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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我们的育智玩具
Tinkerer是香港育智玩具品牌。
通过自主研发新式的STEAM主题项目玩具鼓励3-12岁孩子的天然好奇心，
培养创造自信心。不同于市面上的益智玩具，Tinkerer以主题探索为主，为
孩子设计全新的与主题相关的动手拼装，科学实验，工艺美术等项目，并富
含科学杂志为为孩子深入浅出的讲解主题科学。

Seal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

地址： 香港沙田大围成运路 17 - 19 号安豪工业大厦 7 楼 F 室

电话： (852) 6011 9549

电邮： info@tinkererbox.com

网址： https://www.tinkererbox.com
1



多种全新材料，
丰富孩子创作的世界

多感体验，
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每盒富含科学杂志内容，
鼓励孩子进一步探索

符合孩子年龄的独立制作项目，
让每个孩子相信「我可以」

每个项目浸入科学原理，
让孩子通过做和玩体验科学

我们如何启发孩子的创造力和创作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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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乐系列
Wonder box

3-5岁儿童的多感早教游戏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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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鳄鱼响板
制作一个鳄鱼外形的响板

刺猬手铃
音乐创作

小鸟木琴
制作并为木琴上色

在这个盒子里，小孩将会制作三种乐器：一个小鸟木琴、鳄鱼响板和刺猬手铃。
他们可以用自己制作并装饰的乐器，跟着自然喜欢的音乐跳舞及弹奏。
小孩更可以在歌曲表中写上他们的自创歌曲。

�. 图案配对
�. 大小动作机能训练
�. 聆听并跟随节奏或拍子

STEAM知识
�. 海绵填色套件
�. 木制乐器配件
�. 英语拼音故事书

�. 幼儿学习活动书
�. 图文说明

包括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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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乐
系
列海底世界

釣魚竿
造出一根钓鱼竿

收纳鱼袋
建造一个收纳鱼袋

毛毡海洋生物
用毛绒布制造海洋生物

在此盒子中，小孩将会探索海洋的深处。他们将为钓鱼游戏制作
一根钓鱼竿，并可制作毛绒布海洋生物。他们更可以发挥创造力，
装饰一个小鱼背包，将玩具都放在背包里。

�. 了解海洋世界
�. 训练大动作协调能力
�. 图案识别

STEAM知识
�. 制作钓鱼竿的木组片
�. 制海洋生物的毛绒布及填充物
�. 棉质束口袋

�. 幼儿学习活动书
�. 图文说明

包括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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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盗

大砲
建造纸筒大炮

海盗人偶
用毛线造出两个海盗木偶

藏宝图
装饰可瞄准并射击的宝藏地图标靶

海盗的帽子
设计并制作海盗帽

小朋友会设计并制作海盗帽，建造大炮并在盒内提供的宝藏地图上射击海绵炮弹。
他们还会用毛线为两个海盗木偶制作服装练习小动作机能。

�. 了解有关海盗的故事
�. 阅读杂志学习英语
�. 了解有关海洋的知识

STEAM知识
�. 毛绒帽子和眼罩
�. 制作大炮的木组件及纸筒
�. Tinkerer藏宝图

�. 幼儿学习活动书
�. 图文说明

包括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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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

印第安头饰
用不织布创作传统印第安头饰

箭袋
了解印第安人的手工艺品、图腾符号等

木弓箭和安全纸箭
制造一个木弓箭和安全纸箭

在这个盒子里，小孩子们会学习到关于印第安人的知识。
盒子里包含了制造弓箭、弓箭包及头饰所需的材料。
他们亦可以在杂志上了解到美丽的印第安人手工艺品
及他们的图腾符号。

�. 小孩在尝试用箭射击目标时，
可以训练手眼协调和瞄准
�. 制作箭袋和头饰时，小孩可以练习到
系扣、穿线和打结等基本的精密动作

STEAM知识
�. 制作弓箭和箭袋的所有材料
�. 木制钮扣和羽毛装饰的头饰
�. 盾形靶子海报

�. 幼儿学习活动书
�. 图文说明

包括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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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草原探险

