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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開始我們從孩子的角度出發，成立二手玩具圖書館，到現在我們為0-99歲全體社會設計共享方案。感謝每一位參與者，為了台灣孩子的成長
品質做最有價值的投資。

我曾想要呼籲減少購買或生產玩具，但這對孩子而言真不公平。未來地球的資源會越來越少，暖化問題越來越嚴重，那該如何？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累積這15年的各項服務經驗，將和大家一起進化，往育兒2.0的前瞻性方向邁步，兼顧環保和兒童玩的權益，希望將現有二手玩具物盡其用，並將推動運
用天然素材玩具成為顯學。

教育志工除了支持學校的發展、協助學生學習和成長之外，還能為社會、為我們生長的環境做什麼？這是我們一直在思索的問題。

終於，我們找到了方向：以「桃園縣教育志工輔導團」為圓心、復旦國小為起點，在王亞賢、陳玲珍、陳濰安三位校長的接力支持下，將原本二手玩具館
的場地，改造為全國唯一三館合一(圖書館、玩具館、物流館）的大型基地，並採取開放的方式運作，打破校園的圍牆與社區結合，讓玩具圖書館更貼近社會
大眾，更融入當地群眾的生活。

本著教育、環保和永續的核心理念，讓「玩具圖書館」的運作組織化，也將之定位為《全國資源中心》，更從對學生、對玩具愛惜同好的服務，逐步擴散
至0-100歲的全民、全方位的服務，同時還帶著玩具走遍全台各地與世界多國。

我們期許規劃中的「玩具共享園區」，能更全面的提升服務層面、擴大服務對象和積極推動永續的核心價值，為環境的改善、大自然的純淨，資源的共
享，帶來永續的發展；更希望能帶動全民珍惜資源、珍愛地球的永續觀念，讓我們環保的心、服務的情，能一直永續而不停息。

下一個18年，我們能做什麼？

不管是元宇宙或者是多元、多變、讓人期待的未來，綜觀現在的氣候與環境，全球與日俱增的碳排放量、地球暖化造成的氣候災難，我們必須認真的
省思，我們到底能為下一代做些什麼？留下什麼?

玩具的回收及再生的利用，是我們正在努力的方向，但是這遠遠不及我們對環境的破壞，「循環經濟」與「永續教育」的推動，才能將日漸減少的資源
留給下一代。「2050淨零碳排」，這不是口號，而是我們留給未來最珍貴的價值；身為負碳權的我們，「玩圖」當然不會缺席，《玩具夢想家》就是為我們的下
一代留下一個零排碳環境的推手。除了自身積極拓展「玩圖」現有的業務，在《ESG》的議題裡；我們做到了「E-環境的實踐」、「S-社會包容與關懷」，期許能
與企業攜手發揮影響力，讓「愛地球」不會是口號，而是人人都可投入的實際行動。

讓我們一起攜手，做一個珍愛地球的實踐者，朝向永續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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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孩子的一句童言童語，讓從事幼兒教育專業的蔡延治老師心想：若有一間房間，裏頭的玩具都

能讓孩子們輪流玩、一起玩，那麼只要大家將閒置的玩具捐贈出來，就會有更多的孩子受惠。

「玩玩具，是每個孩子的權利。」是創辦人蔡延治老師一直以來的信念，但在早期社會中，玩具刺激幼

兒發展的概念並不盛行，社區中也普遍缺乏共享的育兒園地，因此為了實踐自己的理念、為了孩子們的

夢想、也為了陪伴更多家庭，在向歐美日多國取經後，選擇以「玩具圖書館」作為夢想的藍圖，以圖書館管

理概念將玩具依照材質、類型、幼兒發展領域及幼兒年齡系統性分門別類，讓幼兒在遊戲過程中，能從櫃

子中輕易地取得玩具，並依照簡潔清楚的指示將玩具物歸原位。

2006年，蔡延治老師將玩具圖書館的理念帶到桃園，在現任葉國芳理事長及余良玲秘書長的大力推

展下，結合二手玩具及閒置空間，先是於桃園縣婦女館建立了玩具圖書館，又於平鎮區復旦國小內建置

了全國資源中心，紮下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的根基。又為了讓各地的孩子都有玩具可以玩，持續偕同各

教育、社會福利、企業、志工夥伴們，於社區、學校等地推廣宣傳，在各方努力不懈下，各地玩具圖書館陸

續開張，也衍出「移動城堡」服務，以行動玩具車將教玩具、老師及專業課程，巡迴服務於偏遠和資源匱乏

的區域。協會也藉此不斷地倡議，推動各縣市政府正視公共育兒資源，催化各縣市玩具圖書館、托育資源

中心、親子館及行動式服務應運而生，期許營造台灣為友善育兒環境，推廣共玩共享的理念。

而二手玩具的整理工作，也從早期向週邊親友募集，至今已回收再生超過400公噸！從全民及企業響

應玩具捐贈，進入各地玩具物流中心，經過分類、清潔、修復後，玩具就會送到各二手玩具圖書館供親子

們遊玩，甚至可供各學校、社福機構及非營利組織免費申請。回收玩具不僅僅實現讓每一個孩子都有玩

具玩的願望！更讓堪用的玩具能繼續陪伴新主人，延長使用壽命，達到環保減塑。我們也將共享玩具的藍

圖擴展到長輩、身障及其他弱勢群體及東南亞和非洲，更期許玩具不分年齡0-100歲，都能玩！讓玩具持

續開啓新生命！

「長大後我要買一棟大房子，裏面全放滿玩具。」

關於我們 共
享

回
收

每

一份愛、繽紛另一個童年

同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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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歷程

