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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親子互動遊戲過程中，有著彼此遊戲設計不平衡的問題，對孩子所設計的遊戲太簡單，導
致父母一同遊戲動機下降，對父母所設計的玩具對孩童則帶來挫折，本研究探討如何創造優質
親子互動遊戲，平衡兒童與家長的遊戲需求，讓家長喜歡加入孩子的遊戲，進而訓練孩子的身
心發展，及社交能力。
以實體的合作遊戲為切入點，文獻分析、腦力激盪、快速原型製作及使用者測試的研究方
法，進行製作，最後給與 100 個家庭測試進行評估得到測試結果，提供未來的合作遊戲設計者
參考。
關鍵詞：親子互動、互動設計、合作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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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玩具是孩童最常接觸的東西，但是大多的
玩具都根據孩童的需求所設計，家長覺得太簡
單，讓家長與孩童一起玩樂的時候感到無聊，
然而為大人所設計的玩具，對孩童又太難，感
到挫折，進而降低了親子互動的動機。
如何設計一款平衡家長與孩童遊戲需求
的玩具，在過程中要創造優質的親子互動，訓
練孩童的身心發展，讓親子互動過程能夠持之
以恆，是本研究要探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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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2.1 親子互動意義探討

(施秀玉 2010)指出親子互動是一種親子
間同步互動的現象，是動態的歷程，親子雙方
互相回應循環的累積關係，是雙方向的互動而
不是單方面的付出。
(Faber and Van Den Hoven 2012)認為在家
庭系統理論中，自主與親密是主要二大課綱，
假如過份鬆散，親子會變得疏離；但是過度黏
密，又會使親子關係缺乏自主性而彼此交結。

所謂親子互動就適在過度黏密與過度鬆
散間，尋求一個平衡的定位。
(蔡振良 2014)親子互動的行為是指親子
之間互相交流，一方刺激輸入，另一方反應輸
出的一種現像，可分為身體及心理兩種互動關
係，身體的互動是外在可見的，是指親子間溝
通交流及接觸，而心理方面的互動則指互動的
意涵。

2.2 親子遊戲的功能
(Escalona 2014)對一百二十八位幼兒和他
們的母親進行遊戲行為的觀察，研究結果發現，
幼兒單獨玩，即使擁有許多玩具，和有大人陪
伴的幼兒，他們的知覺動做遊戲時間和複雜度
有顯著差異，單獨玩的幼兒，其知覺動作遊戲
較單純時間也較不持久。
繼 Escalona 之後，有更多的學者提出支
持的看法，他們認為，由於父母的參與，嬰幼
兒遊戲會變得較容易受到鼓舞，而這些遊戲較
沒有成人陪伴的遊戲來得有深度及具複雜性，
成人顯然成了兒童有技巧社會遊戲的指導者
和學習教育者。

父母是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人，而父母能
給孩子最寶貴的禮物就適提供特特殊且有意
義。的親子時間。
而與孩子建立融洽關係的最好方法，就是
參與孩子的遊戲，透過遊戲的方式能了解幼兒
內心世界，孩子的想法與感受，並運用新溝通
模式於親子互動中，從而發展正向的親子關係。

2.3 優質的親子互動
親子互動的行為指外在可見的互動，(詹
志禹 2014)優質的親子互動至少反映在五項
指標：(一) 有笑意的眼神接觸：笑意傳達善意、
感染歡樂。(二)有意義的符號交換：符號包括
聲音、手勢、表情、塗鴉或語言等。(三)有善
意的動作交換：例如傳遞物品、輪流操作或交
換工具等。(四)有共同的合作建構：例如一起
抬起某個重物、完成一幅拼圖、拼組一套積木、
形塑一個沙雕、開挖一個水池、種植一株花草
等。(五)有正向的情緒分享：例如相互感染信
任、支持、關愛、快樂、好奇、興奮與安心等。

不一定相同的活動，遊戲中沒有分工，和組織。
3.5-4 歲兒童出現較多的行為。(五)平行遊戲:
兒童玩與鄰近幼兒相同的玩具，比此之間沒有
互動，2-3 歲兒童出現較多的行為。(六)合作遊
戲:遊戲具有組織性，幼兒和其他幼兒合力完
成某個作品或達成某個目的，4.5 歲兒童出現
較多的行為。

2.4 遊戲有助於兒童的發展
2.4.1 情緒方面
研究顯示，經常進行想像遊戲的兒童比進
行其他遊戲的兒童較有耐心等待，即控制衝動
的能力較佳(Rouard and Simon 1977)。
象徵遊戲能提供幼兒適度表達情緒的機
會，因而可以控制負面情緒對自己的影響。遊
戲活動，因自我表現而感到得意，因交朋友而
一方面，兒童因參與遊感到滿足，因不快情緒
得紓解而感到開心，兒童在遊戲活動中，經驗
到各種情緒，並學習如何處理情緒問題。

