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遊戲協會台灣分會介紹 

「國際遊戲協會」（IPA- 

International Play Association）

是一全球性爭取兒童遊戲學習權益的

跨國 NGO組織，基於高度認同遊戲的

教育功能，再者深覺中華民族有源遠

流長的游藝文化，曾影響至東亞、東

南亞等地區；而在大中華文化圈中，

台灣保留著更多的傳統文化遺產與文

創研發。在這個以推廣遊戲研究和應

用功能的世界舞台上，台灣實不能缺

席，因此幾位有心的學者向國際遊戲

協會申請成立台灣分會（IPAT- 

International Play Association 

Taiwan Branch）。接著經過一年多的

籌備，IPAT也完成內政部協會成立申

請。 

 

「國際遊戲協會台灣分會」（IPAT）

為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宗旨

在促進、提升兒童與家庭各年齡層的

健康與教育福祉，以及依照聯合國兒

童人權公約致力於保障所有兒童的遊

戲權利。以增強人際互動功能，開展

閒暇時間利用和遊戲學習方案，並著

力於改善與提供遊戲環境、發展遊

具、玩物與遊戲的空間。提供一個國

際論壇平台，促進所有兒童、青年直

至銀髮樂齡者之遊戲權利與機會。 

 

遊戲工作坊 

 本會為推廣大眾遊戲平權及增進

大眾參與遊戲動能（潛在目的為傳播

游藝研究與遊戲專業），以工作坊形

式先吸引有興趣者來參與，透過工作

坊動手做、互動高的特性，讓參與者

在「游於藝」中感受遊戲的功能與樂

趣，並有意願多次參與協會活動，進

而帶動家人、朋友一起參與工作坊。

舉辦方式為 2個月一次，授課者皆為

專業講師、業界資深專家。 

 

108年 8月 25日 

【主題一】「一張紙遊藝世界」  

講師：張世宗老師 

 

隨著世紀數位時代的來臨，包括資訊

過度負荷、數位化及資源過度消耗等

現象，現今兒童的童年生活缺乏與大

自然環境充分互動的經驗，導致感性

消失及經驗能力不足等問題。另一方

面，綜觀世界各國的童玩文物雖形

式、樣貌不盡相同，一致的是皆承載

了先人文化的智慧。以上述兩項背

景，張世宗教授以宏觀視野像學員談

論游藝學的研究發展，以及推展童玩

「古玩新材」在教育上的重要價值。

童玩和其他免插電的游藝玩物，和現

代插電耗能的玩具或虛擬遊戲相較起

來，屬於低結構卻具高互動性、高開

放性及高價值性的玩物，能促成學習

產生高挑戰性，進而衍生較高層次的

能力。游藝學的「玩•遊•戲」三字，

雖看似簡單，卻蘊含了巧妙的教育意

涵，與幼兒教育家蒙特梭利提出的玩

具(物)、情境空間(境)及師生(人)三個

遊戲條件結合，即可形成涵蓋「物玩•

境遊•人戲」的游藝樂育系統。張教授

在推展游藝教材開發的期許下，以一

張紙遊藝世界做為例子，帶著學員透

過實作，體驗「物玩」的樂趣；也分

享以博物館民眾教育為例的「境遊」

設計及「人戲」，也就是人與人之間

的互動，更是遊戲好不好玩的關鍵。

整場工坊不僅好玩有趣，也使學員收

穫滿滿！ 



 

 

 

 

【主題二】「建構單元玩具」  

講師：施宣光老師 

     

    本場遊戲工作坊由施宣光教授以

「巧蝸鏈結」為題，分享如何讓學生透

過「巧蝸積木」的單元鏈結學習數學函

數，以及其轉化應用在創作生活上的

實體物件。「巧蝸積木」(SL-Blocks)由

施教授研發而成，是具數學巧思，造型

小巧宛如蝸牛的一個單位積木元件，

主要由 L 型及 S 型兩組四連立方體彼

此並排連接而成的八連立方體。因「巧

蝸積木」構造獨特，只需要以特定方式

相互連接，就可以具有自行鏈結的特

性與功能，連接過程完全不需要使用

膠水、釘子或卡榫等黏皆媒介來固定，

而且，如果持續地將「巧蝸積木」頭尾

相互連接，可以達到「無限延伸」的特

性，組合出穩固、複雜、體積龐大的多

連立方體，進而製作出生活上的實體

物件，研習過程，施教授透過學理分享

及實作體驗等方式，引導學員製作出

如立方體、方形及魯班鎖等物件，讓學

員透過單位積木，在動手游藝的同時

也動腦及動心，好不有趣！ 

 