夢想萌芽 資源分享 立案登記 拓展桃園
親子服務

拓展新北玩具物流
及社區服務

接軌國際

台北 福安兒童福利中心
桃園 桃園縣婦女館

「偏郷行動式服務」啓動
「全民募集二手玩具」啓動

命名為「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台內社字第0990235058號

桃園 桃園行動親子車
桃園 復興行動親子車
桃園 中壢親子館
桃園 平鎮親子館

新北 玩具銀行物流中心
新北 玩具銀行玩聚窩

赴南非參與ITLC國際玩具圖書館年會
成為ITLA國際玩具圖書館國家級會員
與日本愛知縣玩具圖書館連絡會
簽訂姐妹會合作協議

2012年-與高通公司合作偏郷建館
2016年-與TOYOTA長期合作「玩具愛分享」專案
2019年-與台塑生醫合作物流循環

2005
-2006 2007 2010 2014 2016 2019

｜創立玩具圖書館舍

｜發展循環系統

桃園 平鎮復旦國小二手玩具
　　 圖書館暨全國資源中心

｜正式成立人民團體 ｜設立新北市玩具銀行
▶與新北市社會局合作

｜深度服務在地親子
▶與桃園市社會局合作

榮獲桃園市環境教育獎團體組【特優】
榮獲新北市人民團體【領航金獎】

｜國際交流

｜獲獎肯定

｜異業合作好夥伴



築夢玩具共享園區

Chapter 01. 玩具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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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2. 玩具好夥伴

11　組織網絡
14　志工伙伴
15　玩具醫生

Chapter 03. 玩具找新家

17　資源分享
19　據點經營
22　行動式服務

目錄

2020 2021

拓展彰化玩具物流
及社區服務

｜設立 Formosa 玩具基地
▶與王長庚公益信託、
　Formosa樂活圈合作

｜獲獎肯定

彰化 玩具基地物流中心

榮獲陳永泰公益信託【傳善獎】

｜成為募款新手
為讓組織邁向永續經營
將玩具循環專業延續下去
決定落腳楊梅 發起募資蓋屋

大事紀完整版
本報告書資料採計範圍為2019－2021年
感謝樹冠影響力投資 楊家彥執行長指導

Chapter 04. 友善職場

27　現況總覽
28　特色職場
29　人物特寫

Chapter 05. 未來展望

31　邁向永續經營

32　附錄－SDGs 索引
32　附錄－和我們一起行動



Chapter 01.

玩具愛地球
玩具圖書館遍佈全球50餘國，但2019年至南非參加世界年會
時，才意外發現，我們是全球唯一的大規模玩具再生系統！



玩具與兒童天生一對！然而因幼兒成長快速、各發展階段適合的玩具不同，因此玩具
在一般家庭中的平均壽命只有6個月，超過9成為塑膠玩具，又因多為複合式材質無法進
入一般資源回收，故多數玩具在短暫陪伴孩童後即轉為廢棄物、成為環境汙染的一環。

從小小的二手玩具圖書館萌芽，逐漸地我們發現各個地區、各種群族皆有玩具的需
求，因此逐年發展出二手玩具再生網絡，讓一般家庭中廢棄的玩具成為循環資源，以共
享共玩的概念將玩具的美好傳遞到各個角落、點亮更多笑容！

隨著環保及社會公益意識抬頭，也透過各企業及非營利夥伴的支持，玩具回收量逐
年遞增，至今已累積超過400公噸！其中在2019至2021年這三年間的玩具回收量即高達
177公噸，經換算共減少了366公噸的碳排放量，相當於3萬棵樹木一年份的碳吸附量，讓
環境保護與社會關懷同步前行！

註1：碳排放計算：以行政院環保署推估每減少1公斤垃圾產出量，約減少產生2.06公斤二氧化碳。
註2：樹木吸碳量：依行政院農委會推估每年種植1棵樹可減少12公斤二氧化碳。

回收玩具．讓愛延續 Chapter 01. 環境保護－減碳成果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30,541
棵樹一年的吸碳量

366,489
減少之碳排放量(公斤、kg)

177,907
回收量（公斤、kg）

44,653

2019

59,612

2020

73,64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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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般依材質分類的資源回收不同，玩具的再生系統除了需要熟知各種玩具的玩法、也
需要瞭解各類型組織的需求，將二手玩具與社會服務做最佳的配對。在長年的累積之下，我
們不但成為民眾捐贈二手玩具的第一選擇，也與汽車服務廠、加油站、百貨購物中心等各類
型民生據點合作設置玩具回收箱，方便民眾就近捐贈。在這些地方，常常可見爸媽與孩子帶
著整理打包好的玩具前來，親手放入玩具回收箱，祝福這些兒時玩伴展開下一段精采旅程。

我們也於2021年透過問卷調査了解160位民眾捐贈玩具時的動機，其中以感性情懷為
主要因素，包含分享延續玩具價値、認同協會服務理念、響應環保及貢獻社會。其中更有79%
的民眾認為相較其他單位，將玩具捐給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更能將玩具分享給有需要的人
；另有69%的民眾認為捐贈玩具予協會更能實踐對子女的家庭教育。

生活化的玩具箱 Chapter 01. 環境保護－公眾推廣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99,496 組家庭