2.4 兒童遊戲發展行為

2.4.2 遊戲的難易度設計

以兒童發展的角度來看遊戲行為，可將遊
戲行為分為認知性遊戲行為和社會性遊戲行
為，分述如下：

(汪宜霈 2009)給與孩子有點難又不會太
難的遊戲，刺激遊戲成就感，不僅可以強化身
心發展，又可以刺激她們的遊戲動機。

2.3.1 認知性遊戲行為

感覺統合的最終目的是要促進兒童產生
適應性反應；內驅力是一種孩童與生俱來想要
探索的慾望，是無法強迫孩子產生適性的反應，
所以孩子會想要挑戰或征服一些沒學過的活
動，這種與生俱來的力量叫做內驅力，因此感
覺統合強調就是可以誘發兒童內在驅力的活
動，被動的感覺刺激並不能稱為感覺統和活動，
家長的參與是提升內驅力最好的辦法，又能增
加親子間的感情。

(Piaget, Cook et al. 1952)將認知性遊戲行
為，分為練習遊戲、象徵性遊戲和遊戲規則、
(Smilansky 1968)之分類架構，另修改為四類的
認知遊戲行為：(1)功能遊戲:簡單的重複的肌
肉活動，包含沒有使用遊具。如跑、跳、踢、
搖晃玩具等。(2)建構遊戲:有目的的遊戲與使
用玩具，例如，美術拼貼、釘木板、疊積木、
堆沙堡等遊戲。(3)戲劇遊戲:模仿角色的遊戲
或行動和情境的偽裝，例如，扮家家酒遊戲、
把木棍當馬騎的遊戲。(4)規則遊戲:訂好規則，
互相遵守的遊戲，例如：籃球賽，下棋等。

2.3.2 社會性遊戲行為
社會性遊戲行為最早由(Parten 1932)提出，
巴頓觀察幼兒在遊戲中的社會參與情形，她發
現幼兒在遊戲中的社會行為可以分為六類：
(一)無所事事行為:沒有參與任何遊戲活動或
社會互動，只是隨意觀望，是 2-3 歲兒童出現
較多行為。(二)旁觀者的行為:兒童大部分時間
都在觀看他人遊戲，偶爾和他人交談，有時候
會提出問題或提供建議，是 2.5-3 歲兒童出現
較多的行為。(三)單獨遊戲:兒童獨自遊戲，沒
有和別人互動，附近也沒有其他幼兒玩相同的
玩具。2-2.5 歲兒童出現較多的行為。(四)聯合
遊戲:兒童和其他幼兒玩在一起，進行相似但

2.5 實體遊戲提升社交動機
(Faber and Van Den Hoven 2012)實體的遊
戲證明了對遊戲者有正面的影響性及有趣的
經驗在遊戲的過程中。更有新的研究顯示戶外
的實體遊戲，更能刺激社交互動的行為。
根 據 (Price, Rogers et al. 2003, Mahmud
AA 2007)，(Mahmud AA 2007)實體的遊戲對
孩童的發展，增加了有趣性、合作性及刺激性。
(Xie, Antle et al. 2008)傳統的、圖像的及
實體的介面相比，被驗證後發現，實體的互動
增強了有趣性，並且提升孩子的行動。

2.6 積木建構性玩具
(T.C. Timber/Habermaass Corp. 1995)積木
遊戲能使兒童在建構性遊戲與戲劇性遊戲中
增進創造力的發展。

在建構性遊戲方面，兒童可以在每次建構
遊戲中，針對其構成形成獨創性或精緻化；在
戲劇性遊戲方面，幼兒可以發揮想像力與生活
經驗連結，讓積木遊戲品質可已達到豐富及多
元的型態，當兒童並非在成人設定的原則和規
定下創作時，能建構比先前更美好的作品。
創造力的發展有年齡上的差異，在一歲至
八歲的兒童中，年紀越大的兒童，在進行積木
遊戲時，需要較多量的積木，且建構物較為複
雜，他們的想像力也較多細節。好玩具的重要
因素，創意互動、孩子們的獨特文化、享受娛
樂、獨特的生活環境、真實的情感互動體驗、
比較優勢、家長參與。

圖 1 互動流程圖

2.7 小結

3.3 快速原型製作

文獻探討歸納以下重點進行實做：

3.3.1 第一版原型

能遊戲調整難易程度，給與不同孩童挑戰
的遊戲，提升家長參與動機，提升孩童的內驅
力，訓練孩童的感覺統合，以實體遊戲尤佳，
提升兒童社交技巧。
以合作遊戲為設計導向，針對 4.5 歲兒童
以上設計，讓親子間能夠共同合作建構的正向
互動，融入象徵性的元素讓兒童與家長一起建
構與想像情境，進行有笑意的眼神接觸、有意
義的符號交換、有善意的動做交換，最後達到
正向情緒分享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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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計

