交通局代為管理，停車場設計原則請依交通局設計停車塲規範設計，有關停

車塲設計原則請貴處函請交通局審查提意見回饋。

2.相關設計內容請達成地方共識。

3.請貴處說明公５公園佔用排除情形。

4.餘請本權責卓處

1.停車場已依據相關規範設計，並於細部設計階段邀集臺中市停

車管理處及臺中市太平區公所審查並提供相關意見，並依前開

意見修正完成，停車場將朝委外收費方向設計，後續委由交通

局或標租可由管理單位決定。

2.本案設計將依線上意見交流會所提相關設計建議內容調整，以

符合地方共識。

3.本案基地原遭民眾佔用部分已於細部設計階段排除，現況無佔

用問題。

7
７組鞦韆有點少，希望增加一般型的鞦韆，讓更多孩子可以一起玩。碗公遊戲區的設計

非常吸引人，很期待！下凹式的遊戲區希望能注意排水。

盪鞦韆組數因考量所需安全範圍較大及遊戲場活動空間等因素

，為避免常有孩童使用時需排隊問題，將再行檢討增加盪鞦韆

組數之可行性，另碗公遊戲區已有考量排水，以避免積水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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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車場無障礙停車格，建議設置在進入公園的通道附近，方便身障者就近進入公園

