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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專題研習，主要按兒童的需要，另行設計一台投幣式玩具。

現時已具有各式各樣的投幣式玩具，超過五十種。可是大多數的玩

法都是大同小異，不相伯仲，相對欠缺新意，沒有特色和創意。而

且價錢還相當地高，同時大部份的投幣式玩具都沒有特別針對兒童

而設計的，只是一台普通而且沒有學習意義的玩具。

因此，要設計一台周全的投幣式玩具，除了須吸引性要高之外，

更能教導兒童學習，給予他們活動式教學的平台。透過遊戲中，讓他們

從中領悟到學習過程的樂趣，讀書也是一種樂趣而不是死讀書的想法，

令他們不抗拒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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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投幣式玩具，在各個範疇上均有優勢的:

兒童方面：

可以一邊玩遊戲一邊學習，令他們愛上讀書，而且這個遊戲可以讓他們用

來減壓，對他們來説真是一擧兩得的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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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方面：

更可以放心兒童的學習精神，而且現時的家長工

作十分忙碌，只有很少的時間能夠陪伴自己心愛的子女，以及

教導他們學業上或課外的知識，若設計了這台周全的投幣式玩

具的話便可以令兒童自動自覺地學習還可以令家長減少對子女

的操心，所以如果真的設計了這台投幣式玩具的話，對他們來

説也是一件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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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方面：

今時今日的教育制度令兒童十分辛苦，讓他們開始抗拒學習的情況

出現，若製做了這台玩具不但可以讓他們從中感到樂趣還可以令他

們吸取更多不同的知識，而且還可以令他們減少對學業上的負能量。

因此，在教育方面不用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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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明

現時雖然有還多投幣式玩具，但是並不是最好，所以我們必須

正視及製作一台更好玩，更完美的投幣式玩具給小朋友。現時的投

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有幾個不足之處，分別在於玩具的外貌，操作

方面等等。

首先，玩具的外貌是整個玩具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因爲當每

個小朋友玩玩具的時候，第一眼望的是，玩具的外貌，如果外貌不

吸引的話，小朋友是不會有興趣去玩這個玩具的，所以我們第一需

要改善的便是玩具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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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操作方面，比較普通，對兒童來說並沒有新意，令他們不感興

趣。

就是因爲以上的缺點，所以我現在會製作一台全新的投幣式自助販
賣

機玩具給兒童，除了令他們感興趣外，還可以讓他們覺得這台投幣式

玩具是獨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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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關鍵字詞及問題的核心：

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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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幣式 要入錢後才可令這台玩具運作的 

自助販賣機 必須自己操作來啓動它 

兒童玩具 在設計途中一定要向著兒童的角度製作 

 

：



問題的核心

安全問題

人體工學

吸取知識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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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傾向

• 功能 →  能夠讓兒童除了玩樂外，還可以讓他們從中學習到不同的知識。

→  在用戶點擊時，這部玩具便會發出聲音（教學的聲音）。

• 成本 →  不高不低，無論中等階層或低下階層也有能力購買的。

• 設計 →  適合兒童

→  能夠帶出主題 ：活動式教學

• 材料 →  堅硬材料

→  耐用

• 滿足兒童需求 →  趣味性

→  價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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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

需要解決的：

①大部份投幣式玩具的玩法都是大同小異

② 欠缺新意 / 特色 / 創意

③ 從中可讓他們吸取知識

④ 要讓他們動腦筋，令他們發揮自己的創意

12



好處：
A.認知：專注、學習、聲音、文字
B.情緒：良好、可用來減壓、懂得處理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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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問題

探究問題及闡明所需工作

探究問題：設計及製作一台投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

闡明所需工作：幫助兒童了解一台真正的自助販賣機如何運作，

包括投幣系統和貨品輸送系統的機械結構及運作原理。自助販

賣機玩具的設計及所售賣的貨品均須以兒童為設計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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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的投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有什麽缺優點



