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作业书面报告 

题目:《童玩不差电玩》  

组员: 张仁得（2O303），黄显斌（2O318），邱国峻（1O3），卢子睿（1O3） 

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古早童玩:  

● 以推广古早童玩与纠正他人对古早童玩的概念，以免古早童玩被渐渐遗忘和

淘汰 

● 为沉迷于手机的青少年寻找另外一个消遣活动 

 

1.2. 内容简介 
 

做此作业的意义，是把古早童玩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古早童玩的种类和在特定时代

有趣的古早童玩（经典古早童玩），分析它们的价值及影响。从中，让更多人更了解它

及协助解决青少年沉迷于手机的问题。 
 

 
1.3. 文献研究  
 

A)一位马来西亚的韦远近校长积极推广古早童玩的这门文化，他现在到访各地的

学校宣传这们文化和教导同学们如何制作童玩。-2018年12月13日，星洲日报 

根据这个报道，我们可以知道童玩是几代人共同的回忆，也值得保留，如果把这些



玩具介绍给年轻一代可能可以遏制青少年沉迷手机的趋势。 

B)康乐棋适合低中年级学生的童玩。考完试或放假期间，孩子们不是在户外放风筝
武斗，便是在室内下棋文斗。除了康乐棋，还有弹子跳棋、斗兽棋、陆战棋和海陆

空战棋。印象最深刻的是康乐棋，因为康乐棋好玩又有趣，格子内的小指示都是些
道德常识，寓教于乐，很有教育意义。靠近终点者也别高兴得太早，若掷得的号码

不能恰好走到终点，便会退回几格，如此一直在终点徘徊，甚至有可能离终点越来
越远，眼睁睁看着别人超越。-2019年4月4日，联合早报 
 
由此可见，童玩不仅仅是个提供娱乐的平台，童玩也可以发展孩子或儿童的道德价
值观和人生观。也就是说童玩对孩子的身心教育的发展有所帮助。这都是电玩无法
提供的好处。 
 
C)南投县中兴高中今天充满笑声，国小退休校长吴望如到中兴高中展出一百多件古
早童玩，街头艺人赖三义更教导学生打陀螺、跳格子、竹蜻蜓，没有想到让电玩时

代的高中生也玩得兴高采烈，感受古早童玩单纯的乐趣！-2018年5月4日，联合报 
 

由此可见，这项活动带来许多的好处，不仅让学生们的关系更密切，还让高中的学
生们对古早童玩产生兴趣。因此，我们也更想通过这项专题作业提高本地学生对童
玩的兴趣。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见附录一） 

i）如果有机会接触古早童玩和制作古早童玩的教学，你会跟兴趣吗？（1-没有兴

趣、5-非常有兴趣）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A1%97%E9%A0%AD%E8%97%9D%E4%BA%BA


分析：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做答者都对古早童玩有一定的兴趣。这代表我们想要推

广的古早童玩还受人们欢迎，我们的作品可说是有价值的。 

 

ii）你认为这一些童玩好玩吗？（1-不好玩、5-非常好玩） 

分析：让同学试玩童玩后，大部分的同学都觉得童玩是可玩又好玩的游戏。这证明

了其实童玩适合现在的孩童们玩，说明了童玩也跟电玩一样好玩。 

● 网上资料和书籍参考 

● 人物采访 

 

研究框架 （见附录二） 

● 童玩的简介 



● 童玩与电玩的不同 
● 童玩的流行年代 
● 童玩的对象 
● 童玩的种类 
● 在特定时代有趣的童玩 
● 童玩的好处 
● 童玩的传承 
● 童玩为什么会被渐渐遗忘？ 
● 童玩的由来 

 

2. 内容 

 

2.1. 古早童玩 

古早童玩的简介 

 

古早童玩通常是以简单的材料制作的，所以制作的过程中不需要生产费成本，只需
要时间成本。而与现代童玩相比，古早童玩是以前的儿童在没有资源的情况下就地
取材，自己制作的一些有创意又有趣的游戏。 
 

古早童玩所带来的影响 

 

在科技还不发达的时代，人们缺少资源。那时候富有的家庭非常罕见，大多数都是

平凡的中等收入家庭。当时的孩童没有足够的花费来买玩具给自己玩，可是每天呆

在家又无所事事，感到非常无趣。所以，他们便开始使用身边能找到的一些材料来

制作玩具给自己及朋友们一起玩。而这些玩具都是用环保的材料制作成的。今日，

我们把这些他们以前制作的玩具作为古早童玩。古早童玩对以前的孩童带来了乐趣

，带来的笑声，给了他们快乐。可是，由于现今科技日益发达，古早童玩却渐渐被

遗忘。 

 

2.2. 人物采访分析 （见附录三） 

我们在六月份采访了马来西亚的一位童玩达人，韦远近校长。他常常到马来西亚的

各个地方去推广童玩手艺，而他本身也是个制作童玩的师傅。 



 

