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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與消費者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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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前言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消費者保護法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違規處理

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
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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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兒童遊戲場是兒童生活與成長過程

中相當重要的部分。在遊戲設施豐

富多元，不斷推陳出新的狀況下，

如何維護兒童遊戲安全，減少事故

傷害，是大家必須重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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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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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8、
78.1.23

• 兒童福利法

• 少年福利法

92.5.28
•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100.11.30
•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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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法立法目的及主管機關

第1條 立法目的

促進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

保障其權益

增進其福利

第6條 主管機關

中央：衛生福利部

地方：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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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法各機關權責劃分

第7條第2項 權責劃分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
維護及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其權責劃分如下：

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監
督等相關事宜

五、建設、工務、消防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
益維護相關之建築物管理、公共設施、公共安全、建築物環
境、消防安全管理、遊樂設施、親子廁所盥洗室等相關事宜

十三、經濟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年相關商品與非機械遊
樂設施標準之建立及遊戲軟體分級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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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法
總則

消費者權益
健康與安全保障

定型化契約

特種買賣

消費者保護團體

行政監督

消費爭議之處理

罰則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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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消保網

13

立法保護

司法保護

行政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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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

以「設計、生產、製造、輸入、經銷商品或提供服務」為
營業者

從事經銷之企業經營者，改裝、分裝商品或變更服務內容
者，視為設計、生產、製造、輸入之企業經營者

不以營利為目的者為限

例如：學校辦遊學團、寺廟提供點光明燈、安太歲、林
務局經營阿里山小火車

偶一為之的銷售行為，非屬企業經營者

營業行為，應以其職業上直接且必要的行為為限，必須具
有專業性、經常性、職業性、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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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以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

最終消費：不再作為生產或銷售行為使用

凡是一般人在生活上所為的行為，都是以最終消費為
目的，均為消費行為

消費不以有償為限

例如：百貨公司的來店禮、免費試作美容

消費者不限於以簽訂契約的當事人為限，凡是實際使
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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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關係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
就商品或服務所發生之
法律關係

 只有消費關係，才能適
用消保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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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關係客體

商品

服務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法入門 黃明陽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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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或服務責任
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符合當時科技或
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應就下列事項認定之：
 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
 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
 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
違反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者，應負連帶賠償
責任
損害之發生
瑕疵之存在：企業經營者主張無瑕疵，應負舉證責任
損害之發生與瑕疵之存在具有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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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過失責任
企業經營者如因商品或服務有瑕疵，致消費者遭受損
害，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不問企業經營者是否有
故意或過失

企業經營者證明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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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消3  損害賠償 判決應賠償111萬5仟24元
事實：91年12月15日，12歲甲在台中市乙飲食店消費用餐，於店中所設

置之溜滑梯遊戲活動時，該溜滑梯之滑梯扶手旁設有網狀安全繩網，
而扶手與繩網間以扶手上一定間隔距離之固定 之鐵製圓圈再穿以繩網
方式連結，詎因該鐵製圓圈設於扶手正上方且圓圈過大（ 除繩網穿過
尚留甚大空間，使遊戲者之手指可穿入），以致甲手扶扶手由上滑下
時，手通過鐵製圓圈，且手指套入鐵製圓圈，受有左手中指近位指節
骨折撕脫性截肢之傷害

理由：

甲顯係以消費者之地位接受企業經營者以提供餐飲商品及服務為內
容之行為，兩造之法律關係核屬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之消費關係

乙未置管理人員負責遊樂設施之安全，復未提出任何定期安全檢查
與維護之紀 錄表，及相關設施符合設計、安裝安全標準之證明文
件，於溜滑梯扶手正上方設置足以讓手指穿入之鐵環，就該溜滑梯
工作物設置之安全性上，顯有重大之瑕疵

使用溜滑梯滑下時，將手扶住扶手上方，屬正常之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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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消3  損害賠償
醫藥費：86,740元
減少勞動能力：中指機能喪失之程度，屬殘廢等級為13級，
再依各殘廢等級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比率表，喪失勞動能
力程度之比例為23.07 ％。依基本工資每月15,840元計算，
年工資所得為19萬80元，所得減少45,048元（計算方式：
15840×12×23.07％＝43851元，元以下四捨五入）；20歲起
至60歲止40年減少勞動能力之總額，依霍夫曼法計算第1年
不扣除中間利息為97萬8千284元