农场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在盒子里，孩子们将亲自体验了解非洲
大草原和在那里生活的动物。他们要利
用不同的材料去制造一个望远镜和一
架会摆动的动物手拉车。拿起望远镜，
一起去探险吧！

在这个盒子里，小孩将会去体验农场生活！
他们会建立一个毛绒畜舍，然后再制作出
居住在里面的一些毛绒小动物。
你们可以用农作物玩猜谜游戏，孩子能找
出是谁藏在谷仓内，成为赢家吗？

1. 了解非洲大草原的栖息地
以及动物如何伪装自己
2. 用镜片实验和体验视角
3. 拼装建造一个移动手拉车

1. 通过提示识别面部特征并指出
其正确的位置
2. 通过跷步步行器来培养运动技能
3. 在玩「猜猜我是谁」游戏时，
可显示和提升孩子的逻辑和言语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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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

大自然的荧光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孩子需要制作一个以极地为主题的滚珠
滑梯，帮助企鹅在冰上滑动；缝制两个手
偶来玩雪球捕捉游戏，并用自制有色冰
绘画南极动物来释放孩子的想像力。

小孩在这个盒子内，可以制作出在黑暗中
会发光的毛绒水母，并用黑光笔在水母身
上绘画发光图案和制作一个萤火虫灯笼！

1. 动物与栖息地
2. 观察重力的效果
3. 缝合和绘画

1. 自然中的发光生物
2. 英语读音故事书《跟着荧光回家》
3. 益智题目解答和游戏

幻
乐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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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偶剧场

生命周期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在这个盒子里，小孩子们将成为戏剧家
并前往剧院演出。他们将会建造自己的
旋转舞台，设计自己的舞台布景。
然后，他们可以制作自己的木偶，并用
各种不同类型的木偶给朋友们讲故事。

孩子将会学习到动物的生命周期。
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制作毛绒毛毛虫玩
具，寻找毛毛虫的食物，并学习毛毛虫
如何变成蝴蝶。

1. 学习如何建造一个旋转舞台
2. 了解木偶和剧院中使用的不同词汇
3. 设计及制作独特的木偶

1. 了解毛毛虫和乌龟的生命周期
2. 试验有色镜片和伪装色
3. 设计蝴蝶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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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鸟

城市冒险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这个盒子可以让小孩子们创造自己的小
鸟披肩和面具！他们还将可以学习如何
制作风筝，以增强手眼协调能力。此外，
我们的杂志故事、游戏和活动中提供了
许多有关鸟类的知识。

为孩子们准备一个城市冒险之旅！盒子内包括
一张用可用水绘画、涂鸦的城市地图、公共汽车
和与孩子一起环游城市的可爱动物。透过盒子，
孩子们可以学习关于城市的事物，也可以让他们
用水在地图上画出自己的创意。

1. 了解有关鸟类的知识
2. 做一个鸟状的风筝
3. 学习如何DIY制作一个可以
开合的鸟嘴

1. 了解不同的交通工具
2. 创意美术绘画

幻
乐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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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冰球

影子的秘密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在这个盒子中，我们鼓励孩子的大动作
和精细动作能力。通过制作两只可爱的
毛毡动物，并让它们成为游戏中的守门
员，看看谁先将球击入对方的大门。

孩子将通过这个盒子探索影子的秘密：
影子是如何形成的，它们为什么会变大
变小等，然后通过皮影戏《小红帽》的故
事培养语音能力。最后孩子将三色光混
合探索多个彩色的影子，让孩子们进一
步了解影子与光的科学。

1. 精细动作培养 
2. 瞄准目标，手眼协调能力，
培养孩子大动作 
3. 英文拼读绘本 

1. 影子的形成以及它们的大小 
2. 《小红帽》皮影戏提升孩子创意
和语音能力
3. 彩色的光影，让孩子探索不同
颜色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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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乐
系
列

多彩珊瑚礁

恐龙世界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孩子将创建一个美丽的珊瑚礁花园，
使用纸染料染色製作一个彩色珊瑚手
提袋，最后完成一个神奇的隐身贝壳，
然后挥动手中的纸手电筒来揭秘不同
的海洋动物。