• 無論是商場，辦公場所或火車站，自動售貨機已經無處不在。它

已成為現代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動售貨機業務是增長最快的

業務之一，今天。此業務提供額外的收入較低的初始投資是100％

的現金業務。如果您想啟動一個自動售貨機業務，所有你需要的是

一台自動售貨機，隨著不同售票機產品，如飲料，玩具，膠球等，

但像所有的好東西，有這個利弊業務也。讓我們看看，在自動售貨

機業務利弊。



投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的缺點

有幾個問題需要處理，如果您運行的是你自己的自動售貨機業務。

關鍵是要了解的問題，您可能face.1的性質。正確的地方：在合適

的位置放置自動售貨機，以確保你的自動售貨機業務是盈利的關鍵

因素。假設，你決定買玩具膠自動售貨機和一家酒吧外放置。另一

方面，你的競爭對手也買了玩具膠自動售貨機和兒童公園以外的地

方。在這種情況下，你的競爭對手一定會掙得比你多。甚至在你管

理出售一個玩具，你的競爭對手的機器將出售整個股市，因為你的

機器是不是在正確的位置。位置在自動售貨機業務的成功起著重要

的作用。



自動販賣機缺點：

日益激烈的競爭 事實上，有需要以啟動自動售貨機業務是一個非常低的初始投資是一個重要因素，
這是負責提高企業的競爭。

增加負債 作為一個企業的唯一所有者，你的責任會增加。你將負責自動售貨機上的時間服
務。最初，你將不得不維持股票和定期服務的自動售貨機。當你開始得到的收入，
你可以僱傭人來幫助你。保持新鮮的股票和定期維修自動售貨機是必要的，使你
的自動售貨機業務工作。

自動售貨機的成本 除了從自動售貨機的成本，還有其他幾個類似的牌照費隱性成本因素，機器維修，
保險，廣告費用。因此，最好是像膠球自動售貨機，貼紙（紋身），因為它們更
便宜的相比，電子自動售貨機，冷藏飲料或溫暖的小吃的自動售貨機，自動售貨
機的基本機啟動。



投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的優點

自動售貨機業務是一個偉大的方式來賺取利潤開業幾個月內，

如果完全由你擁有，你也可以享受自動售貨機業務利潤份額。



自動販賣機優點：

自己是老闆 隨著自動售貨機業務，你可以自己當老闆。這是你將確定的自動售貨機業務計劃，
並決定買的自動售貨機，像汽水機，玩具機，膠球機，等在不同的可用的自動售
貨機。

初始投資低 除非你打算更大的自動售貨機，自動售貨機業務的投資是小。

更少的時間和努力 購買合適的自動售貨機，並設置在正確的位置，它不考慮你的時間或努力了，特
別是如果你有與當地企業和商店的連接。

靈活的工作時間 可以很好地管理你的全職工作和個人生活的這個自動售貨機業務。

減壓力 自動售貨機業務是免費的壓力。一旦你建立你的自動售貨機，並開始產生收入，
那麼你唯一要照顧的是自動售貨機的及時維修。

未綁定成功 自動售貨機業務具有無限的增長速度。真的是你的成功沒有限制。

小經驗 設立自動售貨機業務的最大優勢之一，是沒有以前的業務經驗，需要啟動這項業
務。人們只需要如何操作一台自動售貨機的工作知識。



對各地方的投幣式自助販賣機作出一些分析

紙巾販賣機

以扭蛋形式來販賣



日本的投幣販賣機

投幣的位置

是以按制的形式來販賣

取玩具的位置



以空中取物功能來販賣

在爪子未到底之前，
下鈎按鍵燈會閃爍，
您再按一次下鈎鍵
就可以空中取物



父母/成年人士給予的意見



家長的說話
以台北縣及台東縣公立國民小學附設幼稚園家長為母群體，進行分層比例隨機抽樣，

共有510位公立幼稚園家長參與調查。研究資料分析方法為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

考驗及二因子變異數分析。

玩具對兒童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爲它可以改變兒童的心理，由傷心轉為開心，

讓兒童在童年的時候，變得快樂。



研究：用什麼材料？那個材料最較為適合該玩具？

首先，準備材料（櫸木，因為它不會起木刺、膠樽、電膠槍）

我嘗試用過木材和膠的材料

木材 : MDF
膠 : 亞加力膠以及中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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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 : MDF