精神慰撫金：15萬
【 86,740＋978,284＋150,000】－100,000（乙已預為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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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監督：調查
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商品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
康或財產之虞，應即進行調查(消保法第33條)
向企業經營者或關係人查詢

通知企業經營者或關係人到場陳述意見

通知企業經營者提出資料證明該商品對於消費者生命、身體、
健康或財產無損害之虞

派員前往企業經營之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有關場所進行調
查

必要時，得就地抽樣商品，加以檢驗

得公開調查經過及結果

企業經營者規避、妨礙或拒絕調查：處3-30萬罰鍰並得按
次處罰(調查時未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被調查者得拒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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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監督：處分
違反標示規定

 通知改正，不改正，處2-20萬元罰鍰

經認定確有損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或確有損害之虞
 限期改善、回收、銷燬
 必要時，得命立即停止該商品之設計、生產、製造、加工、輸入、經銷
 採取其他必要措施

違反命令
 處6-150萬元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對消費者已發生重大損害或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而情況危急時
 應即在大眾傳播媒體公告企業經營者之名稱、地址、商品
 其他必要之處置
 處15萬-150萬罰鍰

違反消保法，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之虞，影響社會大眾經認定為情
節重大
 命停止營業
 提起消費者損害賠償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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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原名稱:各行業附設兒童遊樂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沿革
內政部於92.4.9.訂定

衛生福利部102.9.4,106.1.25修正

適用對象
設置兒童遊戲場設施之各場所

適用範圍
無動力固定於兒童遊戲場

供2歲至12歲兒童使用

非機械式：指不含『建築基地內固著於地面或建築物，藉由
動力操作運轉，供遊樂使用之設施』 (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
理辦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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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管機關
規範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第三點)
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第四點)

中央：各兒童遊戲場之主管機關
地方：直轄市、縣(市)政府

主管機關類別：
營建主管機關：公園、綠地、廣場等附設兒童遊戲場。
教育主管機關：公私立幼兒園、學校及社會教育機構附設兒童遊戲場。
文化主管機關：文化類博物館、展覽場館、文化中心、藝術中心、表演場

館、生活美學館、其它具文化功能之文化機構附設兒童遊戲場。
體育主管機關：體育館附設兒童遊戲場。
民政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之宗教場所附設兒童遊戲場。
經濟主管機關：百貨公司、賣場附設兒童遊戲場及專營之兒童遊戲場。
衛生主管機關：餐飲業、醫療院所等附設兒童遊戲場。
社政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等附設兒童遊戲場。
觀光主管機關：國家風景區、觀光產業附設兒童遊戲場。
農業、退輔主管機關：森林遊樂區、農牧場附設兒童遊戲場。
其它場域附設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為各場域主管機關。

24



25

各機關權責劃分

中央主管機關：掌理兒童遊戲場設施之監督、協調、管理、

稽查及統籌相關事宜。(第五點第一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兒童遊戲場設施之管理、

稽查及相關人員教育訓練等相關事宜。(第五點第二項)
涉中央及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依法應由中央及地

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掌理者，從其規定。(第五點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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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的安全概念

安全的空
間與鋪面

安全的
遊戲行
為

安全的
設施

26

資料來源：兒童遊戲場安全工作指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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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設施設置前應辦理事項(1/2)
 開放使用前應向各行業主管機關辦理備查

 變更或增設時亦同(第七點第一項)

 兒童遊戲場基本資料（包含設置位置、範圍、遊戲
設施種類及數量、設置平面圖、使用者年齡、管理
人等資料）。(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

 出具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規定之試驗報告與合
格保證書。 (第七點第一項第二款)

 投保含附設兒童遊戲場之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
（政府部門附設兒童遊戲場無收費者得免附）。 (
第七點第一項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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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設施設置前應辦理事項(2/2)
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表 (第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由取得我國簽署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ILAC)相互承認協議
(MRA)認證機構核發CNS 17020或ISO/IEC 17020認證證書之檢驗
機構，所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第七點第一項第五
款)