 

 

 

108年 10月 20日 

【主題一】樂齡人生，活到老、玩到老 

講師：吳煌榮老師 

如何跟我們所關心的長輩們玩很大？ 

Why？因為高齡少子化的浪潮如海嘯

面撲來，躲不開也逃不掉！所謂的老

小孩將會愈來愈多！  

How？老人不論身體或智力都較虛弱

有障礙，常常需要有輔具，其實玩

具、器具，廣義通通都是輔具，藉由

各樣輔助科技，我們所關懷的老小

孩，也可以活出有尊嚴，活得有價值

的樂齡人生。 

將機械科技運用在輔助樂齡生活: 

科技常常來自感恩的心，由機械科技

到樂齡關懷—行動輔助，開發樂齡行



動輔具，以自動車為例。 

@所學專長是機械工程 

@老人講究行動獨立自主，生活才有

尊嚴。 

@機械工程可開發設計各樣行動輔

具，汽車就是幫助人可跑更快更遠的

行動輔具。 

@科技常常來自關懷的心，因著體貼

行動不便，有障礙者的需求，顧及使

用可近性(accessibility)，加上方

便的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開發所謂的福祉機械，提升高齡者的

生活品質。 

@日本迎接 2020東京奧運，將在國際

機場專供較高齡長者使用的無人駕駛

的自動車，就是日本因應高齡化而設

計一款具高度有尊嚴的高齡行動輔

具。 

@東京迪士尼樂園提供相當令人讚嘆

稱絕的無障礙設施，讓高齡輪椅使用

者可以如一般遊客盡情玩很大。 

 

 

【主題二】紙的可能 

講師：洪新富老師 

紙的可能有很多很多，這次洪老師分

享以科學紙玩為主：從科學園裡出

發，例如：槓桿原理加上慣性運動，

即可產生翻滾飛躍的動作；又同樣面

積、大小、厚薄的紙片，要經過怎樣

的加工才能產生跳躍的動作？再經過

怎樣的改造，才能跳得更遠、更高、

更準？從操作中，比較、分析、發

現、改造、歸納成對科學探索的樂趣

與動手創造的能力。 

 

 

 

109年 12月 15日 

【主題一】來去親子館 

主講：王偵權老師 

@親子館是新興產業，桃園市是政府

最早做親子館的縣市，之後新北、北

市也開辦提供托育，鼓勵生育。 

@提供親職成長場域：社工背景、幼

教背景的專業人員提供協助。 

@提供親子互動機會和品質：改善家

長玩手機、用手機(或平板)陪伴小孩

的狀況，提供空間活動給親子體驗。 

@帶動民間相關產業：親子館是民眾

認同度以及滿意度很高的政策，所以

應會持續服務民眾。 



親子館的服務內容： 

a.親子探索、自主學習，每一季更換

場館內容. 

b.志工培訓. 

c.各館特色，融合在地文化特色或承

辦單位的專長. 

d.親職教育、多元活動. 

e.外展服務、社區宣導. 

 

 

中山親子館由成長文教基金會經營管

理，館內探索活動以張世宗老師主張

的「境遊、物玩、人戲」模式來規

劃。 

環境佈置：讓小朋友自主探索. 

外展活動：以行動親子館和社區鄰里

及社福團體結合，一年辦12場. 

親子活動：以材料或主題為中心設計

的親子共學共玩、歡樂優質的親子互

動時光，增進親職效能的成長學習. 

志工培訓：認識親子館、演説故事、

手作玩具、教具操作、急救訓練等. 

創新服務：科技舞台、操作體驗區和

故事大廳 

策展規劃每季更新、每週親子劇場、

寶寶劇場每月2場（主題生活化如：

洗洗手、球球請坐下-圓形與球）. 

以故事及戲劇為探索主題-遊戲劇場 

如：野狼組曲遊戲劇場，期待活動有

延續性，設計親子戲劇遊戲闖關卡. 

道具能廣泛使用：例如用積木幫小豬

蓋房子、拼拼圖、小雞健康操、穿戲

服扮演、搶救外婆大作戰-大野狼肚

子裡的探險光影遊戲，活動也可移

地，結合社服早療團體. 