这个盒子包含製作一个三角龙服饰，製作恐龙
印章，按你的想法创造一个恐龙棋盘游戏。盒子
中还含有一本恐龙故事书、欢乐好活动绘本，以
及家长指导手册。

1. 珊瑚是一种动物
2. 珊瑚的科学
3. 生活在珊瑚礁中的动物
4. 美术技能：使用染色纸
5. 动物数独游戏

1. 瞭解恐龙的存在
2. 逻辑推理游戏
3. 创建并跟随指令
4. 2D 到 3D图形构建
5. 对应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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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与城堡的故事 STEAM知识
制作一个「火龙」投石机和城堡滚珠机，
当你击中城堡，滚珠会沿着木轨滑落，是
时候惊呼「太棒了」！盒子中含有30张故
事卡，用游戏的方法提升讲故事逻辑和
技巧，最后加入城堡中的人物一起讲一
个想象力十足的故事吧。

1. 体验投石机工程 
2. 观察抛物轨迹并做出发射调整 
3. 观察滚珠重力
4. 逻辑思维力及表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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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才系列
Odyssey box

6-8岁的科学艺术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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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科学 漫游太空

扫地魔鬼鱼 神奇的镜视

在色彩科学项目中，小朋友将学习颜色的混合与分解。利用毛细现象制作12
只水彩笔;利用橡皮筋，棉布和颜料，制作一个扎染布袋。盒子中含有科学实验
项目：用层析法将墨水分离还原颜色。最后跟随奥才杂志一起了解一下神奇
的颜色科学及应用吧！

在项目中，小朋友将制作一个弹力火箭，按动手柄，让火箭一飞冲天。然后为
太阳系中的星球渲染颜色，并将它们粘贴到太阳系海报上。最后加入一个太
阳灯，点亮你的太阳系海报吧！跟随漫游太空杂志一起看看月球上的生活和
太阳系中的星球。

你知道海洋世界中也有吸尘机一样的生物吗？他们依靠过滤吸收掉水中微小
的浮游生物而存活。在这个扫地魔鬼鱼项目盒中，小朋友将制作一个机械魔
鬼鱼，推动手柄让魔鬼鱼在向前走的时候将浮游生物绒球「吸收」，然后一起
看看奥才杂志，了解关于这种生物的奇妙知识。

探索镜子如何用反向图像欺骗你的大脑。绘画并制作你自己的木质拼图，利
用镜面反射成像拼拼图，用逆向思维能力挑战你的大脑。然后利用两片镜片
完成光的二次折射，制作一个可调节高度的潜望镜。最后利用镜面反射原理
制作一个神奇的魔术盒：错觉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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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色龙 鲸鱼钢琴

篮球机 恐龙时代

小朋友们将探索神奇的大自然之变色龙。在制作项目中，小朋友将用8支神奇
的变色笔涂色木片，然后将灯光和彩色贴纸组合起来制作一只可以变色的变
色龙灯。跟随奥才号杂志探索变色龙多彩的世界和惊人的能力，了解这种令
人敬畏的生物如何在自然界中改变颜色！

你知道有的鲸鱼会在海底唱歌吗？在这劳作盒子里，孩子们将制作鲸鱼形状
的水钢琴玩具，在瓶子中装入不同高度的水，听听看能弹奏什么不同的音符。
然后他们将使用染色纸给鲸鱼外壳染色，装饰自己的鲸鱼。但这还不是全部，
通过阅读杂志，一起了解所有关于声音的科学知识吧。

制作篮球发射游戏，好玩到停不下来！制作一个木质篮球弹射器，学习弹道轨
迹的科学知识。然后挑战你的家人和朋友，来一场比赛，看看谁能在篮球场上
获得最好的成绩！

制作一个会上下摆动的恐龙头，拉动手中的线绳，让恐龙头的下颚上下摆动。
盒子中含有一个恐龙游戏棋盘可以让小朋友在游戏的同时了解更多关于恐
龙的知识。最后跟随恐龙绘本一起了解一下恐龙世界中各种神奇的恐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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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发射器 紫外光艺术

