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04402 Robot Party 機器人歡樂派對
A. 安全須知：
1、過程中會使用剪刀及廚房用具時，請成人在旁協助指導
2、本產品適用年齡８歲以上，未滿年齡者請家長協助
3、本產品及完成品包含小零件，請勿讓３歲以下兒童拿取，避免發生危險

B. 內容物：
２０頁的派對說明書

８個機器人車手

８個氣球

８個嘴巴
８個３Ｄ眼鏡

８張彩色貼紙

８張邀請卡

８張感謝函

１組３Ｄ藝術紙

８隻黑筆

３個切模器

１個遊戲海報（玩將電池釘在機器人上的遊戲）

１神奇翻轉益智範本
雙面膠

備註：某些材料不包括在本產品中，請成人協助準備需要的材料或是在家附近的市場購買

C. 歡迎來到我們的機器人派對：
作為你的客人進入你的派對，讓他們裝扮成機器人，例如使用回收紙箱和鋁箔。切出大
洞給身體，手臂和腿穿過。使用另一個箱子作為頭，切出孔作為眼睛。用鋁箔裝飾盒子，
使它們看起來像金屬。你還可以提供每位客人用銀線作為頭帶或貼金屬來裝飾他們的手
臂

D. 派對成功的技巧：


事先計畫派對，並按照派對計畫執行




兩個禮拜前事先準備好遊戲及禮物，這樣派對當天才可以專心準備食物和裝飾
邀請全家人一起來計畫，分配每一位特別的任務，例如：吹起氣球，布置，製作食
物等
款待你的客人，確保你有各種的遊戲可以讓大家一起玩
要有室內的備用計畫以免下雨




E. 時間地點：








通常都會訂在假日，這樣才不會與你的上課日衝突到，也會有較多的時間來讓你來
準備及清理
在你決定前，請事先跟你的好朋友們確認詢問哪一天他們可以來
分配三小時的時間給派對，這些時間足夠玩遊戲，吃東西，和閒聊
你可以裝飾你的客廳或後院來做為你派對的場所
如果有這樣的空地，你也可以在附近的公園來舉辦你的派對， 但你可能需要事先去
預約適當的地點
室外場地有一個缺點，就是有機會是壞天氣，確保附近有遮蔽物的地點，以免下雨
其他建議包括社區中心，餐廳，或旅館

F. 邀請函：




產品中包含八張邀請函和信封，信封摺疊線上使用雙面膠來黏緊
至少兩星期前寄出邀請函，一周前確認答覆
確認你的邀請函中有包含相關訊息，如你的名子，電話，派對場合或主題，星期幾，
派對日期，開始時間，結束時間，派對位置和地址，回覆日期，和賓客連絡電話

G. 計畫清單：
計畫表

需要做什麼

一個月前

＊決定派對日期和時間
＊寫下邀請名單

＊選地點和事先預約場地
＊決定派對主題

兩到三個禮拜前

＊製作及寄出邀請函

＊購買裝飾所需用品

＊計畫菜單
＊購買或製作派對小禮物
＊計畫和收集物品給遊戲和活動使用
一個禮拜前

＊打電話給尚未回覆的賓客

＊買紙盤，紙杯，餐巾等等

＊給派對計畫一個行程，例如：什麼時候吃點心或什麼時候開始玩
遊戲
兩到三天前

＊買食物和製作生日蛋糕
＊準備遊戲和活動
＊準備任何食物是可以放置幾天不會壞掉的
＊準備派對小禮物

前一天

＊準備剩下的食物

＊清理和裝飾派對地點

當天

＊製作新鮮派對食物
＊準備好派對桌子和你的前門

＊吹起氣球
＊準備好遊戲和活動

派對兩到三天之後 ＊準備並寄出感謝函

H. 賓客名單：
來賓

連絡電話

回覆？

１
２
３

I.

採購列單：
一般項目

食物和活動所需









J. 裝飾建議：



在各處放置機器人為派對製作一個機器人城市，用各種不同形狀大小的盒子來製作
機器人，噴塗油漆在身上和臉上並黏上泡棉形狀來裝飾你的機器人
假如你在家舉行你的派對，用鋁箔來裝飾你家前門，並黏上一些塑膠或紙盤來使他







看起來更像個機器
從天花板上掛上一些用紙板做成的橡膠管或幾何圖形的形狀及鋁箔，你也可以掛上
銀彩帶
錄製一個用機器人聲音來歡迎賓客的訊息，並在客人來到時撥放
在椅子後面綁上銀色氣球
用銀色材料裝飾餐桌，用玩具機器人來裝飾餐桌，或用積木製作機器人圖型
你可以製作跟人一樣大的機器人放置在特定的位置像背景一樣給賓客們作為拍照留
念使用，將兩個大紙箱黏在一起並用鋁箔紙包裝起來作為機器人的身體，用鞋盒作
為機器人的頭黏在上方，和用鋁箔包起衣架作為機器人的天線，切兩片彈性銀色通
風孔作黏在兩側為手臂，裝飾過濾片作為耳朵和各種的容器蓋貼在前面作為控制板
就裝飾完成了你的機器人囉，你也可以放製手套在手臂裡作為另外的效果