堅固，不容易撞跌，所以在過程中是十分好用的。



膠 : 亞加力膠

外表可以用不同的顏色，而且亞加力膠的堅固程度也不差的，所以

它用來做外殼是最好不過的。



膠 :中空板

中空板是十分軟的，但它是十分容易操作的，而且還可以另行上色，

顯得更有創意。



科技探究

要以兒童為設計對象設計一台投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最重

要的是要用不會起木刺的木材，因為要給兒童玩，所以不能

用一些起木刺的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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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效

→ 想像 ：可以開啟音樂，讓兒童能夠有一個更開心的環境氣氛

之中玩樂。

→ 現實 ： 無法做到，音樂播放裝置並不完善，導致未能成功。



音樂與兒童發展的相關性

學習音樂聽起來是件花錢又費力的事情，但您不可不知道，音樂對

兒童發展，可是有着潛移默化、不可限量的功效，而我們給各位家

長介紹的，也都不是花費昂貴、要價驚人的音樂學習課程，但音樂

卻是十分重要。



音樂是一種語言，兒童時期在語言的發展是最快速也最有效的。而

音樂也是一種具有社交性的活動，可以凝聚人與人的情感，促進和諧

的人際相處。

大家都知道，音樂是一種世界語言，即便到了中文講不通的地方，拿

起結他或是哼上兩句，總是能帶出一陣掌聲，這就是音樂突破語言界

限的奇妙之處。對於兒童來說，正處於語言發展爆炸快速的時期，在

這個時候接觸音樂更是能和語言的學習相輔相成，深深的將音樂的種

子刻印在孩子的腦海中。



音樂的旋律性和節奏性刺激兒童大腦以幫助記憶的開發，並促進語

言的學習。

爸媽們都會在孩子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帶着他們四處走走，活動活動手

腳的肌肉，但我們都知道手腳得多活動，卻怎麼忘了腦子也得要動一

動呢？透過音樂獨有的旋律及節奏特性，讓孩子在聆聽音樂時，腦部

也隨着樂曲一起活動，研究也證明，透過音樂的刺激，能幫助孩子在

語言學習和記憶能力上有長足的發展潛力。



音樂能啟發孩子的動作，而孩子們正需要這些肢體活動來幫助發展
和成長，而在活動的過程中，也大大增加了孩子運動與感官的協調能
力。

爸媽們會發現，孩子在聽到樂曲後，常常跟着音樂一起手舞足蹈起來，
那小小的手腳搖擺起來還真不是普通的可愛。但您不知道的是，在這
個同時，孩子已經在學習聽覺、視覺、動覺的協調能力，這也正是我
們熟知的感覺統合中的一環。透過音樂作為媒介，讓孩子從自然產生
的肢體活動中，訓練這些知覺的整合能力，也強化了腦部的發展。

由此可見，音樂對兒童來說，這是真的很重要的。



發聲裝置



電線



識別三種自助販賣機玩具的貨品輸送機械結構：

1) 要令它轉東西下來

2) 入硬弊

3) 上面如何放貸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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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綱要

設計任務 ───  設計一台有教學成分既有趣味性的投幣式自助販

賣機玩具給兒童玩，除了可以讓兒童有一個較活動

式教學的學習方式，還可以令他們不抗拒學習，

而令他們喜歡學習。

設計規格及準則 → 需要適合兒童的標準

● 這台玩具必須符合以下各需要的要求

 功能：

1. 提供學習的知識在這台玩具内

 結構：

2. 容易明白的

3. 操作簡單
18



外觀設計：

4. 吸引兒童的注意力

5. 可愛、有趣的

安全：

6. 當用戶使用途中，玩具的外貌不會界傷玩家

7. 玩具内的聲音播放器不會流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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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設計任務

 確定任務

 研究及分析報告

 至小20個意念手繪小草圖 （部分附有文字解釋）

 最終設計繪圖：正視圖、側視圖、俯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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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探討及資料搜集 ~