 

親子館依戲劇內容進行相關主題設計

活動.讓親子看完戲之後，會在環境

中探索，促進親子共遊. 

親子戲劇闖關遊戲：看戲、聽戲、玩

戲、遊戲。親子館原來可以這樣玩！ 

 

【主題二】動手製作紙玩 

講師：黃宗超老師 

 

如何將古人製作玩具的智慧賦予新的

詮釋？黃宗超老師帶大家進入紙製投

壺的古老新天地。投壺是從先秦以降

的傳統禮儀和宴飲遊戲，源自於射

禮。古人宴客或有場地不夠寬廣無法

張侯置鵠時；或有賓客眾多，不足以

備弓比耦時；或有賓客中有不善射箭

者，古人改以投壺代替彎弓，以娛嘉

賓，以習禮儀。《禮記·投壺》：「投壺

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

也。」 

這場講座透過紙藝的詮釋,帶著參與

者重返時光隧道，學習古禮，體驗古

老文明的趣味。除了 DIY紙製投壺，

現場亦進行投壺友誼賽，參與者才發

現投壺活動有相當的挑戰性，想要將

箭投入壺中需要身心合一的專注力和

相當的技巧，看來古人射禮真是不可

小覷阿！ 

 



  

 

109年 8月 25日 

【主題一】雷射切割設計-以瓶蓋遊

戲與射擊遊戲為例 

 

講師：張宇文 

教育一直是全世界政府重視的國家發

展指標，而文創造一直在推廣”玩樂

教育”以論語”樂於學”為啟發，讓

孩子在玩樂中學習，並從小培養正確

的生活態度及觀念，以此讓台灣的未

來更好，我們一直認為，孩子雖然是

現在社會的20%，卻是未來社會的

100%。 

為此我們也必須想辦法將我們的理

念，透過各界的幫忙，一起推廣，而

在推廣的過程中，所有的協助者，都

將是改變社會未來的一份子。 

文創造目前與玩具銀行合作，除了定

期合作藉由課程宣導玩具再生的理念

外，更設計了再生液壓娃娃機、環保

瓶蓋推推樂等作品，讓遊玩的人可以

藉由遊戲理解玩具的生態週期，同時

也讓二手玩具，獲得再一次的生命。 

 

本次的分享主題為”雷切設計互動遊

戲”，分享內容包含: 

(1)環保遊具互動體驗及設計理念分享 

(2)傳統玩具新設計(射擊類、萬花筒) 

(3)雷射切割設計的優點 

環保遊具互動部分，現場展出包含: 

"環保弓箭射擊體驗"、"環保瓶蓋推

推樂"、”萬花筒”等作品。 

 

 

 

【主題二】遊戲運用之團隊動力 

分享者：梁國棟老師 

 

團隊運作要發揮功能，要先建立共識

與凝聚力，才能大家一起攜手前進，

而團隊如何建立合作的默契又往往是

一大挑戰，因為團隊裡的成員各自帶

有自己的價值觀、經驗與做事方法。



這次活動中透過在遊戲中去解決問

題，讓參與者體驗創意思考、團隊合

作可產生團隊共識凝聚力。 

 

 

