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不一樣的遊樂空間 

遊戲專遞 第 2 期

*此專遞所刊登未見配載口罩的相片，源自早於疫情前發生或舉行的事件或活動。

https://playright.org.hk/
https://charities.hkjc.com/charities/chinese/charities-trust/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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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空間的發展和轉變 

提起遊樂場，大家有甚麼聯想？中年人經常回憶童年時的遊樂場有多好玩，

有多刺激——攀爬架既高又富挑戰性，滑梯又高又長，下滑速度感十足，空

地更大得可盡情自由奔跑，加上街坊友好長期相伴，每天都玩得樂而忘返。 

反觀當今的一代，終日躲在居所內，或埋首課本堆，或盯著發光的電子屏幕，

即使偶而造訪附近的遊樂場，也因遊戲設施一式一樣，缺乏挑戰性而深感乏

味，唯有再投電子懷抱。遊樂空間的發展由好玩變沉悶，究竟有何因由？ 

環球趨勢 

遊樂場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十九世紀初的德國，那時的遊樂場與幼稚園相連，強調戶外自然遊戲。至十

九世紀末，由於工業革命加速城市的發展，馬路增多，令街道變得狹窄，人多繁雜，更使街上日益危

險。昔日鄰里坊眾四處遊走玩樂的一幕不復見，街上不再適合兒童遊玩。有見及此，美國波士頓於 1898

年開始規劃公共遊樂空間，讓兒童在指定的安全地點玩遊戲。二戰的炮火摧殘，令城市出現廢墟處處，

有關注兒童遊戲和福利的園境建築師因利成便，於歐洲各地發展冒險遊樂場，讓小朋友利用工具在廢

置空間創造屬於自己的遊戲。 

及後，隨著全球經濟復甦，設計師紛紛各施各法，創造各具特色的遊樂場。到了八、九十年代的美國，

遊樂場設施的安全性受到公眾廣泛關注，遊樂設備生產商也要面對各種訴訟和索償，遊樂場發展因而

受制於供求雙方的兩面壓力，均一面倒傾向單一化和保守，罐頭式的遊樂場成為主流。至二十一世紀，

歐美各地學者及兒童權利團體提倡遊樂設施應以遊樂場用家的需要為首要考慮，提醒決策者及遊樂場

設計師應以共融、多元、好玩、安全為遊樂設施的準則，讓任何年齡和能力的小朋友樂於享用。 

本地案例 

本港開埠初期的休閒康樂設施相對缺乏，直至戰後難民湧入和嬰

兒潮出現，政府需要興建大量公共房屋，毗連居所的免費公共遊

樂場應運而生。當時的遊樂環境和設施均參照德英模式，物料較

為粗糙，安全標準亦未及嚴謹和成熟，小朋友在遊樂場遊玩時受

傷，也不是罕見。其後，具有特色設計的遊樂場時有出現，維修

保養卻成為管理者面對的難題，為求經濟效益和方便管理，美國

組裝式的遊樂設施開始佔據本地市場，遊樂場便漸漸變得一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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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2017 年，立法會秘書處發佈對香港公共遊樂場的研究，指出康樂及文化事務（康文署）轄下公

園遊樂設施的問題，包括分佈不均、數量不足和設計單調；2020 年，申訴專員亦公佈對公共屋邨遊

樂設施的調查，除了關注設施的維修期過長及監察不足外，特別提及遊樂場的設計應更配合市民的需

求，引入社區參與元素，以改善未來設施的設計及提升公共屋邨的遊樂空間之質素。 

智樂積極推動：共融元素和兒童參與 

智樂於 1987 年創立，發現本港缺乏無障礙的遊樂空間，首個任務便定為與市政局合作的京士柏公園

兒童遊樂場翻新項目，負責設計及構思遊戲主題和元素，並確保符合無障礙遊樂環境的標準，最後以

「月球之旅」為主題的全新遊樂場於 1989 年正式開幕。 

智樂的步伐未有就此停下來，繼續透過研討會、研究調查及

公開設計比賽等，推動共融遊樂概念及遊樂空間的發展，促

使政府以屯門公園兒童遊樂場為試點，以先導計劃的形式

進行改建；智樂亦於同期招募當區學生，以「小小遊樂場專

員」（Junior Playground Commissioner）的角色來表達對

遊樂場的想法，意見更獲康文署及建築署的團隊採納，全港

首個結合兒童參與的共融遊樂場終於在 2018 年年底正式

誕生。 

展望將來 處處出現共融遊樂空間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的成功，帶領本地遊樂場的發展走出重要一步，同時亦引起社會對優質遊樂空間