本規範修正前已設置之兒童遊戲場設施，應於三年內檢具前述
兒童遊戲場基本資料、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表、公共意外責
任險證明文件、經認證CNS 17020或ISO/IEC 17020之檢驗機構
，所開立具有認證標誌之合格檢驗報告。

向該管兒童遊戲場主管機關完成備查手續。 (第七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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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CNS 12642、12643 、15912 、15913 、ASTM 
F1487 、F1292 、F1918 歐盟EN1176 、EN1177(1/4)
CNS12642公共兒童遊戲場設備(97.1.31修)
提供無動力固定兒童遊戲場設備之安全設計、安裝及性能
之標準

使用者年齡範圍為2~12歲
不包含家庭遊戲設備

CNS12643遊戲場鋪面材料衝擊吸性能試驗法(97.1.31修)
建立遊戲場鋪面材料衝擊吸收性能準則，以臨界墜落高度

(不預期會發生致命性頭部傷害之最大墜落高度)表示
建立在實驗室條件下測定遊戲場鋪面材料之臨界墜落高度
步驟

建立安裝完成遊戲場鋪面材料測試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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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CNS 12642、12643 、15912 、15913 、ASTM 
F1487 、F1292 、F1918 歐盟EN1176 、EN1177(2/4)
CNS15912(105.6.14制)
提供遊戲場內互動遊戲活動而設計的系統所使用的網/或網

格之設計、製造及維護性能規範及標準
使用者年齡範圍為2歲至成人

排除標準中未規定之CNS1264 、15913 矩陣網、格網
尺度許可差為＋－2% 

CNS15913(105.6.14制)
適用於軟質封閉式遊戲設備之安全及性能準。
不含CNS12642公共遊戲場設施、家中遊戲設備、運動裝
備、遊樂園設施、非遊戲用健身設施、戲水設施及裝
置、玩具及其他青少年產品等。

尺度許可差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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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CNS 12642、12643 、15912 、15913 、ASTM 
F1487 、F1292 、F1918 歐盟EN1176 、EN1177(3/4)
 ASTM F1487-17(2017年版)Standard consumer safety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 

for playground equipment for public use
供各類型公共遊戲場設施安全及性能標準。
不含家庭遊戲場設備、玩具、遊樂設施、運動器材、12歲以上使用的健身

器材、6-24個月兒童的公共遊樂設施和軟包遊樂設備。
排除使用區域外的產品或材料，如長凳、桌子，獨立遮陽結構，以及用

於保護表面的邊界。
 ASTM F1292-17a(2017年版)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impact attenuation of 

surfacing materials within the use zone of playground equipment 
供安裝遊戲場設施使用區域內遊戲鋪面材料衝擊衰減的最低性能要求，

並以臨界最落高度表示。
適用於與遊戲場設施結合使用之表面，如F1487，F1918，F1951，F2075。

 ASTM F1918-12(2017年版) Standard safety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 for   soft 
contained play equipment 
 供軟包遊戲設備安全及性能標準。

 不含公共遊戲場設施、家庭遊戲場設備、運動器材、遊樂設施、不屬於

遊戲系統的健身器材、與水有關的景點和設備、以及玩具和幼兒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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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標準CNS 12642、12643 、15912 、15913 、ASTM 
F1487 、F1292 、F1918 歐盟EN1176 、EN1177(4/4)
EN1176 (2017/11/1) Playground  equipment and surfacing
調和自BS 5696，BS7188，DIN7926，NF S54201 。
分為9部分(part1，2，3 ， 4 ， 5 ， 6 ， 7 ， 10 ， 11)。
提供兒童遊戲場設施一般及附加安全要求和測試方法。

附加安全要求和測試方法(如鞦韆、滑梯、跑道、轉盤、
搖搖樂等裝置及組裝、檢查、維護及操作)

EN1177  (2018/1/1)Impact attenuation Playground surfacing 
determination of critical fall height
調和自BS 5696，BS7188，DIN7926，NF S54201 。
供兒童遊戲場表面材料所需要衝擊試驗方法和測試設備。

已通過測量衝擊過程中的加速度來確定衝擊衰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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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之職責