109年 10月 24日 

【主題一】無限延伸-何明瑞的傳播人生 

分享者:何明瑞老師 

@導演 / 製作人 

瑞齊傳播有限公司負責人 

導演的豆花車發起人 / 執行者 

一個來自南投竹山鄉下，既老實又反

骨的傻小子。曾經因為一條國小老師

在臉上留下的疤痕，思考《人生就只

有聯考才能決定嗎？》，自此訂下—

拒絕聯考，就讀高職高中時還曾經為

求自保免被霸凌，私下研製土製手

槍。也曾經是 紙業大廠 重點培植對

象 但《這是我的人生嗎？》 30年前

堅辭一份薪水優渥的工作，誤打誤撞

進入華視演員訓練班，開始了《 傳

播的人生 》。更因為有幸參與華視

「京城四少」的幕後工作，戲劇啟發

對「人」的觀察 。後又接觸廣告、

紀錄片、節目等多元的影片製作，最

後鍾情於紀錄片特有的「人」、

「情」、「味」。賺到「玩」和「交

朋友」是對疑惑的父親的回答。也在

2008年成立公司之後，訂下每個月至

少提撥一天做公益。更在2017年因為

好友齊柏林的驟逝，於2019年打造了

一部《導演的豆花車》，實踐與齊柏

林生前「你在天上飛，我在地上跑」

的約定，以「感恩」、「惜福」、

「回饋」為行動軸心，開始以影像記

錄教學及建構在地的文創特色，挑逗

思考，激發在地情感環島巡迴偏鄉，

提供【學習/分享/體驗】的機會，彌

補偏鄉青少年學童在【多元學習資

源】之不足。透過「導演的豆花車」

推動兒童影像紀錄培訓課程及促進在

地參與，記錄在地的人文，以挖掘出

更多在地的地方情感與故事，培養影

像記錄人才。 

本次的分享主題雖為”無限延伸--何

明瑞的傳播人生”，但透過分享的過

程中傳達「正向的思考」、「不放棄學

習」、「對土地的關懷」以及「快樂做

公益」。 



 

 

【主題二】草編童玩與兒童教育 

分享者:林三元老師  

分享主軸~ 

1.草編與手作童玩回到日常的重要性— 

將傳統的草編童玩賦予教育與文化傳承

的重要意義，啟蒙孩子創造力、連結自

然與建立更緊密的 

親子關係! 

2.草編童玩不只是小孩子的玩具— 

讓參與的學員能學會身旁常見的植物如

何成為草編童玩的素材。 

讓參加者能在課堂上學會簡易的草編，

激發其興趣，爾後可以從《手編幸福》

FB粉絲團與Youtube  

活動內容~ 

1.介紹台灣常見的傳統草編。 

2.從摺簡易的紙蝴蝶開始--日本與德國

如何透過摺紙啟發孩子學習幾何、數

學、機械結構、美感與SOP。 

3.草編材料說明。 

4.竹葉好好玩(船、公雞、雞腿)。 

5.小魚編織。 

6.草編馬。 

 

 

 

  

 

109年 12月 12日 

【主題一】紙的建構遊戲 

講師：林士真 

一張平面紙如何改變形狀可以站起

來？當大家展示自己的想法，可以看

到我們受到教育的束縛—大家的方法

很相似，藉此「看見」讓參與者找出

別種方法。 

接著挑戰小組從提供的各種回收紙類

品設法設計一種單元紙模組，利用模

組來組合立體建構，在短短的時間

內，參與者腦力碰撞、溝通，慢慢從

失敗中找到可能的模組，合作組合出

各有特色的建構體。 

提供幾何單元紙片加上橡皮筋，參與

者可以發展出什麼樣的有機組合體

呢？果然作品非常多元，有連結童年

經驗的繡球花、燈籠，也有配戴的帽

子、口罩，一起動手做樂趣多多！ 



 

 

【主題二】世界各地的玩具圖書館 

講師：蔡延治老師 

冰島 

1.一個箱子一個主題有玩具有書 

2.環保素材的玩具 

3.圖書館中有玩具、桌遊 

4.保留原住民使用的玩具 

5.戶外空間的角色扮演 

6.玩具圖書館也有主題展，說明不

多，多的是可動手操作且重複玩的教

玩具 

7.光影鏡子很多、不同觸覺的設計 

8.結合生物生態展示標本 

9.重視感官刺激 

10.設計也考量到成人，隨時方便成

人看顧孩子 

11.圖書在各區都有，不只在圖書區 

12.利用小木牆圍出主題空間，且四

面牆都有佈置設計 

13.紐西蘭的全齡共融遊樂場讓全家

都可以玩 

14.英國的家庭活動室有收費，如台

灣的育兒友善園。由家長主動爭取育

兒權利、空間並協助管理玩具圖書空

間 

15.日本政府辦的兒童館有相關法

規，注意到孩子的需求？所以每個社

區皆有兒童館。因應少子化，每個兒

童館有兩個人，教師規劃課程，保育

員帶活動。 

16.東京玩具美術館 

17.日本的玩具圖書館設在商店街街

尾或社區中，為母親和孩子設置。玩

具圖書館沒有收費，由志工管理，提

供年輕媽媽育兒指導及喘息服務 

18.日本的玩具圖書館國小中、高中

生都可以去。含漫畫區及樂團區。 

19.因應少子及老齡化，目前有一區

讓老人參與的區域，並設計老幼共學

的課程活動或檢定，讓老人當關主，

有機會指導陪伴孩子學習一些童玩遊

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