人体科学 液压龟

3、2、1！是时候起飞了! 在这个盒子里，小朋友将制作一个飞机弹射器和多架
纸飞机，然后利用Tinkerer盒子和LED灯带制作一个发光的飞机跑道。在这个
盒子里，小朋友将学习飞机的空气动力学以及关于飞机的许多小知识。

在紫外光项目盒中，小朋友将制作紫外光下发光艺术，用紫外光笔画画，以及
制作一条在阳光下变色的手串。这个项目盒将艺术和科学结合，带给孩子惊
喜，让他们主动探索了解紫外线及其特性。

在这个盒里小朋友会收到一件人体围裙、无纺布器官贴、可重贴的骨骼贴纸
及用于模拟X光实验的夜光板。小朋友会体验为器官贴塞棉花和缝合并根据
人体围裙学习器官在人体的具体位置。

你的孩子了解水的力量吗？在这个项目中，孩子们将探索关于水压机液压系统
应用的科学。然后他们会将这些科学应用在制作有趣的步行龟玩具中。通过阅
读我们的科学杂志，孩子们将进一步探索跟液压有关的有趣知识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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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細现象 概率科学

偏光艺术 机械爪

植物利用毛细作用从地裡获取养分和水分。 在这项目中，孩子们将可以看到
神奇的毛细现象在眼前发生！ 製作纸花，看看彩色的水不断攀爬上花茎和花
瓣，然后一起了解下如何改变花朵的颜色。 搭建一个平衡仙人掌，邀请朋友和
家人来一场有趣的游戏吧！

在这项目中，孩子们将製作一台手摇概率机。当他们按下并抬起手柄，概率机
中的转盘开始转动，然后随机地停在某个位置。那么他们能够转到三组相同
的图案吗?盒子中含有卡板海盗大话游戏，利用概率概念，和家人朋友一起来
场有趣的桌游吧！ 最后，閲读奥才科学杂誌来学习关于概率的一切。

这个盒子将让您的孩子构建一个出色的偏振光观察器。这个盒子通过开放
式活动探索偏振光原理，让孩子们使用偏振滤光片来创造他们自己设计、
结合物理和艺术的艺术创作，实现丰富多彩的效果。盒内还包括图形说明，
以及一本科学教育杂誌，以鼓励孩子们通过玩耍和製作来学习。

用游戏的方式鼓励孩子天然好奇心和探索学习能力。你有玩过夹娃娃机吗？
在机械爪这个盒子裡，小朋友将製作一个木製的可延伸的机械爪，缠绕毛线
製作两个毛球怪兽。然后利用製作好的机械爪尝试抓住毛绒怪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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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炮 阀门水枪
3,2,1，砰！当你松开气球扳机时，停留在大炮内的空气会被推动和挤压。当空
气从炮口喷出的同时，空气分子们形成了一个坚固且耐用的气环。这使得空
气分子们可以像军队一样向前行很长一段路，直到他们击中你的目标！制作
空气大炮，一起来来玩井字游戏，然后在 Learn, Make, Play 杂志中探索关于
空气科学的一切趣味知识。

水战！在炎热的夏天，有什么能够比组装制作一个属于你自己的水枪更有趣的
玩法了？穿上你的遇水变色的标靶衣，邀请朋友来一场凉爽的夏日水上射击游
戏。学习阀门如何帮助控制水和气体流向，并尝实验制作单向气泵来为气球怪
物打气。是时候享受夏日乐趣了！

奧
才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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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龙卷风 星空灯
在实验中探索学习，培养儿童创作
自信心和好奇心。利用磁铁制作一
台搅拌器，调整转速，搅拌出你的
水龙卷风。加入化学试剂，进行酸
碱实验，一起看看水龙卷的变色效
果。在这个色彩斑斓的化学盒中，
探索酸和碱的科学。

是时候关上灯，了解夜空的奥妙
了！制作一台可旋转的星空灯并学
习星空的科学。星空灯盒子包含了
准备好的木片，纸片，LED电路板
灯，小朋友利用图钉戳出自己的星
空图，然后通过折叠的方式制作星
空灯。最后跟随探索号科学杂志，
学习如何识别星座。