兒童遊戲設施應設置管理人員(第八點第一項)
應接受講習或訓練(第八點第二項)
應於開放使用期間，每日進行遊戲場及設施目測檢查
工作，發現顯有不安全情事，應立即進行維修保養工
作。 (第九點第一項)
應每月定期依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表進行遊戲場及
設施檢查工作，並填表存放管理單位，其保存期限為
五年。 (第九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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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設施設置者應辦理事項
遊戲場廠商在保固期間進行遊戲場設施檢查工作，並
製作檢查報告存放管理單位，該檢查報告應至少保存
五年。

每三年委託專業檢驗機構進行遊戲場設施檢驗工作，
並製作檢查報告存放管理單位，該檢驗報告應至少保
存五年。

投保附設兒童遊戲場之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險期間屆
滿時，應予續保，並報送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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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遊戲場設施設置者之事故傷害防制及處遇規定

 設告示牌並標示發生事故傷害緊急聯絡機制。

 室內環境應備置急救用品：如優碘、剪刀、繃帶、
無菌紗布、無菌棉籤、透氣膠帶、OK繃、生理食
鹽水、急救手冊、冷水袋等，並注意使用期限、保
存方式及定期更換。

 實施事故傷害防制教育及相關訓練，增進員工安全
急救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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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管機關之權責
受理報備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辦理兒童遊戲場管理人員教
育訓練課程，其課程及時數，由本規範之主管機關定之。

每年依兒童遊戲設施稽查檢核表進行兒童遊戲場安全稽查
業務
或依法規委託專業檢查機構、法人或團體執行。

必要時，會同當地建管、工務、消防、衛生、環保等相
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消費者保護官實施聯合稽查

安全稽查作業，得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併同維護公
共安全聯合稽查執行。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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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處理
規避、妨礙或拒絕稽查：依消保法57條，處3萬~30萬罰鍰
經稽查不符合標準，有不安全之虞：依消保法36條，限期改善等
措施，並列管追蹤

違反目的主管機關法令者：移請目的主管機關處理
危害兒童安全消費糾紛：各行業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妥處
違反情節重大，已發生重大損害或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而情況
危急：依消保法第37條，公告違法業者名稱，地址及其違法情形

刑事責任：
業務過失傷害：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千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千元以下罰金

民事責任：無過失損害賠償責任
醫藥費、看護費
因此所增加之生活上需要費用
精神慰撫金

國家賠償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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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簡上152 業務過失傷害 判決無罪
事實：7歲童甲在無成人陪同之情形下，自行進入兒童遊
戲區玩，並在遊戲區溜滑梯後方與牆壁間僅有75公分之走
道上，將放置在遊戲區之軟墊積木數塊，自行向上疊高約
81公分，輪流爬上跳躍，甲在跳躍中不慎跌落，頭部受有
左側頭部創傷

理由：

無從證明護欄壓條接縫處有何缺損或磨損不平整之情，尚難
認被告就麥當勞九如店兒童遊戲區之維護有何未盡注意之處

無從證明被害人確係撞及木條「缺口」而受有傷害

甲身高超過、成人未陪同、非合理方式使用本屬安全無虞之
遊樂器材而受有傷害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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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易2488  業務過失傷害
教保人員：判決處拘役30日，減為拘役15日
減刑

為紀念解除戒嚴20週年，予罪犯更新向善之機

犯罪在96年4月24日以前

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減其刑期或金額1/2

負責人：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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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易2488  教保人員
事實：老師乙帶領學童甲於教室外活動之際，而於當時並
無不能防止學童甲使用該所設施時做出危險舉動之情況，
竟疏未注意，容由學童甲攀爬站立在所內設置供學童使用
之「搖搖椅」遊樂設施之座椅上，學童甲因該「搖搖椅」
的搖晃而站立不穩，摔落於該椅下，右腳遭該椅下方之鐵
桿夾到，致受有右側脛腓骨遠端線性骨折之傷害

理由：

乙負有保護義務，及防阻甲做出具危險性舉動之注意義務

乙當時在園區內住所門口與人聊天，未全程目睹事發之經過

乙過失之不作為致被害人甲因由「搖 搖椅」跌落遭橫桿夾傷，
二者有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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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易2488  負責人
理由：