K. 製作你的派對點心：
派對食物很重要因為在派對中佔有大部分的時間，這裡有一些簡單的菜式讓你製作給你
的派對享用
1.

機器人餅乾

你可以詢問成人來幫助你完成這些餅乾，你可以幫忙混合材料和裝飾餅乾

成分：
１杯奶油 ２杯麵粉
三分之二杯的糖 四分之一杯過篩的巧克力粉
二分之一茶匙香草 糖粉（可自行選擇）

將奶油，糖及香草打混和一起直到成為乳霜狀

加一杯的麵粉並揉捏至完全混和，在加第二杯麵粉混和並再次揉捏好


加巧克力粉並混和直到遍布整個麵團，假如你想要原味的餅乾你也可以不要作
這一步驟

將麵團成長條型並覆蓋上蠟紙

放置陰涼處６小時

預熱烤箱至１８０度

用機器人圖型的切割器切割出一個一個形狀

放置在烤盤上並烤１０分鐘

你可以用巧克力片，糖霜，鮮奶油，脆餅，糖果或Ｍ＆Ｍ巧克力來裝飾你的機
器人
其他食物配方建議：
2.

脆片和螺絲混和

把各種脆片，脆餅，乳酪脆餅，喜瑞兒穀片和糖果放入大的平底鍋裡

假如可能的話，也可以放入一些呼拉圈（圈狀的馬鈴薯戒指）
，這些看起來像螺
絲讓你的客人可以用手來享用

3.

電池三明治

詢問成人來裁切麵包分成長型條

準備一些放置在電池麵包裡，例如美乃滋，起司條，鮪魚罐頭，巧克力醬等等



你可以準備電池三明治在你的客人到達前或讓他們選擇他們所想要的醬料自行
加入




拿些麵包並加入你喜愛的醬料
將麵包塗好醬料後緊緊捲起以免醬料掉出，或用牙籤來固定你的電池，或你可
以用小的食用海帶將你的電池綁起

4.

棉花糖機器人

給客人一些牙籤和大小不同的棉花糖和軟糖

允許大家自己創作自己的機器人這樣他們可以邊玩邊創作還可以吃！

5.

機器人特調

將蘋果汁倒入製冰盒並冷凍６小時

將每杯客人的杯子裡放入兩塊蘋果冰塊並倒入一半檸檬蘇打汁和一半的櫻桃蘇
打汁


使用特別造型的吸管

L. 科學遊戲：
這裡有些科學遊戲，讓你可以招待你的客人展示科學原理，邊學習邊享受樂趣！讓你享
受這獨特經驗的派對給你和你的客人們
1.

噴射機器人
從產品中你會需要：８組機器人配件（每個機器人包含１車身，２大前輪，２小後
輪，１個接嘴口），氣球和彩色貼紙

將氣球連接在接嘴口裝置上，你可以輕鬆的裝上去，只要再裝上接嘴口前伸展
幾次氣球就可以了（左上）

將接嘴口按照圖示（右上）裝上去後，將氣球穿過上方的洞口將氣球輕輕的拿
出來

完成後會像此圖示（左下）

在機器人底下裝上輪子（右下）

用彩色貼紙來裝飾你的機器人車手
如何操作：
在接嘴口吹起氣球，吹好後用手將洞口堵住以免氣體跑掉，現在準備開始與你的客
人比賽囉！預備！１，２，３，放手！你的噴射機器人就會像噴射機一樣快速奔馳
了，你也可以與你的客人穩住你的噴射機器人，然後在地上設置起點線和終點線，
看誰的機器人移動的最快和最遠！
（備註：可能會有點困難將氣球吹起來，試著伸展幾次氣球後再裝至接嘴口吹，或
直接請成人來幫你吹起氣球或是用吹氣球機來吹起，在吹過幾次氣球後你會發現越
來越容易將氣球吹起來）
有趣的科學事實：
雖然這是簡單的遊戲，在物理中它顯示了很重要的原則，當你的手從接嘴口鬆開，
空氣從車子底部逼出來，因為根據牛頓的第三運動定律，車子被推向相反的方向和
穿越過地板直到空氣完全從氣球中吹出來

2.