液压机械臂

STEAM知识

利用注射筒和水管制作液压系统，并拼装一台木制液压臂。液压臂  由三套液压
系统控制，可以上下及左右转动。孩子同时将探索利用液压的力量夹起物体。
跟随Tinkerer的科学杂志学习探索液压知识。

1. 了解所制作的机械手臂是如何运作的
2. 什么是液压
3. 人体和其他生物体内的液压系统
4. 液压在生活中的应用

探
索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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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连弩 诸葛连弩是一项巧妙的发明。利用子弹的重力让十字弓自动上线，然后利用木片的弹力辅助拉
臂杠杆，让泡沫子弹快速的飞出。盒子里配有10粒儿童安全的泡沫子弹、木片、透明胶板等制作
所需要的所有材料。今天就加入我们，建造属于你自己的诸葛连弩吧！

活动内容 包括物件STEAM知识
1. 制作一个诸葛连弩和射击目标
2. 从历史中发现自动武器的演变
3. 学习杠杆原理并进行小实验

1. 制作诸葛连弩的木片和塑料片
2. 泡沫子弹
3. 纸板靶
4. 探索杂志，供学习和制作
5. 图文说明

1. 了解潜能和动能
2. 学习杠杆知识

探
索
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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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滚珠机 让我们的小工匠们为自动化的未来做好准备吧！我们将通过Tinkerer 机械
滚珠机盒子，来探索自动化的起源。从组装开始，小朋友可享受一个有趣又
能缓解压力的机械滚珠机玩具。跟随探索号杂志学习关于自动化的历史和
机械，一起了解一下电脑的发明与进化。

活动内容 包括物件STEAM知识
1. 建造一个机械滚珠机
2. 探索凸轮在自动化中的应用

1. 制造机械滚珠机的木片
2. 建造机械滚珠机不同的凸轮件
3. 探索杂志的学习和制作
4. 图文说明

1. 凸轮与自动化
2. 自动化的历史
3. 二进制代码及计算中的应用

探
索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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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珀尔魔术

镭射光投影机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探索历史上这个天才魔术背后的科学：佩珀尔幻象。建造你自己的幻术盒，
用眼球滚动的猫头鹰让你的朋友们眼花缭乱，看着眼球在你眼前消失。
在Tinkerer的杂志中，发现魔术和幻术的历史，了解由科学驱动的现代技术。

制作一个镭射光投影装置，利用镜面反射原理，投射出镭射光。转动旋钮调
整马达转速，改变镭射光投影图案，在家中来一场镭射光秀。盒子含有DIY
小实验，通过衍射光栅，投射出更多镭射光图案。

1. 佩珀尔魔术的科学原理
2. 提词机是如何运作的
3. 虚拟替身技术
4. 未来科技：智能眼镜

1. 拼装制作一个雷射投影装置
2. 调整马达速度，改变镭射光折射角度，
投射出不同图案的镭射旋轮
3. 用衍射光栅投射出多个镭射旋轮
4. 阅读Tinkerer科学杂志学习镭射光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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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镜
这是一个神奇的视觉项目，让小朋友进行探索无限世界。
利用一组镜子和灯带制作光的无限反射隧道，然后拼装木片在神奇的镜面
前添加机械眼。在这个盒子中，小朋友不仅可以学习到光的反射原理，通过
动手了解机械工程机构，更加可以跟随探索号杂志一起探索什么的「无限」
世界通。这个盒子融合艺术，工程和科学的学习游戏，让孩子在动手、学习
之余更加发挥想象力。

STEAM知识

包括物件

1. 反射光背后的科学
2. 科学和艺术中，无限的概念
3. 组装一面无限的镜子

1. 木片、镜子、灯光、支架
2. 制作莫比乌斯环说明
3. 探索杂志学习
4. 图文说明

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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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涡轮机 投石机
制作空气涡轮机，让涡轮机在马达的
带动下产生气流。现在将一个小球放
在气流中，看看小球如何悬浮在半空
中！翻开探索号杂志，探索让小球悬
浮的气流伯努利原理。转动旋钮，
调整涡轮机转动的速度和气流的大
小，观察小球的上下浮动。将涡轮器
倾斜，猜猜看小球会掉落在地上吗？
最后拼装一个木制圆盘发射器，挑战
你的朋友，来一场有趣的射击比赛！