響應玩具回收

163,061 公斤

回收總量

150 個

設立玩具回收箱

延續玩具價値

認同協會理念

響應環保減廢

捐贈貢獻社會

減少家中囤積

子女家庭教育

民眾捐贈玩具的主要動機在於？

1 2 3
些微 顯著 非常顯著

68.05%

16.52%

14.4%

北部
50,665 KG

中部
12,298 KG

南部
10,721 KG

東部
760 KG

1.02%

2021年全台各區回收比例

長期回收夥伴 TOYOTA和泰汽車 130間服務廠玩具回收據點

長期回收夥伴 台塑台亞加油站
9間台亞加油站玩具回收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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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玩具從投入回收箱開始，進入一系列的篩檢、分類、清
潔、測試、維修、組合、包裝、上架等作業流程，最後審核各方申請
、分配輸出玩具資源，經驗累積而成的專業流程，讓我們成為值
得民眾信任、託付愛心玩具的對象。

系統化安全管理 Chapter 01. 環境保護－內部管理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玩得開心也玩得安心

功能性分類及資訊化管理 即時管理玩具供需

分類管理是二手玩具物流中心的首要課題，因此我們參照兒
童發展項目將玩具分成10類，讓工作人員及申請單位能清楚地
辨別玩具類別及使用方法，如同圖書館的管理模式。

而隨著玩具回收量及申請量連年增加，傳統的手動造冊已不
敷使用，在新建置的玩具物流資訊系統中，使工作人員更清楚掌
握各物流中心各類型玩具的庫存和流向，加速供需的媒合。

安全篩檢 為大家的健康把關！

挑選具有玩具安全標章的玩具是做父母、老師、專業助人者
在使用玩具服務過程中最為在意的議題，但二手玩具因無外包
裝，難以辨識其安全性。為此工研院量測中心公益方案計畫，協
助檢測近千件不同材質玩具之重金屬及塑化劑含量，並建置回
收玩具資料庫「危害物警告標籤」，供玩具物流中心設立「二手玩
具淘汰準則」，讓我們在做公益之餘，也同時為大家的安全把關！

木頭類
如木製積木、木球

社會文化類
如交通工具、角色扮演、公仔

美感類
如畫板、樂器、萬花筒、玩沙工具

粗動作類
如幼兒體能、溜溜球、體育用品

細動作類
如手眼協調、穿線板、惡犬玩具

認知類
如積木、雪花片、益智桌遊、鑲嵌拼圖

語言類
如布書、字卡、學習卡

嬰幼兒類
如聲光玩具、感官玩具、手偶

懷舊類
如木陀螺、劍玉、波浪鼓、布袋戲

回 收

篩 檢

分 類

清 潔

包 裝

各據點

軟質材質玩具：易滋生細菌

螢光高鮮豔玩具：易重金屬超標

薄殼塑膠玩具：滲出塑化劑機率高

九大類
玩具

玩具再生循環

二手玩具淘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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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2.

玩具好夥伴
光靠我們的工作團隊，絕對不足以成就這樣龐大的再生量！
還好，我們在全台各地遇見許多志同道合的可愛夥伴，共同為
二手玩具施展轉生魔法！



二手玩具物流中心 Chapter 02. 玩具好夥伴－組織網絡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如同人體循環系統中的心臟，玩具物流中心是玩具再生網絡中的核心，目前全國共有10座玩具物流
中心，其中3座由本會管理營運，包含新北市玩具銀行、桃園平鎮復旦國小玩具物流中心、Formosa彰化
玩具基地，除了將整理後的二手玩具對外分享給各非營利組織、也提供行動式社區服務深入偏區，以落實
資源重分配及社會關懷。另外7座玩具物流中心則集結了志同道合夥伴，共同編織玩具物流及經驗交流的
合作網絡，除了將玩具提供在地循環使用，更透過玩具讓原有的教育、老人、及身障者服務更增添色彩。

結合教育與環保  全台第一間玩具物流中心 

以玩具串連新北福利

塑膠再生結合弱勢關懷

位於復旦國小內的玩具物流中心，是全台唯一圖書館、玩具圖書館及玩具

物流中心三館合一環境教育場域。下課時學生可來到這裡看書、玩玩具，下課後

還可以參加「小傳愛」服務性社團，學習整理玩具、製作玩具、陪伴幼兒遊玩等，

用二手玩具豐富學童的校園生活。

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補助辦理「新北市玩具銀行」，除了與各公共托育服

務中心聯合進行玩具的回收與再利用，在偏區有「行動玩具車」活絡各社區據

點，在市區則設置「玩聚窩」全齡共玩旗艦店，無論在新北任一區域都能見到玩

具銀行服務的身影。

由台塑企業暨王長庚公益信託輔導及補助，成立彰化二手玩具物流中心、

童趣基地、二手玩具巡迴課程等，除了落實社會關懷，更積極投入再生廢棄塑膠

玩具，包含藝術創作、分解再製等，讓廢棄的玩具展現出綠色經濟價値。

新北市
玩具銀行

宜蘭縣
蘭馨婦幼中心

南投縣康復之友協會
迦南玩具森林

台東親子館屏東臻愛
關懷協會

高雄玩具碼頭
(鹽埕區忠孝國小)

Formosa
彰化玩具基地

大雅國小

桃園總部
(復旦國小)