托兒所內雖設有「搖搖椅」之遊樂設施，只要其已盡社
會所期待功能供一般孩童使用，縱令幼童因使用該搖搖
椅而受傷，亦仍難認其有過失

托兒所負責人丙雖未依內政部兒童訂定之各行業附設兒
童遊樂設施安全規範第 11 條規定，依期限向高雄縣政
府回報95年度上半年之兒童遊樂設施安全檢查表予以備
查，然上開回報義務僅係行政機關之管制措施

本案係因乙疏未注意甲站立於該「搖搖椅」外側椅子上
之危險舉動所致。甲受傷害之結果，與該「搖搖椅」之
設置及管理其兩者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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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國6  國家賠償應 判決應賠償15萬3仟701元
事實

甲於95年11月5日由阿姨陪同，至台中市松勇公園遊玩，在園內圓柱
型高杆上行走時，摔落受傷

台中市政府為上開圓柱型低、中、高杆設施之管理及維護機關。高
杆距離地面65公分，但其下未設置安全軟墊，亦未設置使用 說明
告示。

甲受傷後住院2日，共支出醫療費用4,233元，並由其母全天候看護

理由
未在系爭低、中、高「圓柱形幹杆」設置告示牌揭示使用方法、事
故時亦未在該設施下設置防護軟墊，則其設置顯有欠缺

醫療費用4,233元
看護費用3,168元：基本月薪資15,840元，按時薪66元計算 ，請求2
日計3,168元

精神慰撫金30萬元：被害人與有過失應同負50％之過失責任
【94,233＋3,168＋300,000】×50％＝15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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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
理規範(1/2)
 內政部107.10.8台內營字第1070814590號令訂定，自即日生效
 遊樂設施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該設施所設置場所之中央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二點)
前項主管機關之主管場所，規定如下：
 營建主管機關：主管公園、綠地及廣場等場所。
 教育主管機關：主管公私立幼兒園、學校及社會教育機構等場所。
 文化主管機關：主管文化類博物館、展覽場館、文化中心、藝術中心、表演場館

、生活美學館及其他具文化功能之文化機構等場所。
 體育主管機關：主管體育場館。
 民政主管機關：主管登記有案之宗教場所。
 經濟主管機關：主管百貨商場、賣場及市場（含攤販集中場）等場所。
 衛生主管機關：主管餐飲業及醫療院所等場所。
 社政主管機關：主管社會福利機構。
 觀光主管機關：主管風景區管理機關所轄據點、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民宿及觀

光遊樂業等場所。
 農業及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主管機關：主管森林遊樂區及農（牧）場等場所。
 其他場所設置遊樂設施之主管機關，為各場所之主管機關。

 本規範適用於設置各場所之充氣式遊樂設施（含CNS20187充氣式遊戲設備）及非固定
式機械遊樂設施。但不包含設備及商品類遊樂設施。(第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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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氣式遊樂設施及非固定式機械遊樂設施安全管
理規範(2/2)
遊樂設施設置之場所，應符合土地使用相關法令規定。(第五點) 

遊樂設施之設計、製造、安裝、檢查及維護，應符合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之規
定；無國家標準及相關法規規定者，應參酌國際（區域性）標準、法規、其他
國家標準或該設施使用說明規範辦理。

遊樂設施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之最低保險金額適足建議方案，規定如下(第
六點第二項)
 每一個人身體傷亡：新臺幣六百萬元。
 每一事故身體傷亡：新臺幣三千萬元。
 每一事故財產損失：新臺幣三百萬元。
 保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為新臺幣六千六百萬元。

設置遊樂設施之業者應置遊樂設施管理人員，其資格及職責如下(第八點)
 應負責遊樂設施經常性之保養及修護，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機械工程技師或電機工程技師考試及格者。
 依電匠考驗規則規定，經甲種或乙種電匠考驗合格者。
 室內配線、電器修復、工業配線、變壓器裝修、旋轉電機裝修、旋轉
電機燒線、靜止電機燒線、升降機裝修、機械停車設備裝修、用電設
備檢驗、機電整合、汽車修護、重機械修護或內燃機修護等之各級技
術士技能檢定合格者。

 應於開放使用期間，每日目測檢查遊樂設施及其設置場所，發現顯有不
安全情事，應立即進行維修及保養或停止使用並立即通報業者及主管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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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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