分為四階段，腦力激盪、互動設計、快速
原型製作、使用者測試。

3.1 腦力激盪
機電、工業設計與互動設計三個領域的
人，共同腦力激盪，在共同建構想到了運用
樂高積木的變化性與普及性，搭配象徵性的
動物及原件，可一起建構故事。
在故事方面，親子最容易有共鳴的是遊
樂園的故事，因此我們將遊樂園三個代表元
素，咖啡杯、雲霄飛車與摩天輪，獨立出
來，製作可動模組，但我們發現共同建構過
程中的親子互動容易變成各別執行的狀態，
互動過程不夠親密，於是在樂高的建築造型
中想到，是否能加入軌道，讓球在上面跑，
親子協力，從起點滾到終點，給與計時的壓
力，讓親子更能專注在遊戲過程上，共同去
解決一個問題，享受合作成功的愉悅，團體
競爭的內驅力。

3.2 親子互動設計

圖 2 第一版原型機使用情境圖

以快速原型 製作的方 式， 運用 PU 及
arduino 製作了第一款原型，遊戲方式需兩人
抬起基座，合作傾斜底面，讓球滾到終點，計
時看哪個團隊比較快，軌道可以更換位置，但
關卡無法變動。在初步的遊戲過程中我們驗證
了互動過程中的趣味性，讓親子更能體驗到一
同成功的感覺，但也特別發現在玩具設計上使
用者意會，大多認為雙人的遊戲為競爭導向。
有些家長跟孩子在試玩的時候，以為這是要兩
人競賽遊戲。
所以我們開始調查使用者意會，在雙人遊
戲過程中，發現一直以來，在我們周遭的兒童
玩具遊戲，只要是雙人的遊戲大多都是互相較
勁的互動過程，因此使用者會有不同的意會與
使用方式，尤其是外觀造型為方型，會讓使用
者聯想到象棋或者跳棋類競爭桌遊。使用者使
用後，大多反饋感覺笨重以及外觀設計美觀上
的問題，及變化不夠彈性。普遍喜歡挑戰摩天
輪的遊戲關卡。

3.2.2 第二版原型

圖 4 第三版原型機使用情境圖

這一代原型機做了非常大的修正，幾乎是
非常全面性的改造，我們將樂高的特色家入，
將一起建造關卡與情境的特色變的更具體，不
僅可以使用樂高積木，更能放上樂高所開發的
動物，是一種象徵上的意義，讓使用者們更能
具體的說故事。

圖 3 第二版原型機使用情境圖

根據的一代原型機的意見反饋後，進行了
修正，將原本產品基座造型修正成為圓形，尺
寸也從原本的 60cm 縮小至 45cm，並且增加
了收納功能，遊戲的自由度也提高了，多了發
光效果與不倒翁底盤，不用抬起來較輕鬆遊戲，
測試是否更能兒童遊戲動機。
在測試的過程因為發光的效果，更吸引孩
童拼湊，但卻失去了這個遊戲的主要親子互動
訴求，孩子變成僅專注在拼湊發光效果及看動
態模組旋轉，拼湊過程可激起孩子的創造力與
使用動機。
但是這版本的原型機尺寸不利於雙人遊
戲。在使用時，因為範圍的限制，會比較適合
孩子一人遊戲。在動態模組上，我們發現，若
這些動態模組能夠微調轉速，對於不同的孩子，
可以給予更細節的挑戰，有助於兒童與家長遊
戲時平衡比此的需求。

3.2.3 第三版原型

綜合了前兩代的原型機脈絡，放大 60cm、
柔和外觀設計，及適合兒童尺寸的軌道積木，
可以根據親子程度調整轉速的模組，與可收納
的基座。在遊戲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樣的互
動遊戲會較適合四歲以上的孩子，在四歲以下
的孩子受測使用時，因為社交能力發展還不建
全，在互動上會需要家長的陪伴與介入。在這
遊戲的過程達到了優質的親子互動過程的指
標。這是一款使用上大家都很滿意的版本

3.3 使用者測試
測試人數約 100 個家庭及一間幼稚園，4
歲以下的兒童進行合作遊戲，驗證較無法進行
合作社交的行為，需要大人陪同，由大人主動
發出刺激，4 歲兒童才會有反饋。
4 歲以上的兒童才能開始討論合作及社
交，如果以此產品周期來探討不同年齡的使用
族群，4 歲以前會著重於親子，4 歲之後會慢
慢轉向同儕。
在過程中 95%的使用者都感受到一起突
破難關的成就感，在過程中充分感受到優質的
親子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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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兒童遊戲的設計，特效與驚奇雖然很重
要，但若過度使用，會呈現本末倒置的狀況，
失去原本的方向。
合作遊戲，運用實體，能夠帶給親子與兒
童社交動機跟訓練，讓家長跟孩童遊戲，有助
於孩童身心發展，在過程中得到驗證。
在可調整難度的使用上受到家長的贊同，
由於可以自行調配難度，一起建構情境，讓親
子有更多交流過程及得到適當難易度，降低了
枯燥與挫折感，也因為父母的加入，增進了親
子感情。
歸納出來的親子互動設計過程，可根據不

同遊戲及包裝手法，設計不同的玩法及遊戲，
提供更多選擇及更良好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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