圳頭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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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合作玩具物流中心 Chapter 02. 玩具好夥伴－組織網絡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夥伴們常感嘆：「二手玩具雖然不用錢，但是整理的工作費時耗力，完全不比買新玩具容易！」
但是在玩具重生的過程中，有學生、有身障朋友、有爺奶的加入，比起工廠，這裡更像一個家庭，讓二手玩具的新生充滿了祝福與驚喜。

充滿溫度的重生

桃園圳頭國小

台中大雅國小

屏東臻愛關懷協會

宜蘭蘭馨婦幼中心

學生身體力行 玩樂中珍惜環境
透過整理及分享回收玩具，讓學生落

實環保及社會關懷。老師也將玩具融入課
堂，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引導學生利用廢
棄玩具進行創作。

特色教學 激發學習動機

以二手玩具打造出自主學習場域，讓
學生主動探索結合課堂學習的教玩具，尤
其多運用樂高、桌遊等玩具，實現各學科
融合、玩中學、做中學的趣味學習。

爺奶復健遊戲趣
玩具作為長輩認知訓練、手指精細動

作輔具、一起互動遊戲。長輩和孫子女及
社區孩童也可在遊戲區共玩，有了玩具，
孩子更願意探視長輩，與長輩互動，使機
構充滿歡笑與活力。

玩具物資及教材 服務特殊家庭
提供玩具搭配育兒指導，陪伴特殊家

庭家長面對育兒的艱辛、減輕經濟壓力。
媒合數家單位發送適齡適性玩具包及
Covid-19居家隔離玩具防疫包。

12



結盟合作玩具物流中心 Chapter 02. 玩具好夥伴－組織網絡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2,875 位學生

受惠學生人次

338 次

使用玩具授課次數

40 位

使用玩具授課老師數

2,841 個家庭

受惠案家數

南投康復之友協會（迦南玩具森林）

高雄玩具碼頭

台東親子館

精障住民化身玩具志工，回饋社區

整理玩具原為職前訓練方法之一，後期則自發性整理玩具，主動媒合
有玩具需求的部落、教會及貧困家庭，並請家人協助運送玩具及其他物資
。藉此回饋社會，修復鄰里關係，也努力消彌社會大眾對精障的汙名。

學生擔任玩具志工，實現永續校園
學校SDGs社區夥伴，學生利用課餘時間擔任玩具整理志工，讓玩具

可在資源班、藝術創作課程及學校獎勵制度運用。讓二手玩具融入教育，
使學生自然而然學習環保及分享的精神。

親子共玩，提供偏郷傳愛服務
玩具除了提供給親子遊玩、交換、借還之外，更透過二手玩具主題課

程，帶領親子創作、學習愛惜玩具、環保減塑。另結合大專生寒暑假偏郷服
務，將玩具深入花東部落，豐富在地資源。

13



▲ Q：為什麼會想特別在台灣玩具圖書館擔任志工？

提升自信心及成就感服務內容與興趣結合

貢獻社會自我實現獲得友誼情感支持 從玩具得到休憩滿足

志工好夥伴 Chapter 02. 玩具好夥伴－志工伙伴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面對大家來自全台各地的二手玩具，在送到下一位有需要的人手中以
前，需投入大量人力來消化逐年增加的二手玩具回收量，這時就仰賴志工
夥伴的協助，讓愛得以延續到每一個角落。

我們的志工服務內容多元，除了玩具清潔整理外，還有活動協助、用玩
具創作裝置藝術等等。當服務與興趣結合時，沉浸在玩具堆中，就連服務學
習也能充滿樂趣。

透過問卷調査，我們了解到志工夥伴在服務的過程中不僅透過玩具療
癒身心，也藉此更加認識環保議題，為社會貢獻己力以達自我實現。

不論是親子、學生、社會人士到銀髮族，只要是喜愛玩具，都歡迎成為
協會志工大家庭的一份子！

此外，也時常有企業團體志工來到我們的玩具物流中心進行服務。往
往能在服務後收到企業夥伴回饋，有別於在其他單位的志工體驗，在玩具
圖書館一邊服務一邊玩玩具，可以找回童心、釋放日常工作壓力，也能對社
會有所貢獻，將惜福愛物的精神藉由每一位志工的影響力擴散到生活中。

163 場次

團體志工

10,560 人次

志工夥伴

32,291 小時

志工服務時數

76%61%

62%6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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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醫學院
線上YT課程

在整理玩具的過程中，不時會發現損壞或缺件的玩具，留著不能用、丟掉
了又好可惜，這時，老師們就會帶著玩具病患到玩具醫院掛號！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目前共有15名玩具醫生，時常可以在玩具物流中心
裡見到他們的身影。其中有九成為志工，帶著不同的背景與專長、發揮巧手，讓
玩具病患起死回生，繼續傳遞歡笑。

玩具醫生除了發揮所長，也在每一次的拆解、修復中累積經驗與成就感，
更和我們一起開創出「玩具醫學院」系列課程，培養更多喜好動手的小小醫生。

玩具醫生 Chapter 02. 玩具好夥伴－玩具醫生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1,037 小時

服務時數

15 位

玩具醫生

▲ Q：為什麼會想持續擔任玩具醫生？

發揮自我專長與潛能結識志同道合者

符合個人興趣作為玩具醫生榮譽感 從玩具得到休憩滿足

70%70%

80%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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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能修、修玩具的時候好像
進入黑洞、時間一下子就過了！

從參加活動到變成講師，帶著
孩子一起學修玩具。

讓壞掉的玩具在孩子的學習過
程中再活一次，發掘生命意義。

#退休工程師#四個孩子的媽 #永續實踐者



Chapter 03.