我们从他那里得知了其实童玩可以被商业化。童玩是使用环保的材料制成的，所以

不需要生产费成本，只需要时间成本。因此，我们是可以把童玩拿到市场去售卖。 

 

我们也采访了四位喜欢玩电玩的同学，让他们和我们分享他们对电玩合同玩的意

见。这样，我们可以更深一层地了解为何学生们会喜欢电玩多过童玩。 

 

2.3. 自制童玩 （见附录四） 

我们调查发现，时下儿童不玩童玩的最大原因是他们觉得童玩的可玩性不高，因为

每次玩都是一样的规则。我们就创造了各种不同的童玩，而这些通完比起传统的童

玩更有刺激性，而且也具有挑战性。这样，会吸引更多人来玩童玩。 

 

2.4. 童玩与电玩的不同 

 
 

比较 童玩 电玩 

价钱 比电玩便宜，因为制作

童玩的材料是可以用可

循环的材料。例如：老

椰子、塑料瓶子、旧了

的日常用品等。 

比童玩贵，因为是利用

高科技的材料而制成; 至
少$500 (便宜又小型的

手机) 
 

沟通的机会 有面对面的交流 网上电玩通常都有沟通

媒体，可以让玩家与玩

家之间互相交流，讨论

攻击计划，互相称赞等 

需要的时间 平均需要的时间比电玩

少 
每个星期花大约7个半小

时打电玩，日本和韩国

人则花少过7个小时 

上瘾 不会很容易上瘾（不需 青少年每天10多个小时



要闯关（很多电玩有这

样的设置来吸引玩家继

续玩）） 

沉迷于游戏 

细节 没有太多细节（手工纯

做） 
 

很多，游戏有数多复杂

的规则必须跟从才过关

卡 

实际性 比电玩实际（实体的游

戏） 
虚拟 （在电玩上玩的游

戏很多都不是真实世界

能看到的） 

易学度 没有影片教学，玩家们

比较难上手 
 很容易，游戏一开始就

会给予清楚的步骤，让

玩家能够沉入游戏中 

 
 

2.5. 才艺商业化 
 
采访时，我们从远近校长那里得知童玩可被商业化。若把童玩放到市场上的话，

可以大肆的宣传童玩。 
 
可是，相比于电玩，童玩显得没有刺激性，没有挑战性。因此，我们认为直接把

童玩放到市场上是行不通的。我们觉得，推广童玩的第一步就是要改变时下孩童

对童玩的看法及意见。我们想若可以的话，应该先在幼儿园或小学时介绍童玩给

孩童们，并减少他们接触电玩的时间。等到童玩的概念成熟了后，再把童玩商业

化。我们觉得，这样的话会更有效。 
 
2.6. 结论 

 
现在，电子产品的电子游戏更为鲜明，电玩的可玩度及刺激性远远超于童玩。我

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童玩是不可能超越电玩的。电玩的挑战性高，有着过关斩将

以期盼迈向更高峰的欲望，再加上声色光作为背景，理所当然的，电玩会显得更

有吸引力。这次的专题作业，我们不是要让童玩取代电玩，而只是想要把我们父

母及祖先从以前传承下来的小玩意儿继续传承下去。电玩也造成了时下孩童沉迷

于电子游戏的问题。在现代社会，我们是不可能使孩童们放下手机而爱上童玩。

我们只是尽力推广童玩，让孩童们除了电玩之外，有另一类的古老游戏值得他们



去认识。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 - 亲自创造及进行过改革的童玩 

1. 每次玩都是不一样排版的蛇棋 

 
2. 鸡蛋盒飞球 



 
3. 以童玩来学童玩 

 



(详细内容请参附录） 
 

4. 友谊之战 

 
 

5. 梁山伯与祝英台（科学原理童玩） 



 
 
3.2 最终材料 - 编辑成网站 
https://rende050725.wixsite.com/tongwanbuchadianwan 

 

https://rende050725.wixsite.com/tongwanbuchadianwan


社交媒体户口：

 
 



 
同学试玩（年终考试后） 

 
3.3 最终材料-试点测试



 
分析：试玩我们蛇棋后的同学大多数都

认为我们的蛇棋值得推广。这显示他们对这一个创新的游戏有着一定的兴趣。这也

显示了时下的孩童可以对童玩产生兴趣。 
 
 
 
分析：比起我们的蛇棋，我们最新的游戏《友谊战斗》受到更多的欢迎。这可能是

因为这个游戏需要技巧，而且含有较多的刺激性。这个资料显示了其实童玩只要经

过改革，就可以变得更刺激更吸引人。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见附录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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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问卷调查） 
附录二（研究框架） 
附录三（人物采访） 
附录四（自制童玩） 
附录五（个人反思） 