21

研究資料 目的及資料

顔色 較顯眼的顔色能夠吸引兒童

操作創意 可令兒童感受另一種感覺

特別之處 要跟普遍的不一樣

人體工學 必須適合兒童

趣味性 可讓兒童感興趣



資料搜集：自動販賣機

我們於網上查得自動販賣機的來源：

自動販賣機的發明者，一般相信是生於一世紀的亞歷山大港的希羅，他是

一位希臘工程師、數學家。他製造的機器接收了硬幣後會給顧客一定數量

的聖水。當顧客投入硬幣後，硬幣會掉到一個和槓桿相連的盤子上。盤子

傾斜導致槓桿把閥門開啟，聖水便會流出。盤子持續傾斜直到硬幣從其上

滑落，此時平衡物就會把槓桿拉回原始位置，聖水停止流出。

最後便形成了現在的自動販賣機，而且還越來越普遍。



第一部自動販賣機

開始盛行

形成了現在今時今
日的兒童玩具

變得越來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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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幣式

A

。

B



現時的投幣式販賣機放置的地點：

• 入口處旁

• 出口處旁

• 飲水池旁

• 化妝室前

• 休息室內

• 公車站旁(少見)

• 咖啡機旁

• 接待員旁

• 收銀員旁

• 唱片店的試聽台旁

• 兌幣機旁

• 候車室或其他等候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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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研究
是投幣的原理

收集硬幣

進行運作



機械學習的好素材 結構複雜
的多級槓桿組 上置式放弦機



首先傳感線圈先探測硬幣的
尺寸大小，而電磁鐵則探測

其材質



首先傳感線圈先探測硬幣的尺
寸大小，而電磁鐵則探測其材

質



當發現異樣時，假幣
就會被彈出



是投幣内的樣子
這個是硬幣的入口

這個運用了齒輪的
功能，令整體的效
果比預期更為理想

兩外接齒輪的轉
速與其齒數



社會影響：

• 自動販賣機的出現給人類生活帶來了極大方便，但同時也因為

其便利性，從而產生了一些不良的社會影響。美國的一個研究

表明，學校和快餐店周圍的自動販賣機對青少年含糖飲料的攝入有很大

關係，是美國青少年肥胖症盛行的原因之一。

• 義大利在2003年的一項調查發現，13－17歲購買的香菸的人群中，有

15%是從自動售賣機購買。為此，義大利政府頒布法令，要求7點到9點

之間關閉香菸自動販賣機，導致香菸自動販賣機香菸的銷量下降到7.5%。

一些國家如中華民國（臺灣）的法律明文禁止香菸、酒精飲料等商品以

自動販賣機或其他無法辨識、過濾購買者年齡的方式販售。



工作原理：

• 現代的自動販賣機的內部控制系統採用VHDL描述語言，用有限狀

態機進行系統狀態描述，通電復位後系統自動初始化，根據外界輸

入的訊號轉換不同的狀態（如投幣狀態、銷售狀態、找零狀態）。

• 自動販賣機的通訊方式有多種，可以是通過網際網路傳輸資訊，

也可以通過GSM/GPRS方式進行無線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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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兒童很容易被這部投幣式玩具的角界傷，因此在製作期間，我們

必須確保玩具的角位沒有起刺及不會弄傷兒童。

把玩具的安全性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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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

• 現時已經有很多投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給兒童，所以我們必須把

這部玩具創新，製造出一個與別不同的一台投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

給兒童，讓他們有一個全新的一個感覺。

• 這個創新更可以令兒童不抗拒學習，因爲我們希望製作的玩具不

但要令兒童喜歡這台玩具，還要讓他們在玩樂的途中也能夠吸取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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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工學：

• 取玩具的位置的寬度必須大過兒童的手掌，這樣才不會弄傷兒童

（大約長8cm）

• 高度大約30cm便可以，因爲太大的話兒童會比較難抓緊，所以適

中的便可以

這些設計可讓兒童玩得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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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rchdesigncomtw.pixnet.net/blog/post/408470722-
%E4%BA%BA%E9%AB%94%E5%B7%A5%E5%AD%B8%E5%B0%BA%E5%BA%A6%E6%95%B8%E6%93%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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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設計投幣式玩具的目的：

正正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才設計投幣式玩具給他們使用，令

他們的腦袋能夠轉一轉，刺激他們的大腦發展，這就是設計投幣式

玩具的目的。

https://wenku.baidu.com/view/ab03fe21dd36a32d737581b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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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的好處：