及遊戲場。

2、陽光公廁無障礙廁所，建議設置照護床。

3、寵物活動區，考慮身障者進入，動線、鋪面無障礙，草地整平減少輪椅行進的顛簸

，入口閘門門拴、繫繩勾之設置高度，需考量輪椅使用者可及的範圍。寵物專區除了寵

物飲水區，建議另設一個水源供民眾洗手清潔使用，水龍頭建議用撥桿式或感應式，讓

手部功能較弱的人使用（如身障者、年長者及兒童）。

4、碗公遊戲場下方鋪面請用無障礙鋪面，方便輪椅進出。

5、目前沙坑與小舞台似乎會影響碗公遊戲場的進出動線，建議朝圖面左下方移動與調

整，為碗公遊戲區讓出較大的進出動線。

6、簡報未標示出各使用區的鋪面材質及無障礙動線，希望能再補充說明。（小舞台左

側灰色色塊是樓梯嗎？）

7、高塔遊戲區設無障礙轉階梯，原意是期待讓身障兒童可以參與，但乘坐輪椅的兒童

必須由家人抱上去才能使用，如果在行進過程中因他人推擠而導致跌倒受傷，後果不堪

設想，故建議，可利用碗公滑梯的無障礙步道，繼續延伸至高塔遊戲區2.5米的滑梯，

不僅可減少另設無障礙坡道所需的空間與成本，同時也可讓輪椅使用者多一些的遊戲體

驗。

8、高塔遊戲區為一密閉空間的遊戲區，考量部分身障兒童須有家人陪伴與協助，故建

議三層不同使用空間中，至少於2.5米滑梯入口之內部使用空間，考量成人陪伴者的高

度。

9、考量乘坐輪椅者使用滑梯的需求，滑梯入口旁須留有輪椅暫停及轉位的空間，並設

輪椅轉位平台及扶手，於滑梯出口處設置向外垂直延伸的等待平台。

10、彈跳床之尺寸，考量輪椅使用者與陪伴者共同使用時所需的空間，建議彈跳使用

面積至少150cm ×150cm。

11、鞦韆位置的配置，汽座式鞦韆建議設在外側，便於輪椅進出，且考量輪椅暫停及

陪伴者協助移動所需的空間。

12、全區鋪面若有使用鬆填材，請務必考量輪椅進出各設施之無障礙動線。

13、若設有沙坑，請同時設置沙桌，提供輪椅者使用。輪椅停放的位置需為無障礙鋪

面，沙桌下方須有足夠的輪椅容膝高度及深度，沙桌平面最高高度為75cm。

14、鄰近沙坑建議設置洗腳洗手區，進出需為無障礙，並設置不同高度水龍頭，水龍

頭形式為感應式或撥桿式。

15、各區之休憩座椅旁，請留出輪椅停放空間。

1.停車場無障礙車格已規劃於鄰近公園人行通道附近，全區皆設

有無障礙通道可進入公園及遊戲場。

2.無障礙廁所建議設置照護床部分，經檢討目前無障礙廁所空間

已無法容納，另親子廁所空間尚充足，將納入後續變更設計於

親子廁所增設照護床。

3.寵物活動區動線、鋪面將要求完成順平，以利輪椅族行進，入

口閘門門栓及繫繩鉤高度約90cm，且閘門開啟方式皆以手推方

式，另水龍頭目前已設計採撥桿式，皆已考量無障礙需求。

4.碗公遊戲場下方鋪面目前設計為細礫石、沙坑及彩色砂鋪面，

並搭配天然塊石攀爬場、斜坡遊戲區等攀爬為主的設施，故考

量該區域使用孩童及遊戲動線，建議身障者以共融遊戲區之旋

轉盤、彈跳床及汽座式盪鞦韆做為主要無障礙遊戲設施。

5.沙坑與小舞台區位於碗公遊戲場內，並搭配天然塊石攀爬場、

斜坡遊戲區等攀爬為主的設施，故考量該區域使用孩童及遊戲

動線，建議身障者以共融遊戲區之旋轉盤、彈跳床及汽座式盪

鞦韆做為主要無障礙遊戲設施。

6.遊戲區北側與西側設有無障礙通行步道可通往共融遊戲區與高

塔遊戲區，除碗公遊戲區以外，場內其他區域皆為安全彈性地

墊或壓花地坪等硬質鋪面，可提供輪椅通行使用。小舞台左側

灰色區塊為高度40cm的舞台座椅，亦可作為階梯使用。

7.碗公遊戲區的無障礙步道延伸至高塔遊戲區需另設長度約40

公尺的斜坡路徑，所需費用較高，將納入細部設計檢討施作之

可行性。

8.高塔遊戲區每層淨高約210cm，皆可容納成人陪伴兒童遊玩

使用。

9.已評估於高塔遊戲區2.5M滑梯出口增設轉位平台，以提供無

障礙孩童使用。

10.彈跳床目前設計可彈跳面積為140*140cm，將依建議調整至

少150*150cm規格。

11.依建議修正汽座鞦韆設置位置。

12.鋪面鬆填材僅設置於碗公遊戲區底部，建議輪椅使用者以共

融遊戲區為主要使用範圍。

13.沙坑位於碗公遊戲區底部，建議輪椅使用者以共融遊戲區為

主要使用範圍，另建議增設沙桌部分，將納入細部設計檢討增

加之可行性。

14.遊戲區外圍設有兩區洗手區，設有撥桿式水龍頭與輪椅進出

迴轉空間可提供民眾清潔使用。

15.休憩座椅旁皆設有150*120的輪椅停放與迴轉空間提供民眾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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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現在的設計圖已比原先好太多了, 肯定設計團隊的努力

2.遊戲區除沙坑已有遮陽外, 能否多植樹或是設一些可移動式的遮蔭在遊戲場中心及周

圍, 否則春夏秋三季, 磨石子滑梯和其他器材會熱到無法使用

因為在設計圖中看不到植樹和其他遊具遮蔭位置, 例如黎新公園使用有遮蔭的攀爬網就

非常好

3.設計圖左側, 靠近多元鞦韆組的"斜坡遊戲區", 感覺與碗公遊戲區的斜坡和溜滑梯功能

有點重複了, 希望能考慮把這區刪掉, 刪掉後可以植樹,或增加更多鞦韆,因為以這麼大型

的公園來說, 一般鞦韆數目太少,以我身為家長的經驗來說, 即使是一般鞦韆, 小朋友都可

以玩很久很久, 舉例來說, 篰子公園和南興公園面積比公5小,一般鞦韆數目有八個, 但假

日還是要排隊很久很久, 小朋友迫於後面在等待的壓力都沒辦法好好玩, 而且鞦韆不管身

障, 小孩, 大人都可以玩, 希望公五可以再增加一般鞦韆數目 (不把其他種類鞦韆砍掉的方

式, 來增設一般鞦韆, 直接把一般鞦韆再加兩個或四個, 總數九個或11個)

4.在砌石草坡休憩區的左邊尾端,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利用高度差做一個座椅式溜索, 台中

至今完全沒有這類型遊具, 做了會是台中首例, 而且座椅式溜索身障兒也可以玩

5.遊戲球區放在低齡共融區, 那應該大部分會是幼兒使用, 但遊戲球不知道是用什麼材質

做的?如果是像PU或類似軟塑膠地墊的材質, 夏天一曬會剝落,很難維護,幼兒爬在上面又

有塑化劑問題, 如果用水泥或石頭材質作太硬, 又對幼兒危險, 不如做一些平衡木或木樁,

材質使用木頭上漆, 有變化性又安全好維護, 或是遊戲球區整個刪掉(因為區塊也好小 遊

戲球沒幾個), 做一個中部完全沒有的多人旋轉鞦韆也不錯

6.彈跳床整體區塊放的似乎太左邊了,可以再往右側的砌石草坡休憩區移動, 這樣左側的

遊戲區可以更寬闊更多空間

7.塊石攀爬區中的塊石, 可以適量加幾個中型有著力點的岩塊,讓大孩也有一點類似攀岩

的挑戰可玩, 不然都是矮矮的踏階對四歲以上孩童來講無挑戰性(因為這區主要是做給大

童玩的)