张仁得 

在做我们的专题作业时，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缺乏制作童玩的新意，于是我们

就改良童玩。我们也无法找到太多的熟悉童玩的人采访，因此我们就采访了喜欢玩

电玩的同学。我发现每当我们集中思考过后过后，我们总能找到解决方法。而且，

网上对于童玩的资料也太少太难找了，所以我们是以采访“挖找”信息，丝毫不放过

任何蛛丝马迹。从这个专题作业我学到了，许多电玩已经潜移默化地代替了童玩所

带给我们的快乐，代替了那份原本的初心，我们已经被电玩“吞没”了。“深耕童根

，润泽童心，把孩子的初心，以童玩如沐之，艺乐薰冶之。” 童玩给了那份最初的 
快乐，用金钱衡量不到的快乐。我觉得我组的专题作业一个可进步的地方是，我们

也应该去小学学校循校推广这门文化举办展览会，从小教育他们对童玩的认识，以

让他传承下去。 

黄显斌 
这一次的专题作业是个让我大开眼界的机会。首先，我们到了马来西亚的霹雳州采
访了一位积极推广童玩的童玩达人师傅，韦远近校长。采访过程中，我也得到了许

多从校长的观点看待的一些事物。比如说，我们想要推广童玩，使用的方式便是大
型的宣传。我们打算制作海报，把童玩放到社交媒体上，让人们意识到童玩的存
在。可是，校长却认为，我们可以把童玩放到市场上，把它做成一个生意。我听了
感到觉得很新鲜，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商业化的这么一个推广方式。其次，这次的
专题作业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我父母小时候的玩具，了解没有电玩的时代儿童的嬉
戏方式。我也明白了时下儿童沉迷于电玩的问题，同时也了解了电子游戏的危害。
从此，我也会有节制地使用手机，减少玩电玩的时间。 

邱国峻 
从我们的专题作业（童玩不差电玩）中我获取许多的经验，也学会了和队友互相配

合。在做这个专题作业的时候，我们当然遇到不少的难题。由于我们的专题作业需

要寻找关于童玩的资料，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寻找古早童玩的资料。由于需要的

是 “古早” 童玩的资料，找资料所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幸亏我们碰上韦远近校长

，不然我们的专题作业不会有现在的成就。在六月假期期间，我和队友们到

Selantan去采访韦远近校长。我们在韦远近校长的家看到不少的古早童玩，而多

数的古早童玩都是利用环保材料制成的。古早童玩不只涵盖儿童小时候的童年玩具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be_h0VYBN4UWSXRT2IsDgJeTXO4uigrabhBmZd206E0/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ogCukebrNzTleUkRcDXx2C6MV7Xh387bqRVuNw1Bpfk/edit?usp=drivesdk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XzZJVS3G4xGURw5Txo5BSkL1KhFALYqN9sJ-qxrkH8o/edit?usp=drivesdk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zBdKZAhLT8Ea0gLAB1TsjB7y4s93m8HmlrYWSbMLj7A/edit?usp=drivesdk
https://docs.google.com/presentation/d/11SE5-_aRg5fHWlzODIvM7eJbaXDZZGWtaT4C5X7JqGI/edit?usp=drivesdk


，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舞蹈。此外，校长当时也给我们唱超过100首童谣，从中也

更了解了童玩。至于电玩呢，我们没有找太多的资料，因为我们认为推广童玩更重

要。因此，我们不断地寻找童玩的资料，创作自己的童玩。我希望我们推广童玩的

计划会成功，为沉迷电玩的儿童“戒毒”。 

卢子睿 
 通过今年的专题作业，我更了解童玩能如何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童玩的

好处与乐趣。 
  古早童玩是以简单的材料制作的童玩，而童玩是使用精致的塑料或铁制成的。童

玩分为两种:商业化与多元化。我认为古早童玩非常有利--只需时间成本，也环保，

便能让一大群的孩子们玩得开心。 
  为了推广古早童玩，以免古早童玩失传，我们已让同学们接近童玩。对我来说，

这是为了让少年沉迷于手机游戏找一个解决途径。为了让他们更了解童玩，我学会

了如何制作简单的卡片游戏，还有创意蛇棋。我很高兴可以学做童玩，也感恩有踊

跃参与的同学。问卷调查也显示了学生们都更了解了。 
  因为对比强烈之下电玩日益流行:童玩显得更逊色点，且没有刺激性，动画，排名

和人数的限制等，电玩更容易引人注意。我觉得这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对电玩的欲

望更激烈。我因这事感到有所不满，因为童年时光应该是让儿童愉快玩耍的时光，

而不是沉迷于手机的时光。因此，通过文献研究，有些学校都举办童玩展览活动，

让学生踊跃参与。我希望同学们会更加认识童玩，且爱上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