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發孩子的想想細胞 

2016 寒假  數學想想營來囉～ 

『好不容易放假，卻又要來營隊上數學課，孩子們應該很難熬吧？怎麼不選個愉快一點的營隊

呢？』不了解數學想想營的人可能會如此想著，然而這群孩子們卻在營隊一開始便享受到一個安心

與開心的序幕，並且在接下來的三天裡玩得不亦樂乎。 

 越想越清楚 越學越有趣  

三天的營隊中，每天上午頭腦最清晰的時刻，就是孩子們的

數學想想時間。不教學校那些不斷的運算技巧，教室中的老師與

孩子們不斷的提問與思考，在寒假的數學想想營中，課堂上討論

著『所有的除法都是平分的意思嗎？三罐汽水要分五次喝完，3

要怎麼被 5 平分呢？』孩子們被老師的問題引導著，逐步思考算式背後的道理，老師被孩子們的

回答激盪，重新發現教學的問題；二年級的教室中，大家興致高昂地討論『一輛公車有 3 個人下

車，2 個人上車，車上還有幾個人？』每個人迫不及待地高舉手臂，急著分享自己的論點，也接受

其他人的質疑，最後修正出大家都認同的結論，這樣的反覆論證中，孩子們開始發現原來學數學可

以問為什麼，數學課可以這麼好玩有趣。 

 是科學也是玩樂   

中午以後，是孩子們的玩樂時間。數想營的玩樂當然不會只是普通的玩樂，第一天下午的科學

性社團，以老師和助教們費盡心思搜尋設計的活動為關卡，讓孩子們挑戰闖關。在 2015 寒假數想

營裡，孩子們一下子用新鮮屋紙盒做成會動的紙船，了解到讓船移動的是反作用力原理，一下子用

膠水、水與硼砂自製 QQ 彈力球，讓「聚乙烯醇與硼砂的交聯」這種艱深的化學變化變成有趣的

玩具，整個下午一關闖過一關，甚至還意猶未

盡地重新闖關，體驗動手的樂趣，任誰都不會

覺得科學是個嚴肅又難以接近的學問。 

  



 

 擺攤闖關 發揮天馬行空的創作力  

在數想營裡，有大人當關主的遊戲關卡，當然也有孩子當關主大人來闖關的活動。第二天下午

的想想遊藝場展現了孩子們無與倫比的創意力與執行力，從構思遊戲攤位、道具製作、規則制定到

攤位成形後招攬顧客，孩子們執行地絲毫不馬虎，讓老師和助教們驚艷連連。我一直以為孩子只是

孩子，不會跟不懂的事情還很多，經過了這個下午在想想遊藝場的體驗，我要告訴所有的爸爸媽媽：

其實，孩子們比我們想的更有能力，當父母的該相信自己的孩子，學會適當的放手。 

 