用简单的拼接方式制作一台投石
机，利用势能抛出球体，看看能击
中哪一个目标。计算你的得分，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通过调整
投石机的配重重量，抛竿长度及抛
物的重量来控制抛物运动轨迹，
了解投石机的工作原理。

针孔照相机

STEAM知识

制作一台针孔相机，并利用光的直线传播和小孔成像原理，在感光相纸上成像。
用儿童安全的化学反应在黑暗处冲洗照片。快来成为一名摄影师吧！
学习小孔成像的物理原理，并动手冲洗照片探索化学知识。
冲洗相片需要在黑暗不透光处进行

1. 了解所制作的机械手臂是如何运作的
2. 什么是液压
3. 人体和其他生物体内的液压系统
4. 液压在生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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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花尺 滑轮起重机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利用齿轮和连杆制作一台木质绘画机 – 万花尺。
将水彩笔放入万花尺内，转动手柄，在齿轮和连杆的带动下，水笔绘画出漂亮
的几何图案。盒子内含有6组尺寸以及不同长度的连杆，小朋友可以自由组合，
并创造出无限多中可能的组合及图案。

你的孩子是不是也对身边的神奇机械感到好奇吗？在这期的项目中，孩子将制
作一台可自由转动，上下伸缩的起重机。他们将通过动手实验理解滑轮的科学，
了解滑轮如何帮助提升人们的工作效率。

1. 万花尺的科学
2. 齿轮的工作原理
3. 轮线板花瓣的计算技巧

1. 制作一台可转动，可伸缩的起重机
2. 探索滑轮在起重机中的应用
3. 实验并了解如何组合多个滑轮帮
助我们在工作中省力

探
索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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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力弩炮
一起来探索两千年以前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工程力量吧！ 探索强大的弩砲力量
之源，了解着名的罗马军团如何使用它们征服世界。 在这个盒子中，小朋友可
以製作一台属于自己的扭力弩砲，进行扭力弹簧实验，并在充满丰富插图的杂
誌中了解弩炮的科学以及古罗马有趣的历史。

STEAM知识

包括物件

1. 弩砲的运作原理
2. 势能到动能的转化
3. 扭力科学
4. 罗马时代攻城武器

1. 弩炮的木质零件
2. 5颗泡棉子弹球
3. 绳子和塑料件
3. Tinkerer探索杂誌
4. 彩图拼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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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音器

飞碟机

STEAM知识

STEAM知识

电子爱好者们可以通过这个项目从头开始构建一台模拟混音器，并通过混音器体验
电子声音艺术。在这个项目中，孩子将使用到多种基本电子组件，并通过实验学习它
们的运作原理。混音器通过两个旋钮控制，添加组合出不同的电子声音。

在这个项目中，孩子将製作一架飞碟发射器，了解一下空气动力学如何帮助直升机垂
直起飞，进行简单的物理实验体验生活中的空气动力学。 盒子中包含探索科学杂誌，
通过杂誌学习重力、升力、气压等科学概念，了解直升机的发明史，以及更多科学乐趣。

1. 使用工程-设计思维技能来测试和解决问题
2. 科学技巧：通过实验了解电阻器在不同电路中 
如何工作
3. 数学技巧：学习计算电阻值
4. 解决问题：用创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1. 气压科学
2. 直升机的空气动力学
3. DIY空气动力学喷喷画实验
4. 直升机的发明历史

探
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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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谜盒
想要打开这个秘密谜盒，需要一点想象力和科学力！制作一个木质神秘谜盒，
设定你的密码，然后利用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打开它。你的谜盒中含有两层机
关 - 磁力密码和向心力锁，试试看如何利用科学力和想象力让你最重要的秘密
保存。

STEAM知识

包括物件

1. 向心力科学
2. 磁力科学
3. 阅读了解生活里的向心力

1. 制作木盒所需的木质材料，
     以及零件
2. 探索号科学杂志
3. 彩图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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