的討論和關注。在 2019 年的施政報告中更提及在未來 5 年改造全港超過 170 個康文署轄下的公共

遊樂空間，使設施更具創意和趣味，滿足居民需要，並在改造過程中鼓勵社區參與和民間共議。據悉，

當局正推展 17 個改造項目，其中 4 個項目最快可於 2022 年上半年完成。 

綜觀環球及本地的遊樂空間發展軌迹，不難發現，優質遊樂

空間的出現，除了與志願組織的推動、政府的政策、業內人

士的參與，包括園境設計師、管理者、供應商，也與家長的

心態有關。唯有各方眾志成城，相互協作，才能創造適合兒

童成長的理想遊樂空間，期望讓任何年齡和能力的小朋友暢

遊其中，盡享豐盛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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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境下，遊樂場何時重開？ 

自 2019 新型冠狀病毒病在本港流行，不論室內或戶外，公共或私人的兒童遊樂場，都長期處於關閉

狀態，小朋友無法如常前往遊戲，對身心健康帶來負面影響。隨著第四波疫情逐漸緩和，社會各界都

期待公共遊樂場重開。放眼海外各國政府都有為疫情期間制訂開放遊樂場的相關指引，民間組織也有

積極配合行動，絕對值得本地參考及借鏡。 

英國封城 遊樂場仍然開放 

今年 1 月，因應疫情嚴峻，英國再次實施緊急封鎖，限制居民

留在家中，所有商場，餐館等公共場所也關閉。唯封鎖並未包

括戶外公共遊樂場。事實上，根據過往封城的經驗，關閉遊樂

場的不良效果早已浮現眼前，特別對居住空間狹小的家庭影響

更深。當住所沒有足夠空間讓子女進行體能活動，加上學校停

課，小朋友長留家中，容易產生負面情緒，因而早有關注團體

呼籲政府重新評估限制措施的利弊，建議儘快重開遊樂場。 

就是次封城下開放遊樂場的決定，英國政府同時向遊樂場管理者發出指引。文件指出，開放遊樂場的

主要對象是沒有私人戶外空間的兒童，而遊樂場的使用者及照顧者在遊玩期間亦不得與其他人有任何

社交接觸。管理者更要維持設施的維修保養和衛生，並設立人數上限及使用時限、在當眼處張貼相關

告示、提醒使用者和員工保持個人衛生，包括配戴口罩、禁止飲食、保持兩米社交距離等，務求防止

遊樂場成為傳播病毒的溫床。可是，即使政府發出明確指引，個別地區如科爾切斯特，仍因應當區情

況，決定關閉部份遊樂場。 

美國非政府組織 重開建議 

美國不同州份均可自行決定遊樂場的開放安排。關注遊樂空間發展的非政府組織 KABOOM! 發現不

同地區的處理手法各有不同，因而成立了包括公共衛生及遊樂設施等跨專業的工作小組，為重開遊樂

場發出安全使用的指引。小組認為，不論小朋友來自任何種族、社會階層或地區，均應可公平且安全

地使用遊樂場，強調關閉遊樂場嚴重影響資源貧乏的社區。小組建議決策者應儘量利用互聯網收集各

持份者的意見，使所有人的觀點都被平等聽取；遊樂場現場則應定時清潔設施和限制使用人數並設置

多種語言的告示，提醒使用者注意衛生及戴上口罩，如有不適切勿使用遊樂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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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 重開無期？ 

反觀本港，遊樂場關閉已成為新常態，各個遊樂場的設施

被封條重重圍封，渴求遊戲的小朋友只能在遊樂場的外圍

以自創方式玩遊戲，例如，穿梭封條之間玩障礙賽，在公

用通道奔跑追逐。為回應漫長抗疫期中小朋友的遊戲需要，

智樂由 2020 年 1 月底開始為家長提供在家遊戲的點子。

當中有部份家長反映，居於窩室中無法讓孩子盡情遊戲。

的而且確，戶外遊樂場的體驗獨特鮮明，如盪鞦韆的自在、

瀡滑梯的刺激、玩水玩沙的觸感衝擊，實在無法被其他遊

戲取代，希望政府在制定防疫措施時，多加考慮兒童的身心需要和整體福祉。英美各地嘗試平衡風險

和益處，利用合適的指引確保場地維持安全和開放，收集各持份者的意見等，極具參考價值。期待本

港疫情早日緩和，遊樂場儘快重新開放，讓小朋友重拾遊戲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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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場以外 發展更多遊樂空間 