 大人小孩一起揮動讚美的魔法棒  

連續三天的數學想想營，當然還有許多值得陳述的細節，然而說起最讓人稱奇的，就不得不說

說營隊的讚美時間。為何需要特地開闢一段時間來做“讚美”這件事情？來到數想營的讚美時間，

就能發現正確的讚美就如仙女的魔法棒，能在孩子的身上施予魔法，讓頑皮的孩子找到責任感，讓

體貼的孩子更願意付出，讓畏縮的孩子更加有自信，也讓所有的孩子更能站在他人的立場，同理他

人，發現別人的優點。看著孩子們聆聽讚美時，臉上流露的靦腆與欣喜，相信讚美的魔力已經改變

了他們，一直到未來。 

 想想的世界 學習的樂園  

在第三天的學習驗收探險家歷程中，看著孩

子運用課堂上的學習，順利熟練的解題闖關，才

發現到三天來在那氣氛輕鬆到甚至有點鬆散的課

堂上，老師們努力轉動孩子們的腦袋、傳遞給孩

子們的數學觀念，孩子們確實吸收了。從來都覺

得「寓教於樂」只是個口號，沒想到數想營真真

實實地讓人看到這個口號的體現，衷心希望每個

孩子都能有幸體驗這座學習的迪士尼。



數學想想課程介紹 

一年級  一年級是為「學數學的態度」跟「擁有自信」打好基礎的重要時機，ㄧ般人覺得一年

級的數學很簡單，容易忽略此時培養孩子思考習慣的重大意義。因此我們將從小一開始就從生活情

境出發，讓孩子自然產生思考，利

用故事情境培養孩子對數字的感

覺、認識算式的結構、學著追究意

義等等，讓孩子可以ㄧ直保持對數

學的興趣與好奇。 

 
 

二年級  「死背硬記九九乘法表、看不懂文字問題」是二年級孩子的惡夢。過去大量的重複練

習常常只換得不穩固的能力，練習不是不重要，但是不明究理的練習卻是讓孩子排斥數學、厭惡學

習的主因。我們用畫圖、角色、操作實驗等等多元的方法，讓小孩練習將自己投射到各種隱含數學

問題的故事角色中，激發孩子原本

就有的直覺、邏輯、語言及感受來

幫助他自己學習，讓孩子在思考中

進行練習，讓練習變得有樂趣，此

時孩子獲得的是完整的知識，而不

是片段零碎的技巧。 

 

 

 

 三年級  三年級的孩子已經開始面對更難理解的數學觀念，如果以前是比較依賴熟練跟記憶的

孩子，往往是在這個時候會開始放棄數學，因為要記的實在太多了，乾脆以放棄來證明自己沒有數

學細胞比較快。在這個階段，我們將充分利用中年級孩子已經具有更好的語言能力來幫助他們，課

堂上給予孩子更多機會去提

問和表達，讓孩子能掌握定

義、澄清過去只憑記憶所造

成的混亂。 

 

 

[三年級] 單元介紹 

直式乘法進階 /  直式乘法能算得快又準，是什麼小遊戲竟然可以幫大忙？  

除以的意思 /  為什麼看到「」要讀作「除以」，不是讀「除」就好？ 

乘法表 /  研究過乘法表嗎？裡面有著學校沒教的秘密喔！  

等週界問題 / 如果周長固定，什麼圖形的面積會最大？為什麼？  

除以 3 的餘數 / 玩過「拈」的遊戲嗎，必勝的秘訣在哪裡？ 

體積的意思 /  各種不同的形狀要怎麼找出他的體積呢？ 

[一年級] 單元介紹 

來寫密碼信 / 怎樣利用數字間的關係破解一封用密碼寫成的信？  

體與面 / 如何用沙地上的痕跡反推物體的形狀嗎？來當福爾摩斯吧！ 

減法的意思 / 減法裡面有什麼秘密，和加法又有什麼關係？  

公用的長度單位 / 眼睛就能分辨長短，為什麼需要量多少「公分」？ 

我是第幾個 / 「3個」和「第 3個」有什麼不一樣？ 

怎麼減 / 如何應用瓢蟲背上的算盤，教我們退位減法？ 

[二年級] 單元介紹 

9 的乘法 / 為什麼彎一彎手指，就能看出「9 乘幾」呢？  

要跟誰買 / 用乘法和減法，如何判斷出跟誰買才會最便宜呢？  

對稱圖形 / 「對稱」給人怎樣的感覺，這兩個字又該怎麼解釋？  

多少平方公分 / 「公分」和「平方公分」有什麼區別？  

心算減法 /  怎麼用「心中的計算尺」來幫忙算減法？                                                               

5 減 3 等於 2 / 「前門上車 5 個人，後門下車 3 個人」， 

請問要知道車上有幾人，可以用「5-3」來算嗎？ 



 四年級  四年級開始面對複雜的應用問題，還有大數字的運算，雖然困難度增加，但是四年級

孩子其實更喜歡有挑戰性的問題，所以面對難題並不是問題，為了挫其銳氣而出難題為難孩子才會

造成傷害。我們讓孩子從自己創造問題著手，協助他利用圖形來做問題的研究，幫助孩子建立實際

狀況和抽象算式之間的連結，

激發孩子反向思考的能力，學

著推理各種算則的來源。 

 