３Ｄ神奇眼鏡

從產品中你會需要：３Ｄ眼鏡，３Ｄ藝術紙和黑筆
一起來有趣的製作自己的３Ｄ畫並用提供的３Ｄ眼鏡來看吧




在提供的３Ｄ藝術紙上用黑筆來畫畫，拿起３Ｄ眼鏡你會看到紅色在左邊，藍
色在右邊，你的眼睛會欺騙你！這藝術紙是種立體背景讓你寫或繪圖，戴上３
Ｄ眼鏡你會發現你所畫的會漂浮在紙上！看似如此簡單又不那麼容易！
３Ｄ圖片如何形成？
彩色濾光片是一種最古老的設備創造３Ｄ和２Ｄ的圖，圖上看到的印刷品是平
的就像我們眼睛現在所看到的就跟２Ｄ圖一樣沒有深度，３Ｄ圖則是用一種特
別的方式，當你沒有用３Ｄ眼鏡看圖時，你會看到２個稍微不同的圖像帶著藍
色和紅色，且它們微微的不再同一位置上，當你戴上特殊３Ｄ眼鏡，藍色過濾
片在你的右眼上會阻斷藍色圖，也就是說在你的右眼你只會看到紅色圖，同時，
紅色過濾片在你的左眼前面篩選所有的紅色意味著你只能看到藍色的圖像，通
過這個過濾片的過程中，３Ｄ眼鏡讓每隻眼睛看到不同角度的圖像，當這些圖
像訊息傳送到大腦，大腦會將圖融合再一起，創造一種深度和距離的看法，當
你透過３Ｄ眼鏡看時，紅色和藍色印刷創造了幻象深入在３Ｄ藝術紙上，這造
成了畫上去的黑線有浮起來的幻象就像魔術一樣

M. 有趣的遊戲：
1. 將電池釘在機器人身上
從產品中你會需要：機器人海報和以裁切好的電池
這遊戲就像是綜所皆知的”釘驢子尾巴”的遊戲一樣

將機器人海報放置在大的板子上，給每位客人一個切割好的電池，並問要他們在電
池上寫上自己的名子





用頭巾將客人的雙眼矇住，並引導他再版子前，但距離幾步遠
請客人往前向板子的方向走，並試著將電池黏在正確位置上
每一位客人都重複這些步驟
當每位客人都玩過後，勝利者就是將電池放在距離正確位置最近的那個人

2. 神奇翻轉拼圖
從產品中你會需要：神奇翻轉益智範本
從家中你需要：膠帶
用這個神奇翻轉拼圖來讓你的客人驚豔，雖然他有兩面，但他可以變出四個不同的圖案，
跟著以下這些指示來製作出你的神奇翻轉拼圖，給你的客人這神奇翻轉範本，他們也將
會享受製作他們自己的翻轉拼圖！








拿出你的神奇機器人卡，將有色彩的那一面朝向自己，如圖顯示（左上）
將中間的線割開可以翻開（右上）
將左邊折向右邊變成３ｘ３的長方形，中間有洞，彎折右邊小方形在後面（左下）
將左邊再次折起（右下）
現在你有一個完整的機器人圖案面向你（左上）
將卡翻面，又會顯示另一個機器人圖案，用膠帶固定中間（中上）
將左半邊折過來（右上）




將左邊的卡打開又會出現新的機器人圖案！（左下）
將兩邊折起來又可以顯現另一個新機器人


翻面然後重複前兩個步驟使你的機器人全部出現！你的觀眾會覺得很神奇！（右下）
以下有其他遊戲建議：
3. 機器人說
選一個人站在大家面前假裝當機器人，

給機器人一支手電筒

機器人會給你們指示，例如：跳起或蹲下，假如機器人做指示時打開手電筒，大家
必須遵守，但是假如機器人給指示時，手電筒沒有開，就必須保持原樣

任何人做錯了指示就出局了

最後一位剩下的人就是勝利者並且可以成為新的機器人來繼續新的回合！
4. 冷凍機器人

玩這遊戲時，請清空一個大的場地

在後院播放一些音樂，告訴大家要像機器人一樣的移動

請成人突然的停止音樂，當音樂停止時，大家必須凍住不能動，任何人移動的話就
出局了

再次撥放音樂，繼續遊戲

最後一位就是勝利者！

給勝利者一個獎品，也可以頒一個獎看誰移動的最像機器人！
5. 將門閂堆積起來

將客人分成兩組

放置兩個穩固的桌子，並提供１０個大的門閂給各隊

詢問兩個成人來監視遊戲如法官一樣




每一個隊派出一個人開始遊戲，每一玩家必須將門閂一個堆在一個上堆積起來但是
不可以倒下，一旦他們正確地完成後，下一隊開始玩這遊戲
遊戲持續到每一隊中的每一位都玩到
第一個隊伍所有人都完成堆積的將成為贏家

N. 謝謝參加：
給他們一個令人愉快的派對袋來感謝你的客人來參加你的派對，產品中有一些感謝卡和
信封，將信封折起製造出線，並用雙面膠來固定黏起，你可以放一些小禮物在紙袋中，
並用緞帶打上結來裝飾並綁緊，給你的客人帶回家，這裡有一些建議物品給你放在派對
袋中：
貼紙

氣球

橡皮擦

泡泡

彩色本子

蠟筆

鑰使圈

鉛筆／原子筆

糖果
非常感謝您購買此產品，您對於本產品的滿意度是我們最重視的﹗如果您有任何建議、問題，
或是產品有缺件、損壞，請立即與我們聯絡﹗我們會馬上為您處理﹗
4M 台灣總代理商-瑋恩書店

TEL:(02) 2797-3858
FAX:(02)2798-6640
全球網址：www. wayne-book.com
電子信箱：wayne-book@umail.hinet.net
門市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08 巷 8 號 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