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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站  提防玩具滑梯摔傷小孩

玩具滑梯的投訴

本會由香港海關處得悉，有市民投

訴玩具滑梯不安全，滑出段長度太短，兒

童滑落時，滑出段的長度未能完全抵銷

衝力，兒童滑出滑槽，跌落地上，可能跌

傷。因此，我們在市面選購了6款玩具滑

梯，檢查它們的滑出段長度是否過短，及

其他可能潛在的問題。

樣本

6個樣本均購自連鎖式玩具店，售

價$399.9至$1999.9。全屬塑膠製造，由

梯級、滑台（連接梯級及滑槽的平台部

分）及滑槽等3部分組成，全部樣本均須

自行裝嵌。

外國有不少兒童使用家居遊戲設備受傷的個案，導致擦傷、骨折甚至死亡。

本港有售的玩具滑梯是否安全呢﹖

試驗標準

現時玩具安全標準只測試玩具的

一般機械及物理效能，沒有特設規定以

減少由玩具遊戲設備（如玩具滑梯）導致

的危險如夾傷、高處墜下跌傷。因此，歐

洲標準委員會（European Committee for

Standardization）草擬了一套標準──歐

洲玩具安全標準（第8部）prEN 71-8:2001

- 室內及室外家庭使用的鞦韆、滑梯及其

他玩具遊戲設備（Safety of Toys - Part 8

Swings, Slides and Similar Activity Toys for

Indoor and Outdoor Family Domestic Use），

以減少兒童因使用這類玩具而受傷的意

外，現正諮詢委員國的意見。

是次試驗參考了上述草擬標準，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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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玩具滑梯摔傷小孩

2001年兒童受傷統計 *

註：

0 - 4歲

5 - 9歲

10 - 14歲

15 - 17歲

總數

年齡 受傷人數

3,730
3,089
3,150
2,180

12,149

* 香港醫院管理局轄下14間醫院的統
計數字。

本港每年逾萬名兒童受傷送院

2001年，香港醫院管理局轄下的14

間醫院共接到12,149宗18歲以下兒童受

傷送院醫治的個案，統計約佔受傷兒童

總數9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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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樣本的滑槽、滑台扶手及梯級是否符

合草擬標準的要求，同時亦檢查樣本有

否粗糙邊緣、突出部分及空隙，以及樣本

的穩固程度和在承載指定重量後會否損

毀、倒塌。

試驗結果

滑槽

滑槽滑出段如有足夠長度（不少於

150毫米），可防兒童滑出滑槽墜地。滑槽

滑出段一般離地不算高，少於300毫米，

兒童臀部雖然相對身體其他部分較厚

肉，但如跌在無鋪軟墊的硬地上，仍可能

會感到痛楚，或手、腳擦傷甚至扭傷。

滑槽擋邊應夠深，高度少於1,200毫

米及滑槽窄過450毫米的滑梯，擋邊深度

宜大於50毫米，以防兒童跌出滑槽而致

跌傷。

美國錄得多宗家居兒童

遊戲設備傷亡

1990年1月至2000年8月間，美國

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US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Commission，簡稱CPSC）最

少收到90宗涉及家居兒童遊戲設備（包

括：滑梯、鞦韆、攀爬架等）死亡的報告，

死者皆是15歲以下的兒童。報告資料顯

示，吊死（被繩索或衣物纏�）有66名，其

餘則是跌死（由遊戲設備墜下）、壓死（被

翻倒遊戲設備壓�）、或夾死（夾在遊戲

設備的空隙）。

1999年，CPSC收到約46,930名15

歲以下兒童因使用家居兒童遊戲設備受

傷而須到急症室求診的個案，損傷以骨

折為主，其他則包括割傷（Laceration）、瘀

傷（Contusion）、擦傷、扭傷、肌肉勞損等。

受傷個案中，逾8成涉及高處墜下，但約

只有9%在家居兒童遊戲設備範圍內舖設

有適當的保護物如軟墊，顯示家長安全

意識薄弱，沒有做好預防措施，保護兒童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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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Step-up Slide 7606