玩具找新家
我們終究會長大，但玩具的美好從不會消失，
隨著玩具再分享，讓玩具開啓下一個嶄新的旅程！



• 社區：托育資源中心(托嬰中心、親子館)、圖書館、鄉公所、社區關懷據點(日照中心、安養中心等)、社區課輔班等
• 學校：幼兒園、國中小、高中職及大專院校等及資源特教班、研究中心等
• 社會福利：服務兒童、家庭、長輩等非營利機構以及縣市政府社會局業務(家暴防治中心、家庭服務中心等)

增加教玩具資源

促進服務對象互動

提高服務對象參與意願

提高服務成效

作為特色服務

促進服務對象與社區關係

開發新方案

▲ 二手玩具的新家 ▲ 玩具新夥伴

非營利組織申請玩具的主要因素

1 2 3
些微 顯著 非常顯著

232,163件玩具 到新家繼續帶來歡笑！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資源分享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2019-2021年間，共有23萬多件玩具經過1,085次的申請後，到848間新家繼續生活，讓各地社區、學校、社會福利機構、醫院等單位所服務的0-12歲兒童、有
諮商、社會福利需求服務的特殊兒少、12-18歲的青少年、長輩、身心障礙者等人都能獲得歡笑。而我們將自己視為各非營利組織的強力後盾，無償提供玩具資源
，有許多申請玩具的老師、專業助人者回饋，由於經費受限，無法採購教玩具供服務對象遊玩、也沒有相關媒材可以提供一對一教學、復健等，但有了二手玩具資
源，便不用再煩惱經費問題，更能為服務對象申請玩具，讓其返家後也能繼續學習，加快進度步伐，也能減輕家庭開支，使其獲得更好的服務。

我們也從問卷調査了解各非營利組織及學校申請玩具的意義，其中以可免費獲得教玩具資源的經濟考量為主，其次則是能促進服務對象及學生之間的互動
，再者則是提升各項專業服務及課堂學習效益，包含：提高服務對象/學生之間的互動、參與意願、課堂教學互動、服務/學習成效、特色服務、開發創新方案/教案
等，顯示玩具確實能發揮其影響力，為服務成效加分。透過了解玩具申請動機及使用方式，也讓我們在推廣二手玩具申請時，更能精準地符合單位需求，為玩具找
到適合的新家。

其他
1.6%

社會福利
14.4%

學校
31.8%

社區
51.9%

醫院
0.4%

青少年
0.7%

長輩
3.3%身心障礙

4.4%
特殊兒少

5%

混齡
26.9%

兒童
59.8%

0-99
歲

848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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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玩具創作▲ 防疫玩具包▲ 輔導復健

▲ 教學教具▲ 玩具交換▲ 獎勵品

▲ 玩具使用用途

其他
1.9%

義賣
2.4%

輔導復健
4.6%

廢棄玩具創作
5.8%

弱勢家庭服務
8.6%

教學教具
15.6%

玩具交換借還
17.7%

獎勵品
18.9%

據點遊玩
24.5%

不只好玩，玩具可以做得更多！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資源分享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根據歷年的二手玩具輸出及運用經驗，我們將申請單位的玩具使用用途分為8大類，包含在教室、社區活動中心據點內自由遊玩、鼓勵參與的獎勵禮品、做為
上課的教學教具、一對一的輔導復健媒材、專業助人者應用於弱勢家庭服務、省錢又具環保循環理念的玩具借還/交換、配合學生的公益義賣以及壞掉玩具的拆
解創作等。在各使用用途中，「遊玩」玩具的比例最高，應用方式包含在玩具圖書館內自由體驗玩具、長輩在社區據點一起遊戲增進感情等。而近期因應Covid-19
隔離政策，新北市玩具銀行率先推出防疫玩具包，供在防疫旅館及醫院隔離的孩子使用，也提供因疫情中斷服務的社會福利機構申請，讓其服務對象在家也能透
過玩玩具抒發身心。

除此之外，追蹤玩具使用狀況及服務經驗中我們發現，二手玩具在新夥伴手上，可再延長平均6個月的壽命，若是品質較好塑膠玩具或是天然的木頭玩具，壽
命更是可以達到2-3年之久。

8+
玩具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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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中的玩具圖書館

北部
84間

離島
17間

東部
8間

南部
13間

中部
11間

新北市
玩具銀行

玩聚窩

Formosa
彰化玩具基地

平鎮親子館
中壢親子館

學校、社區內的玩具圖書館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據點經營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為了讓各地的孩子都有玩具可以玩，有玩具圖書館可以去，從2006年至今已於
台灣建設261間玩具圖書館；截至2021年，全台共有133間玩具圖書館持續營運中。

各地的玩具圖書館依照當地文化及年齡層提供適齡適性的玩具，彩繪出具備當
地文化風格的玩具圖書館。讓二手玩具能深入學校、社區，讓學生、社區居民能在此自
由探索，享受玩具帶來的樂趣，並在自由遊戲過程中增加互動，促進親子、同儕情誼；
同時也有了能分享生活及育兒空間的好所在。