 

 

 

 五年級  在學校學了四年的數學，或許也補習不少，但孩子在數學上的推理和統整的能力可能

還十分令人憂心！記憶與理解本是一體兩面，不可偏廢，升上五年級，計算的規則已經多到無法靠

死記，只有發展統整能力，才能面對更複雜的應用問題。在營隊裡，我們重視討論發表，以求改變

孩子整體學習體質，讓他真正學以致用。 

 

上課時間：每天 8：30-16：00，由家長親自接送孩子。 

梯隊師資：由數學想想專業教師授課，同時每班有助理教師。 

 

[五年級] 單元介紹 

小數乘法的道理 / 「×3」代表「連加 3 次」；那「×3.7」又該怎麼解釋，如何運算？ 

小數除法的道理 / 「÷47」可以解釋成平分為 47 份，那麼「÷4.7」要如何解釋呢？ 

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底乘高除以二」這個公式裡面，藏著怎樣的秘密？  

小計算機的妙用 / 要求除法的餘數，也可以請小計算機幫忙嗎？ 

先乘除、後加減 / 為什麼要「先乘除、後加減」？怎麼來的？ 

借光專家 / 要如何移動地上鏡子，讓平行光能夠反射到指定的目標？ 

 

 

 

 

 

 

 

[四年級] 單元介紹 

平分除和包含除 / 除法的兩種情境可以怎麼理解，怎麼分辨？  

除了又除 / 「÷12」可以換成「÷6÷6」嗎？這個錯誤要怎麼解釋才清楚？  

圓的藍圖 / 給定一段弧，怎麼知道是不是圓的一部份呢？  

那一邊分的多？ / 小數的大小怎麼比，和分地問題又有什麼關係？ 

左旋和右旋 / 什麼是左旋右旋？跟左轉右轉一樣嗎？  

圖解直式乘法 / 直式乘法只有一種算法嗎，可以用圖去解釋嗎？  



各地營隊時間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報名處 活動費用 

05QQ01-1001 

台北市 

明德國小 
1/22(五)~1/24(日) 

小一 25 

台北 

一至四年級：5360 元 

五年級    ：4750 元 

 

※活動費用內含全學期教材一

套，有課本、親子手冊及自主學習

光碟（一至三年級各 5 本、四年級

各 3 本、五年級各 2 本） 

 

※自備數學想想教材者學費優惠

價：3500 元 

05QQ01-1002 小二 25 

05QQ01-1003 小三 25 

05QQ01-1004 小四 25 

05QQ01-1005 小五 25 

05QQ02-1001 

台北台大 

數想教室 
1/29(五)~1/31(日) 

小一 12 

05QQ02-1002 小二 12 

05QQ02-1003 小三 12 

05QQ02-1004 小四 12 

05QHQ1-1001 
新竹竹北 

數想教室 
1/29(五)~1/31(日) 

小一 12 

新竹 

小二 12 

小三 12 

小四 12 

小五 12 

05QTQ1-1001 

台中 

惠來國小 
1/22(五) ~1/24(日) 

小一 25 

台中 

05QTQ1-1002 小二 25 

05QTQ1-1003 小三 25 

05QTQ1-1004 小四 25 

05QTQ1-1005 小五 25 

05QKQ2-1001 

台南市 

大光國小 
1/29(五) ~1/31(日) 

小一 20 

高雄 

05QKQ2-1002 小二 20 

05QKQ2-1003 小三 20 

05QKQ2-1004 小四 20 

05QKQ2-1005 小五 20 

05QKQ1-1001 

高雄 

數想教室 
1/22(五)~1/24(日) 

小一 15 

05QKQ1-1002 小二 15 

05QKQ1-1003 小三 15 

05QKQ1-1004 小四 15 

05QKQ1-1005 小五 15 



報名方式 
2015 / 11 / 17（二）9：00 起開放 網路 及 傳真 報名。 

 