Little Tikes

Climb & Slide Playhouse 4935

Little Tikes

Play Slide (Tropical Colors) 4448

試驗結果顯示，2個樣本的滑槽滑

出段比草擬標準建議較短，其中1個滑槽

深度亦同時較淺。

滑台扶手

滑台扶手即連接梯級及滑槽平台

的扶手，宜有足夠高度讓兒童握穩，不致

失平衡，如跌出滑梯墜地，可能受傷。

4個樣本滑台扶手比草擬標準建議

的高度矮，較差1個扶手高度只160毫米，

較建議下限350毫米，少了190毫米。

梯級

梯級宜夠寬（不少於300毫米），以

方便上落，而兩級間相距亦不宜太近（不

少於230毫米），免致兒童身體陷入其間，

導致受傷。密封式梯級的踏腳位如夠深

才可讓小孩站穩（深度不少於120毫米）。

試驗結果：5個樣本的兩級間相距

太近，當中3個的梯級寬度更同時比建議

的300毫米窄，而其中1個梯級深度亦不

足，只有110毫米，較建議的120毫米少了

1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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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邊緣及突出物

玩具滑梯各部分的角位和邊緣不

應有尖銳和粗糙部分及危險突出物如螺

絲，以免兒童受傷。據檢查所得，全部樣

本皆沒有危險角位、邊緣及突出物。

危險空隙

玩具滑梯的空隙部分如梯級內空

心間隔，可能夾�兒童身體，導致夾傷，

嚴重者更可致死亡。

試驗結果顯示，全部樣本的空隙部

分皆能讓標準試探物（Standard  Test

Probe）通過，沒有夾纏頭頸的陷阱。

穩固程度

全部樣本皆能通過穩固程度試驗，

不易翻倒，而在承載指定重量試驗中亦

沒有出現損毀、倒塌。

標籤說明

全部樣本雖附有使用說明書，並有

警告標示，提醒家長為免發生嚴重傷害，

切勿將滑梯放置在硬地上使用，但卻未提

醒消費者保養玩具滑梯的注意事項。玩具

滑梯保養不足，可致破損，令兒童受傷。

測試玩具滑梯有否潛在夾身體的危險陷阱。

模擬兒童身軀

模擬兒童頭部

玩具滑梯試驗結果

樣本
編號

牌子 型號 建議
適用年齡

標示
來源地

零售價
(1)

滑槽
(2)

滑台扶手
(3)

梯級
(4)

標籤
(5)

註：

1
2
3
4
5
6

Little Tikes
Little Tikes
Little Tikes
Step 2
Little Tikes
Little Tikes

Hide & Slide Climber 4837
Wave Climber 4380
Easy Store Large Slide 4972
Step-up Slide 7606
Play Slide (Tropical Colors) 4448
Climb & Slide Playhouse 4935

2 - 6 歲

2 歲以上

2 - 6 歲

2歲以上

歲半 - 4 歲

歲半 - 4 歲

中國

中國

美國

韓國

中國

美國

$1,299.9
$1,999.9

$899.9
$749.9
$399.9
$799.9

g
g
g
g
g
g

●●●●

●●●●

●●●●

●●●●

●●●●

●●●●

d
d
de
de
def

●●●●●

●●●●

●●●●

●●●

●●●

●●

c
c
c
c

●●●●●

●●●●●

●●●●

●●●●

●●●●

●●●●

a
ab

●●●●●

●●●●●

●●●●●

●●●●●

●●●●

●●●

試驗是參考歐洲標準委員會草擬中的歐洲玩具安全標準(第8部)prEN71-8:2001進行。
● 愈多愈好，最多●●●●●。
試驗還包括測試樣本有否粗糙邊緣、突出物及夾纏頭頸陷阱，並檢定樣本的穩固程度。試驗
結果顯示，全部樣本均能通過上述試驗項目。
(1) 購買樣本時的價錢，不同零售商售價會有差異。
(2)-(5) 改善建議：