• 註：依照各地習慣稱呼不一，玩具圖書館、玩具角、玩具關懷據點皆可歸類為玩具圖書館。
19



提供孩子多元休閒活動

認同協會服務理念

免費入館

增進孩子肢體心智發展

增進親子關係

民眾選擇至玩聚窩遊玩的主要因素

1 2 3
些微 顯著 非常顯著

入館遊玩團體

110 個

館舍其他服務

7,081 人次

專業課程

1,254 堂

專業課程參與

22,871 人次

9,022 人次

社區共融活動

12 場

因應COVID-19線上課程

143 場 23,831 人次

入館遊玩

254,323 人次

遊玩館舍

4 間

玩具圖書館 示範館場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據點經營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除了與學校、社區聯手廣設玩具圖書館外，我們也與公部門及企業合作建置較為大型
之特色場域，包含新北市社會局合作成立玩具銀行旗艦店「玩聚窩」，與台塑生醫暨王長庚
公益信託合作設置的彰化玩具基地，以及承辦桃園市社會局平鎮親子館、中壢親子館，打造
0-6歲友善育兒據點，除了有著跟二手玩具圖書館一樣的玩具資源外，更強調專業老師進駐
，舉辦親子活動、親職講座、家長支持團體等課程，落實本會環保與教育的宗旨。

以2019-2021年為例，4間館舍已經累積服務超過317萬人次，在COVID-19肆虐的期間
，我們也趕緊調整腳步，辦理線上課程，讓民眾在家也能透過視訊與老師們互動。除了多樣
化的服務內容外，我們也努力經營共融環境，除了可自由入場遊玩外，更與學校、特教班、社
福機構合作，開放團體入場，希望將玩具與歡笑，帶給每一個人！

我們也透過問卷調査71位民眾選擇至玩聚窩遊玩的意義，最具價値前五項中便有4項
與養育子女有關，與玩聚窩打造友善育兒據點宗旨相呼應，也讓我們掌握精進服務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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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圖書館裡的魔法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據點經營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 陪伴家長育兒，舉辦親子共讀工作坊。▲ 一起分享玩具、輪流玩，學習與他人互動。▲ 運用玩具零件，製作出獨一無二的相框。

▲ 與孩童在遊戲中一起認識世界。▲ 繽紛球化身聖誕花圈材料，帶孩子愛物惜物。▲ 玩具拆解體驗課程，訓練孩童觀察力、專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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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偏郷、陪伴弱勢 - 行動式服務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行動式服務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無法設立玩具圖書館的地方，就用行動式社區服務代替吧！

除了由玩具物流中心提供玩具資源、輔導成立社區玩具角以外，為了加強陪伴偏區弱勢，我們也以「行動式
服務」巡迴社區服務據點，將二手玩具及專業老師透過行動玩具車帶入社區角落，在2019-2021年間，行動玩具
車走遍全國358個社區據點、服務達4.9萬人次。

玩具車帶著帳篷、地墊以及豐富的教玩具及專業幼教老師所帶領的親子課程，陪伴孩子在社區中成長茁壯
。而隨著長輩的社區關懷據點蓬勃發展，協會也看見了據點內資源及師資的不足，故延伸至長輩領域服務，讓長
輩在據點內透過玩玩具及參與團體遊戲，刺激大腦，延緩老化。

2,548
場

358
個

49,599
人次

企業
0.8%

學校
5.9%社福機構

10.3%

社區
83.0%

身心障礙
4.0%

長輩
17.2%

兒童
78.8%

身心障礙
1.8%

長輩
14.7%

兒童
83.4%

▲ 服務場次 ▲ 服務據點▲ 服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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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性

共
通
性

專業能力 合作資源 獲得認同

體驗多樣化教具

增加課程活動資源

增進服務對象互動

獲得家長&服務對象認同

基於健康促進－長輩

促進肢體心智能力－兒童

促進肢體心智能力－特殊對象

基於環境教育－學生

▲ 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對服務據點產生之影響力

1 2 3
些微 顯著 非常顯著

與社區共好 為據點加溫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行動式服務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截至2021年，本會已有7台玩具車加入行動式社區服務中。我們也透過問卷調査，了解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能為據點帶來哪些影響。我們將影響力分為「共
通性」以及依照各服務對象性質不同，所產生的「個別」影響力。整體而言，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對增進據點專業能力最具影響力，其次為增加合作資源及讓服務
據點可獲得家長及服務對象的認同。在專業能力中，以能體驗多樣化教玩具影響程度最大，其次是長輩健康促進、學生學習環境議題、增進服務對象互動、促進
特殊對象肢體與心智能力以及促進兒童肢體與心智發展。透過問卷調査，我們更可核實服務成效，也更加了解需精進之處，讓服務更上層樓。

我們也在2020年辦理「為愛走天涯」行動式服務研討會與各界分享行動式服務的成果，與其他行動式服務交流，持續激勵自己提昇服務品質。

23



玩具復活節 帶著玩具、全台走透透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行動式服務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桃園總部新竹新豐國小

桃園圳頭國小 板橋大遠百

宜蘭成功國小
宜蘭內城國中小

苗栗南庄國小
苗栗南庄遊客中心

台中大雅國小

台中旭光國小

雲林鎮南國小

嘉義僑平國小
嘉義世賢國小

台南鹽水國小

台南港東國小

高雄昭明國小

台東豐源國小

花蓮明義國小
彰化泰和國小

南投中峰國小
南投埔里綜合球場

屏東琉球國小

高雄鹽埕區
忠孝國小

從2013年的兒童節開始發起「玩具復活節」、自2016年起由TOYOTA和泰汽車冠名贊助，每一
年，我們開著載滿二手玩具的玩具行動車巡迴全台15個縣市與在地民眾同樂、也在玩樂的過程中
向傳遞環保與分享精神，2019年至2021年間的巡迴里程數就高達9843.24公里，相當於環台8圈！

玩具復活節以增進親子互動關係、環境教育議題為主軸， 運用回收到的二手玩具設計許多有
趣的闖關遊戲，以及由專業講師帶領親子運用生活中常見的素材（如：保特瓶空罐/廢棄光碟片等）
製作環保玩具DIY，將廢棄物搖身一變成為創意好玩的新玩具，讓每一位來參與的大小朋友都能
在玩樂中學習環保創意，體驗環保帶來的樂趣。

Hey ! Hey !Let’s Go !