網路報名(請洽數學想想國官網)：http://www.math-thinking.org.tw 

或請上數學想想國粉絲團觀看最新資訊：http://facebook.com/thinkinggarden 

各地洽詢專線及傳真 

台北  電話：02-27491145     傳真：02-27491531 

新竹  電話：03-5542320      傳真：03-5542321  

台中  電話：04-23263170     傳真：04-23263172 

高雄  電話：07-7260998      傳真：07-7260315 

繳費方式 

繳費方式：ATM 轉帳、劃撥、現金或信用卡繳費。 

 ATM 轉帳方式：（特別提醒一定要用報名者，也就是小孩的身份證字號）  

※  轉帳完成後請務必來電確認 

台北 

新竹 

台中

高雄 

銀行名稱：聯邦銀行（銀行代碼為 803） 

分行名稱：公館分行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轉帳帳號：10021+孩子身分證字號數字部分 9 碼（共輸入 14 碼） 

例如：身份證字號Ａ123456789，則請輸入 10021 12345 6789   

    

 劃撥帳號：（台北、新竹） 13385805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台中） 22195367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高雄） 41971474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信用卡：詳見報名表。 (限於營隊開始 7 天前 ) 

 現金：可至數學想想國教室繳納。

http://www.math-thinking.org.tw/
http://facebook.com/thinkinggarden


人本教育基金會   2016 寒假數想營報名表  

梯隊代號：         -                   行政勾記欄：□資料檢核無誤 □政隆 □泛太 

傳真：台北 (02) 2749-1531  新竹 (03) 554-2321 台中 (04) 2326-3172 高雄 (07) 726-0315  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姓   名   
性   

別  
 就讀學校   年級   

生日        年      月      日  
小朋友  

身份證號碼  

 

（辦保險、務必填寫）  

地  址  □□□ -□□  

家裡電話   

E-mail  帳號主人   

爸爸姓名   手  機   

媽媽姓名   手  機   

緊急聯絡人  
                            

(父母除外之第三人 ) 
緊急聯絡電話   

消息來源  

□以前參加過  □親友介紹  □臉書 (Facebook) □數想國官網或人本官網  □其他網站  

□人本活動課程  □拿到紙本簡章  □收到電子郵件  □平面媒體 (札記 /報紙 /雜誌 ) 

□其他                  

退費辦法：自梯隊出發日算起：  

一、一星期以前通知本會者，九折退費。        二、一星期內，三天以前通知者，六折退費。  

三、出發前兩天通知者，三折退費。           四、活動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  

五、信用卡繳費者，以信用卡退費(次月帳單上會有負數金額，可抵當月刷卡費用) 

  劃撥或現金繳納者本會以匯款的方式退費，於要求退費之後約一個月內收到。 

六、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致營隊停課，將提供補課方式，如無法提供補課方式，

將扣除已支出及必要支出的費用，退還餘款。  

□ 本人已詳閱上述退費辦法，並同意之。  簽名：                  

家長對孩子的簡要描述或特殊狀況：  

 

 

是否自備數學想想教材：□  是  □  否  

繳費方式：□  信用卡   □  劃撥    □  現金   □  匯款       人本之友，卡號                   

注意事項：劃撥者請將本報名表連同劃撥收據一起傳真至報名處。  

--------------------------------------------------------------------------------------------------------------------- -------------------------------  

2016 人本寒假數學想想營   信用卡專用繳費單  

信用卡別  
□  聯合信用卡  □  VISA  CARD □  AE  CARD 

□  MASTER  CARD   □  JCB  CARD 
有效期限  西元   20    年      月止  

信用卡號        -      -      -      末三碼        授 權 碼 （消費者本欄免填）  

商店代號    01-016-1339-0  發卡銀行   

持卡人  

簽名  

                               

                     (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 
消費金額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按本單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小孩姓名：              梯隊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