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 年度校園遊戲場安全管理人員研習辦理
報名簡章
根據教育部「108 年各級學校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分析報告」統計資
料顯示，108 學年度國小及幼兒園意外事故傷害通報共 23,256 件，其中運
動、遊戲傷害有 6,680 件，約佔 28.72%，為國小及幼兒園事故傷害比例最
高的類別，而國小及幼兒園遊戲場事故傷害成因多為環境及設施不安全、
設施無人定期管理維護、兒童遊戲行為不當…等，可見遊戲場環境及設施
的安全管理及安全教育的實施，是提升兒童遊戲安全的重要關鍵。
依照「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中，針對現場遊戲場管理人員，
考量法規標準以及現場管理人員之職務調動，應定期辦理兒童遊戲場安全
管理人研習，讓管理人落實遊戲場檢核管理的工作，降低遊戲場潛在危險
因子，保障兒童遊戲安全的安全性，得以健康安全的成長。

一、 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三、 協辦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四、 研習對象
（一）國民小學負責遊戲場規劃、採購之總務人員、事務組長、校長
或管理人員。
（二）公私立幼兒園遊戲場負責採購及管理人員。
五、 研習場次人數：每場次 70 人，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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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習時間/地點：
※考量各縣市教育局(處)自行辦理研習，及本會承辦研習之縣市實際
參與狀況，進行場次比例分配，共辦理 15 場次。
場次

地區

1

臺中場 1

2

彰化場

3

新竹場

4

臺南場

5

宜蘭場

6

雲林場

7

高雄場

8

嘉義場

9

花蓮場

10

新北場 1

11

臺北場 1

12

13

辦理日期
111/3/19(六)
9:00-17:30
111/3/26(六)

辦理地點
ACC 共享空間台中民族教室-A 教室
(台中市中區民族路 23 號 3 樓)
員林圖書館一館-3 樓視聽室

9:00-17:30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街 2-1 號 3 樓)

111/4/8(五)

新竹教師研習中心-三樓演講廳

8:30-17:00

(新竹市東區民族路 33 號 3 樓)

111/4/9(六)

888 無限創意空間五館

9:00-17:30

(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一段 88 號 8 樓)

111/4/15(五)
9:00-17:30
111/4/16(六)
9:00-17:30

宜蘭縣政府社會福利館-6 樓第三會議室
(宜蘭縣宜蘭市環河路 133 號)
場地異動中(2/11 前再行公告)

111/4/22(五)

WORK HUB 共享商務空間-會議區 C+D

9:00-17:30

(高雄市苓雅區中華四路 2 號 13 樓)

111/4/23(六)

嘉義產業創新研發中心-服務大樓三樓 3A03 會議室

8:30-17:00

(嘉義市西區博愛路二段 569 號)

111/5/20(五)

花蓮縣勞工育樂中心-1 樓大禮堂

9:00-17:30
111/5/21(六)
9:00-17:30
111/5/27(五)

(花蓮市富安路 199 號 1 樓)
板橋農會-第二大樓 15 樓第 13 研習廳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 號)
拾異空間

9:00-17:30

(市民大道七段 7 號地下 1 樓)

臺北場 2

預計 7-8 月

未定

新北場 2

預計 7-8 月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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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桃園場

預計 7-8 月

未定

15

台中場 2

預計 7-8 月

未定

【備註】目前已定 11 個縣市場次，其餘未定場次若有任何異動請詳見官網公告。
七、 研習課程內容：
研習項目

研習內容

兒童遊戲場

1. 兒童遊戲場相關國家標準

檢查與保養

2. 兒童遊戲場基本保養與維護

兒童遊戲場
安全管理

形式

時數

講課

3 小時

講課

2 小時

講課

2 小時

筆試

0.5 小時

1. 兒童遊戲場安全管理原則、程序與方法。
(含兒童遊戲設施自主檢查表)
2. 兒童遊戲事故傷害預防與危機處理
1. 兒童遊戲場設施安全管理規範

兒童遊戲場
相關法令規範

2. 使用者權益維護相關法令（含兒童及少年福
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權利公約、民法、消
費者保護法、國家賠償法）

結業測驗

針對學習內容進行測驗及檢討，作為證明核發
的基準。

課程總時數

7 小時

備註：
1. 結業測驗時間不列入時數計算
2. 依法規規定受訓時數至少 7 小時，課程內容為遊戲場檢查保養(3 小時)、安全管理
(2 小時)及相關法令(2 小時)三堂，以確認具備相關專業能力。請學員全程參與課
程，若有遲到或早退，恕無法登錄時數、參與測驗及取得結業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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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報名方式
（一） 網路報名：
1. 請至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官方網站
(http://www.safe.org.tw)首頁，點選活動名稱「111 年國民
小學及幼兒園遊戲場設施管理人員研習」，即可看到場次表，
請選擇報名場次，進入報名表單。填寫完報名資料後按「提交」
後，並來電確認報名成功才算完成報名。
2. 掃描 QR cord：使用手機掃描右方 QR cord，
即可看到場次表，請選擇報名縣市場次，
進入報名表單。填寫完報名資料後按「提
交」後，並來電確認報名成功才算完成報
名。

（二） 電話報名：優先以網路報名為主，若有問題可來電至靖娟兒童
安全文教基金會 02-28811200 分機 234、221、204、222、225。
（三） 即日起接受報名，額滿為止！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承辦人員：
02-28811200#234 余永琪 社工
九、 時數核發：
(一) 於研習結束後，本會於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及公務人員終身
學習入口網站進行時數核發登錄。
(二) 全程參與課程並完成測驗者，核發結業證明。
十、 注意事項：
(一) 須遵守研習防疫措施，室內研習場地請學員務必全程配戴口罩上
課，並於上午報到入口處配合體溫測量及手部酒精消毒，若體溫
超過 37.5 度發燒症狀，則請您返家休息、做好自主管理。
(二) 逾時 30 分鐘仍未報到者視同放棄資格，會將名額提供給現場報
名之學員。
(三) 若想現場報名，需當日現場登記，工作人員會視現場名額為主，
若有釋出名額才開放。
(四) 各場次若有任何異動皆會在官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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