8.沙坑旁不知道有沒有設計洗手洗腳區?設計圖沒畫出, 另外公園廁所數量也沒寫出, 不

知道足不足夠

9.高塔溜滑梯建議做一個橫向連結進去的方式, 或是做多一點透明的部份讓家長可以輕

易由外看到自己的小孩在哪, 若小孩爬到一半心生因故卡在中間, 直上直下的方式會塞車

10.高塔溜滑梯希望部分做透明管, 才看的到小孩溜到哪個位置有沒有卡住或發生什麼事,

其實使用像中和錦和運動公園或桃園台茂公園的大型攀爬網加溜滑梯設計也很好, 穿透

性很高, 一眼就可以看到自己小孩在哪裡

11.溜滑梯入口不知道會不會裝設紅綠燈或是有安全機制, 否則在上面等待的人會不知道

前一個人溜到底了沒,易發生多人追撞危險

12.整體來說 公五的溜滑梯和斜坡太多, 除了高塔以外的攀爬實在太少, 全部的攀爬集中

在高塔無法分散人潮, 是否仍有多餘的區塊可以做一些中型的攀爬架或攀爬網, 也許可以

把右下角的砌石休憩區改為在山坡上的攀爬網或攀爬架?因為最下方已經有另外一區照

顧區了, 而就算不做砌石,旁邊草地或樹下其實也能席地而坐

13. 寵物遊戲區的圍欄, 大型犬的圍欄要特別加高以免跳出, 然後寵物遊戲區與兒童遊戲

場的中間植栽, 希望可以種高一點直接隔開兩個區塊, 道路的設計引導未繫繩的寵物往草

皮去不要往遊戲場方向走, 不然遊戲場若有寵物便溺或未繫繩非常難管理(大部分人去公

園還是都不會繫繩也不會清狗便)

1.感謝肯定。

2.因本基地為垃圾掩埋場復育，部分區域下方仍有不透水布及一

般廢棄物，故基地內喬木種植位置應於非掩埋面，遊戲區域可

植喬木部分將種植開展型及耐風類型植栽並搭配遮陽棚，以提

供孩童遊玩及家長休憩時之遮蔭空間，另移動式遮蔭管理不易

，仍以固定式遮蔭為主。

3.盪鞦韆組數因考量所需安全範圍較大及遊戲場活動空間等因素

，為避免常有孩童使用時需排隊問題，將再行檢討增加盪鞦韆

組數之可行性。

4.座椅式溜索所需安全空間較大，將影響其餘遊戲設施區域，並

考量本案整體經費，故未納入該設施。

5.經考量異材質遊戲球之遊戲性質確實較少，將納入調整如平衡

木或蹺蹺板等其餘共融遊戲設施，另建議多人旋轉盪鞦韆部分

，因考量與盪鞦韆之遊戲設施性質相近，且該設施所需淨空範

圍較大及經費較高等因素，故不設置該遊戲設施。

6.彈跳床配置將依建議檢討配置區域。

7.天然塊石攀爬區建議5-12歲以上孩童使用，單一塊石粒徑約

40~60公分及60~80公分等兩種尺寸，主要為攀爬遊戲方式訓

練肢體協調能力，後續施工時會將塊石銳角研磨為平整面避免

碰撞致割傷，實際案例如新竹關新公園亦有類此設施。

8.沙坑旁設有沉沙清洗區，遊戲場周邊另設有2組洗手區，提供

孩童清潔使用。

9.塔型遊戲區設有樓梯前往第二層，提供家長陪同。第三層與第

四層設有多路徑攀爬梯與攀爬網，可避免孩童路徑塞車。

10.塔型遊戲區之管狀滑梯設有透明段提供家長檢視，也可提高

滑梯內透光環境。

11.滑梯入口設有紅綠燈感應管制裝置並於周邊張貼使用告示，

採一進一出管理，避免追撞問題。

12.目前除高塔遊戲區外，斜坡遊戲區設有攀爬繩與攀爬塊，高

度約1.5M，碗公遊戲區設有橡膠式攀爬網，高度約3.5M，將提

供孩童多元挑戰類型，另建議遊戲區東南側砌石休憩區改為攀

爬設施部分，因考量後續家長人數及休憩空間品質，仍建議保

留。

13.寵物遊戲區與兒童遊戲區中間有步道與綠地作為阻隔，並無

直接連結，另倘有民眾於寵物活動區外未依臺中市公園及行道

樹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規定之行為，並經公園管理單位巡查及

勸導仍未能改善，將依前開條例相關規定辦理裁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