Hey ! Hey !Let’s Go !

Hey ! Hey !Let’s Go !

Hey ! Hey !Let’s Go !

Hey ! Hey !Let’s Go !

Hey ! Hey !Let’s Go !

Hey ! Hey !Let’s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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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玩人次

19,384  人次

媒體報導數

72 則

玩具復活節  一起玩、最好玩！
Chapter 03. 玩具的第二個家－行動式服務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我們從回饋問卷了解到，親子最喜歡的活動環節是闖關遊戲，不僅好玩刺激，針對各年齡層設計
不同難度的關卡別具挑戰性，讓孩子陶醉其中，也有不少遊戲需要親子共同完成，在過程中增進了不
少親子互動。而家長們皆高度認同玩具復活節的公益環保行動，因為活動現場皆使用二手玩具，卻能
够將其創造出另一種價値，減少許多資源浪費，也教導孩子惜物愛物、環保的概念，給予高度肯定，並
表示未來仍會再次帶孩子來參與玩具復活節。更有民眾回饋，原本家中的孩子對於活動興致缺缺，但
在工作人員大哥哥大姐姐用有趣的方式引導之下，孩子們玩的不亦樂乎，甚至玩到捨不得回家呢!

在活動期間，我們也會招募在地民眾、學生團體、企業夥伴一同擔任玩具復活節的志工與親子互
動。曾有志工在活動結束時說道，在玩具復活節擔任志工不只是來付出、服務民眾，也有許多收穫。「
看到有許多爸媽、爺奶願意陪伴小朋友很感動，和小朋友互動，儘管時間不長，看到小朋友開心，自己
心情也連帶很喜悅。」、「不僅更加了解其實二手玩具也可以帶來莫大的快樂與滿足，也從小朋友們身
上學到不少。」、「原來簡單的東西也可以做成玩具，不一定要買新的也能玩得很開心。」收到來自各方
的回饋，讓我們看見協會的影響力正在一點一滴的萌芽。

活動場次

35 場

巡迴里程數

9843.2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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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04.

友善職場
豐富玩具資源與多元的服務對象，促使團隊具有不同專業與
背景的人才；肩負使命的同時，更要取得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友善職場  從內而外的 全齡共融、跨域共創
Chapter 04. 友善職場－現況總覽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截至2021年底，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共有6個服務據點，包含桃園總部、中壢親子館、平鎮親子館、復興行動親子車、新北市玩具銀行及彰化Formosa玩具
基地。共計50名員工，以女性、年資3年以上、20-30歲、全職者佔多數。團隊中除了需要充滿創意的青年人才，也需要具有豐富生活經驗、擅長與人互動的輕熟人
才，為此協會不斷精進「友善家庭」及「多樣化」的工作型態，除了支持員工長期深耕、也廣納各式人才在此激盪出美好火花！

根據內政部2021年公布台灣首次生產婦女之平均年齡為31.23歲，
而協會有4名員工於任職期間產下第一胎的平均年齡為28.25歲。

本會目前有15名員工育有子女，其中有14位子女年齡不不到12歲，
因此家庭照顧的議題在工作中經常上演，員工們相當擅長互相協調
補位，以因應臨時請假或帶著小孩上班的需求。

友善孕產

因家庭因素重返職場、或是中高齡就業者，這些生活智慧王在我們眼
裡是最棒的玩具魔法師！此外，我們也透過培訓講師的方式，鼓勵更
多人才展現自身活潑貼心的特質，為自己也為他人的生活增添色彩。

協會目前共提供3種兼職模式，讓員工可以兼顧生活及工作：
(1)配合孩子上下課時間兼職
(2)退休後兼職
(3)在家工作兼職
迄今已有3名員工在減輕家庭照顧責任後，從兼職身份重回職場、再
轉為正職，持續在協會中發揮長才。

友善托育

友善二度及
中高齡就業

職務再設計

男
13.6%

女
86.4%

1年以下
20.5%

1-3年
38.6%

3年以上
40.9%

至少1名
子女未滿12歲

13.6%

子女皆滿12歲
20.5% 無

65.9%兼職
20%

全職
80%

51歲↑
11.4%

41-50歲
13.6%

31-40歲
27.3%

21-30歲
47.7%

▲ 職別

▲ 年齡

▲ 生理性別

▲ 年資

▲ 育有子女之員工

1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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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選擇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Chapter 04. 友善職場－特色職場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被玩具和笑容包圍，是我們的日常，面對任務和挑戰當前，也是我們的日常。