幼兒階段是兒童學習的黃金時期，玩玩具不但可以給他們擁有娛

樂的需要還可以令他們發揮不同的創意，這樣的話便可以提升兒童

的學習水平，腦筋也會更加靈活，因為這個玩具可以令他們思考及

創意更多的玩法，所以玩玩具的好處就是能夠讓兒童發揮創意及動

腦筋。

https://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40523247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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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玩具與兒童心理發展：

玩具對兒童來說真的很重要，玩具不但可以為他們帶來快樂而且

還能帶來健康，只要我們給一些益智的玩具給他們的話，便可以增

長他們的腦袋發育。

→ 益智玩具：例如ABC字樣的玩具、生字等等。

https://wenku.baidu.com/view/8fe0ba22f78a6529647d53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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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對兒童的意義：

玩具是否能夠令兒童發揮創意力和有否吸引力這就是玩具對兒童

的意義。在玩具中，其實有很多時候都有很多地方可以令兒童學的。

→ 例如：在游玩當中兒童能夠得到滿足感因爲在游玩中的時候兒

童也會遇到困難，當他們能夠解決此問題是便會得到滿足感，之後

這個滿足感便會令他們繼續玩這個游戲，因爲這次滿足感已經變成

了一種吸引力。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34ce600100cfhk.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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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分析：
→ 遊戲設施考慮

①如何能夠發出聲音？

首先，在玩具內放入已錄好聲音的播放器，玩的時候再開啟它。

②播放器會發出什麼聲音？

玩具物件的中英名稱。

③如何能夠指示玩法給使用者？

在玩具的表面上貼上指示給使用者玩。

④能夠配合使用者？

能夠，適合6-13歲的兒童，高度、長度適中，手控位置也配合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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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如何吸引使用者？

在投幣式玩具內的玩具設計一些兒童喜歡的玩具或學習玩具。

例如：女童喜歡的洋娃娃、男童喜歡的玩具車等等。

⑥是否安全？

安全，會消除可能傷害兒童的地方

例如：尖鋭角、鋒利切口的地方等等。

⑦是否具有遊戲價值？

有，因爲這個遊戲不但可以吸引兒童，還能夠令兒童在遊戲當中學習更多
的生字，所以這個玩具是很有遊戲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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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戲輔助考慮

①這個遊戲有什麽作用？

有助令兒童腦部發展得更靈活，因爲該遊戲會有聲音發出，令兒童更

容易吸收，所以這個遊戲是十分有作用的。

②這個遊戲是用什麽的材料？

是用耐用的松木或柚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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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投幣式自助販賣機
個案研究目的：

必須投幣後才可以把販賣機内的玩具掉下來

要讓兒童明白及瞭解該玩具的運作原理

綜合所有的資料 → 設計必包含美觀、創意及要有趣味性

個案研究方法：

首先，我們要從投幣式的角度去想，之後再進行分析

 設計理念及設計過程

 應用的材料，例如：3D printer、膠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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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及發展意念

概念速寫草圖及發展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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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及發展意念

可行提案

52





產生及發展意念

最後提案

64





最後提案：設計解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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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



後面



説明書



Step 1



Step 2 

拉上去



拉上，取物







money



但可惜到最後並做不到，不能讓兒童在玩這台投幣式自助販賣機

玩具、時聽到英文生字的讀音。

更不能夠讓他們在玩樂途中，也能夠學習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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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1 2 3 4 5

這台投幣式玩具能配合兒童 ✓

有創意的一台玩具 ✓

具有特色 ✓

玩具的外觀能夠吸引兒童的注意 ✓

玩具較穩固，不容易破爛，使兒童弄傷 ✓

容易操作及瞭解 ✓

就創意及計劃方面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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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評

這台投幣式自助販賣機玩具能夠帶出具有特別的感覺，讓兒童有另一個看

法，這個玩具不但有特別之處外，還可令兒童能夠完全掌握到玩具内部的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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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反思：所遇困難

 自拉的位置較為不理想，因爲並不太流暢

 只能夠放一個玩具在這個玩具内

 外貌未能達到預期的這樣

 音效未能成功

 不能做到令游戲變成教學，令兒童在玩樂期間也可以吸取知識

 用熱熔膠貼上木板時，比較難控制



實踐滿足兒童的需求

兒童的需求：

 要具有趣味性的

 玩具

而這台玩具也能夠達到他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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