新冠疫情帶來了新常態，公共遊樂場的圍封和學校的停課，令兒童失去不少遊戲的機會。不管病毒傳

播的情況如何，兒童生來就有的遊戲天性和遊戲需要並未見絲毫改變。除了家以外，非正式的遊樂空

間（Informal Play Space）在疫情下更顯重要。 

何謂非正式的遊樂空間？ 

正式的遊樂空間（Formal Play Space）人所共知，泛指公

園的遊樂場，或軟墊上的遊樂空間。非正式的遊樂空間

（Informal Play Space）則涵蓋遊樂場以外，可供兒童遊

戲玩樂的地點，包括樓下空地、屋邨廣場、公園休憩處、海

濱長廊、郊外大草坪、甚至街道馬路等。字義上說明此等空

間並未列明為遊樂的用途，卻可成為遊戲出現的地方。 

倫敦計劃 前瞻性的全盤規劃 

優質的遊樂空間需要完整的發展規劃，倫敦計劃（The London Plan）列明

每一位兒童與青少年都應獲得優質、設計良好、安全和刺激的遊樂設施。計

劃的補充資料中更清楚解釋不同年齡層的遊戲空間（Playable Space）類

型，除了傳統的遊樂場外，開放空間、球場、健身徑等亦被視為遊樂空間。

文件建議有關部門透過審計，檢視現有的遊樂空間，並按人口的年齡和遊

樂空間分佈建立資料庫，制作地圖分析現行遊樂空間的質、量、和可及性，

查明缺乏遊樂空間的區域，從而制訂遊樂空間發展的整體策略。倫敦計劃

成功提升遊樂空間的吸引力，根據美國的一項調查，倫敦遊樂場的訪客比

美國紐約、三藩市或洛杉磯遊樂場平均多出 53%。 

本地 以小型地區項目啟導未來發展 

智樂亦嘗試在本地透過類似的審計方式，探討改善遊樂空間的方向。2018 年，智樂與聯合國兒童基

金香港委員會攜手合辦的「好玩得遊樂空間計劃」，引領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第二小學共 18 位小四

至小五學生成為「小小遊樂場規劃師」（Junior Playground Planner）。計劃以兒童友善的方法，讓小

規劃師由校園走到鄰近的遊樂場、屋邨球場、空地、公園休憩處及草坪，親身審視當區遊樂空間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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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向設計師發表意見，一起構想如何改造社區的遊樂空間。有趣的是，在小朋友眼中，除了希望

有更多刺激和富挑戰性的遊樂設施，理想的遊樂空間更

包括舒適的休息區，大自然的鳥語花香，長者也可自在

鳴琴奏樂，讓社區內的每一位人士都可樂享其中。小規

劃師的其中一個有趣樹屋意念更將在觀塘污水泵房上蓋

的園境平台遊樂空間中實踐出來，項目預計在 2022 年

底正式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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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投入力量 遊樂空間不一樣 

遊戲是兒童的本性，好玩的遊樂空間更是小朋友的夢想。本港的公共遊樂

場多年來備受批評，為人詬病的設計包括罐頭式的千篇一律、缺乏挑戰性、

大自然元素也欠奉，令小朋友無法玩得盡興。鄰近的台灣亦曾面對類似的

情況，具有挑戰性的公園遊樂設施因需要符合安全標準而被拆，引起家長

在網路上熱烈討論。其後，這班家長成立了「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特

公盟），透過公民參與推動改造各區的遊樂空間。五年間的嘔心瀝血更在

新近發佈的新書《公園遊戲力》中一一細訴。 

台灣 為孩子出聲出力 

特公盟有份參與改造的遊樂場達 22 個，個個各具特色，背後推動的過程更百轉千迴，不止於社交平

台發文伸張兒童遊戲權利、致電發信至相關部門爭取、聯繫議員求助、收集支持家長的聯署信、落場

投入公園改造的工作坊和說明會等。書中特別強調帶領孩子親身參與的意義所在，除了引導孩子關心

公共事務，更可讓各個部門了解孩子的需要，並循由下而上的方式來創造理想的空間，因為兒童才是

遊樂場的主要用家，孩子的經驗和需求理應在規劃中備受重視。 

時下怪獸家長對溫室小花呵護備至，造成處處出現過份安全的遊樂場，特公盟對設施的刺激好玩度另

有一套主張，認為唯有在挑戰的環境中成長，才能培養勇於嘗試的特質和樂於探索的精神，所以不應

以「零受傷」的標準來限制遊樂場的發展。 

本港 孕育發聲力量 

本港近年漸見公眾就遊樂場的設計、維修及保養發表意見，2015

年的「還我香港公園長滑梯」是其中一例。事件源自公園內的超

長滑梯以維修配件停產為由而被拆除，在一群家長和地區人士的

多番周旋下，最後成功爭取重建。事件喚起社會對遊樂設施的關

注，亦顯示家長可透過發聲影響遊樂空間。而隨著互聯網的發達，

不少家長亦透過網誌和社交平台分享假日親子好去處，當中的意

見和討論亦成為一種民間聲音，促進遊樂空間的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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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樂空間夢想實踐家 攜手構建 

智樂於 2020 年受渠務署委託，肩負起觀塘污水泵房上蓋

園境平台遊樂空間的設計，而為策動公眾參與，特意舉辦

「遊樂空間夢想實踐家」，邀請家長共同商議設計方案。參

加的家長藉工作坊認識兒童的成長發展和遊戲需要，透過

觀察子女的遊戲過程，學懂從小朋友及照顧者的角度出發，

並就設計藍圖向設計師發表想法，一起構建夢想的遊樂空

間。智樂認為，項目能帶起示範作用，啟發遊樂空間的設計

者聆聽使用者的心聲，也顯示本地家長既有能力，也非常

樂意為子女爭取更理想的遊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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