可能是自身喜歡玩具、也可能是家中幼兒需要玩具，在44名員工的問卷調査
中，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能為員工創造的顯著價値，其中以「獲得豐富的玩具資源
」為最高。然而在與其他單位工作相較之下， 「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成為員工感
受最強烈的影響力，這也對應到本會廣納各式跨域人才的經營策略，更是團隊不
斷創新的能量來源！

經濟層面 人際層面 能力層面

豐富的玩具資源

同事情誼與友善關係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

貢獻社會的快樂

結識志同道合的夥伴

工作與興趣結合的快樂

專業能力與工作經驗

▲ 員工自評，在台灣玩具圖書館工作的主要收穫

1 1.5 2
些微 顯著

2.5 情感層面

能與親友分享的快樂

身為團隊成員的榮譽感

▲ 比起其他工作，台灣玩具圖書館哪裡更不一樣？

▲ 貢獻社會、實現自我價值 ▲ 能力與經驗提升 ▲ 累積人脈網絡

▲ 工作與興趣結合 ▲ 同事情誼

56.8%59.1%

61.4%65.9%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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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特寫 Chapter 04. 友善職場－人物特寫
2019-2021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影響力報告

29

一邊工作一邊玩樂，當我和玩具在

一起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只有8歲。

從兼職開始回歸職場，和以前在企業做主

管相較，我好喜歡現在這群充滿活力的年輕

人！我除了學習與這些新世代的年輕人共事，

也透過玩玩具的學問，重新理解自己的孩子。

從小就不喜歡浪費東西，在這

裡愈是舊物愈顯價値，又可以點

亮許多笑容，與孩子和長輩相處

是工作中最大的療癒。

看見國外對自然的敬重，我想用自

己的力量，為家郷、也為孩子打造更

好的教育和自然環境。

不老玩童地球暖爸

惜福女青 犀利媽媽

#年資 2 年 #年資 5 年

#年資 6 年 #年資 6 年



Chapter 05.

未來展望



從玩具夢想家出發，與全民樂玩永續

從第一間二手玩具圖書館及玩具物流中心開張至今，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卻沒能擁有一
個屬於自己的地方，然而如同成長中的大樹，每一次的遷移都帶來難以計算的損傷。

終於，我們在2021年決定落腳於楊梅，期望能打造一間跳脫公部門場地限制且自主營運的
起家厝，以回收二手玩具為核心，整合本會各服務，開啓穩定且永續經營之路。未來「玩具共享
園區」每年可再生50公噸的二手玩具、廣納1萬人次的志工參與，讓更多人加入循環共享行列。
此外，園區能服務從0到100歲各式族群，不分年齡、貧富、階級、性別，每個人都可以來享受資
源，青年也可以有服務學習的機會，期望能提供一個兼具永續環保、教育與休閒意義的遊樂園
地，為大小朋友創造多采多姿的回憶。

面對氣候變遷的警訊，未來我們都將改變生活習慣、改變對於社會及環境的認知。我們自
我期許未來不只是二手玩具資源分享的平台，也能成為全民的公益行動夥伴，以自身經驗扶植
更多的在地行動。希望未來我們不再需要那麼多玩具物流中心、不再回收堆積如山的二手玩具
，因為每一個走出玩具共享園區的人都是永續玩樂生活家，散播循環共享的理念於社區中落地
生根。二手玩具只是一個開端，與社區共生、與地球共好的日常才是我們永續快樂的泉源。

玩具夢想家 – 玩具共享園區

全民共享、永續玩樂的行動夥伴

了解共享園區追蹤最新動態 立即樂捐響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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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s 索引 和我們一起行動
優質教育

永續城鎮
與社區

永續的消費與
生產模式

促進目標實現
之全球夥伴關係

減少國內及
國家間不平等

4.2 免費學前教育及托育資源-第17-21頁
4.7 學習環保減廢促進永續發展-第20、21頁
4.a 提供兒童、長輩、學生、特殊對象服務-第19頁

10.2 無論年齡、性別的社區共融活動-第17頁
10.3 弱勢偏郷行動式服務，減少資源落差-第18頁
10.3 玩具資源再分配-第14頁

11.7 提供安全及包容性的遊戲空間-第17-20頁

12.5 回收二手玩具，減少廢棄物減碳-第6頁
12.5 玩具創作，讓廢棄玩具再生-第15頁

17.7 促進非營利組織、企業及社會大眾合作，
         共同打造玩具回收系統-第7、10-11頁
17.7 透過玩具回收及服務，促進社會大眾參與志願服務-第12-13頁

我是小孩
捐出用不到的玩具，環保又可以做社會公益-第6頁
來館舍、社區據點上課遊玩-第18-22頁

我是大人
捐出用不到的玩具，環保又可以做社會公益-第6頁
擔任志工-第12-13頁
長輩至社區據點上課遊玩-第19-20頁

我是企業
加入捐贈玩具行動-第6頁
一起回收玩具-第7頁
擔任志工-第12頁
贊助我們到更多非營利組織辦活動-第19-22頁

我是學校
我們需要玩具-第15-16頁
建置玩具圖書館-第17頁
我們想辦理玩具相關活動-第19-22頁

我是非營利組織(社福團體、社區據點）
我需要玩具-第15-16頁
建置玩具圖書館-第17頁
我們想辦理玩具相關活動-第19-22頁



社團法人台灣玩具圖書館協會
地址｜324 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186巷23弄2號
電話｜03-4934603
信箱｜info@tw-toylibrary.org

回收玩具．讓愛延續
Recycle Toys. Spread Lo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