滑槽

a : 滑槽滑出段長度宜大於150毫米。
b : 滑槽擋邊深度宜超過50毫米。

滑台扶手

c : 滑台扶手高度宜超過350毫米。
梯級

d : 兩級間相距宜介於230至280毫米。
e : 梯級寬度宜超過300毫米。
f : 密封式梯級的踏腳位宜大於120毫米。
標籤

g : 標示保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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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資料已交海關

本會已將上述玩具滑梯的測試資

料，給予香港海關的檢控及消費者保障

科作參考用途。由於上述歐洲標準prEN

71-8:2001在歐洲仍在草擬／諮詢階段，

故該新的歐洲標準未被納入現行《玩具

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第424章）之內。

滑台扶手高度
最少350毫米

最少300毫米

230至
280毫米

滑出段最少150毫米

滑梯高度>1200毫米→滑槽擋邊深度 100毫米；
滑梯高度<1200毫米：
a. 滑槽寬度>450毫米→滑槽擋邊深度 100毫米
b. 滑槽寬度<450毫米→滑槽擋邊深度 50毫米

擋邊
深度

D留意滑梯的建議適用年齡、最高承載重量及最多可供多少名兒童玩耍。

D檢查滑梯的穩固程度，可試左右搖晃滑梯，看是否容易翻倒。

D梯上容易觸到的罅隙和空間不應太闊或太窄，免致兒童手、腳或身體部分陷入其中而致夾傷。

D梯身不應有突出物，以免勾�兒童衣物，導致勒傷。

D梯身邊緣和角位應平滑，免致䇯傷或刺傷。

選購

選購玩具滑梯時，不要單求美觀，必

須檢查清楚滑梯的結構和設計是否妥

善，可以引用附圖所列標準作參考。

安全要點

(1) 舖軟墊 ──兒童由滑梯墜下跌

在硬地上，可引致頭部或其他部分受傷，

因此，切勿將滑梯放在硬地上，應在放置

滑梯的方圓2米或以上範圍內舖設合適

軟墊。

(2) 移除滑梯範圍內絆腳物如玩

具、木箱。

(3) 置放滑梯的位置 ──確定附近

沒有繩索、電吊風扇等危險物品。

(4) 衣物繩索──應束好免纏繞在

滑梯上，造成勒傷的危險。不要使用濕滑

梯。

(5) 家長應向小朋友解釋清楚滑梯

的危險──小朋友樂極忘形時，最易發

生意外，因此家長應教導小朋友不可將

滑梯作其他玩法，例如：不可從滑槽爬上

滑台，亦不可用繩索攀爬滑梯。

(6) 常常檢查──不時檢查玩具滑

梯的螺絲或接口等有否鬆脫，滑漕有否

出現裂痕，以致結構不穩，如有發現要立

即修補。不要擅自更改滑梯的設計，免致

造成危險陷阱。

(7) 照顧兒童──不少兒童意外，

都是在沒有家長看管下發生，以致未能

及時制止或加以援手，釀成悲劇。因此家

長切勿掉以輕心，獨留兒童在滑梯玩耍。

注 意 事 項

玩具滑梯各部分的建議標準尺寸

廠商意見

樣本#1、#2、#3、#5及#6製造商來

函表示本會所用標準仍在草擬中而未正

式實施。他們生產的玩具滑梯是達到或

超過現時有關安全標準，並且由獨立實

驗室測試證明符合有關標準。（本會按：

現行玩具安全標準有規定玩具滑梯的機

械及物理效能，但沒有特設規定以減少

玩具滑梯導致的意外如跌傷，因此本會

參考草擬中的歐洲玩具安全標準prEN

71-8:2001測試玩具滑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