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想想國 

給孩子一個精采難忘的暑假生活 
2017 暑假想想國 

這是專為小學生設計的暑假不過夜活動，由人本教學團隊自行研發教案，讓孩

子在營隊中享受豐富的課程、好玩的社團跟友善熱情的對待！ 
 
※豐富課程，動腦又動手    ※趣味社團，培養新魅力   ※友善對待，心靈最健康 

 
2017/04/25（二）9:00 起開放線上報名  

本次將採人本活動報名網（http://www.hef.tw/）線上報名  
請務必於報名開放前先上網加入會員並熟悉操作方式  

 
各地洽詢專線 

台北 02-27491145 

新竹 03-5542320 

台中 04-23263170  

高雄 07-7260998  

 

人本教育基金會 

數學想想國   
歡迎您加入 FB 粉絲團 

http://www.facebook.com/thinkinggarden 



 

 

✪  營隊介紹 ✪  
【數學想想營】 台北 新竹 台中 高雄	

 
為什麼孩子總是想一再參加？ 

他如此條理分明地告訴媽媽： 

 
 

您可曾想過這些問題？ 

 

這個營隊就是孩子學習討論、創造美好學習經驗的起點！ 

 

 

1.隨時都可以舉⼿手發⾔言，不像在學校時，老師問問題才能發⾔言。 

2.隨時都有老師會回應⼩小朋友的需求。 

3.科學性社團學到的東⻄西很有趣。 

4.⾃自⼰己擺攤的活動和好朋友⼀一起合作的經驗，讓他很難忘。 

5.上數學想想課不需要集點，每個孩⼦子都能被重視與看⾒見見。 

為什什麼她的右⼿手有時跟我不同邊？ 

要判斷奇數和偶數，為什什麼只看「個位數字」就好？ 

直式加減為什什麼從個位算起？ 

為什什麼在數字後⾯面「加個零」就代表乘⼗十？ 

為什什麼兩兩個數字的「最⼩小公倍數」不⼀一定是兩兩個數字相



 

 

營隊課程簡介 
一年級單元   

 
 二年級單元 

 
 三年級單元                  

 

四年級單元 

 

五年級單元 

我們的秘密：為什麼三個蘋果、三匹馬、三隻貓，都寫做「 3 」？ 

寫算式囉：等號是什麼意思？ 1＋1 可不可以等於 1？「2＋3＝5」會是代表一個怎樣的故事？ 

我們的算盤：瓢蟲算盤身上有四個位置，它們分別代表什麼意思呢？ 

左右大不同：為什麼她的右手有時在我的左邊？ 

哪個比較長：比長短的時候要注意什麼事？彎彎的線段又要怎麼比長短呢？ 

不用一個一個數：那要怎麼數呢？ 

算式的意思：你知道算式除了算答案，還可以代表故事的情節和心中的疑問嗎？ 

10 和 100 的意思：十進位是什麼意思？三指外星人的「10」和「100」又是什麼意思呢？ 

直式加法：加法寫成直式來計算有什麼好處？「對齊」為什麼重要呢？ 

幾個五：什麼樣的情境要寫乘法算式？「幾個五」為什麼寫成「5 乘幾」？ 

重量的意思：「眼睛看到的是大小；手上感覺到的是重量。」重量的意義是什麼？ 

奇數與偶數：要判斷奇數和偶數，為什麼只看「個位數字」就好？ 

怎麼加比較快：直式加減為什麼從個位算起？ 

蛀蟲吃掉了什麼數：有什麼好辦法，可以找出「5□－27＝□5」空格裡的數是多少？  

平方數：「平方數」具有怎樣的特徵？它跟「平方公分」有關係嗎？ 

幾分之一：「1/3」怎麼讀？「之」是什麼意思？ 怎麼想「3 是 18 的幾分之一」？ 

角與腳：角的大小為什麼定義成「張開的幅度」（而不是有多尖）？ 

做盒子：一個正方體盒子有六個面，如何判斷由六個正方形組成的圖樣，能不能做成盒子？  

東南西北：方向是什麼意思？通過一組平行線的直線，為什麼同位角會一樣大？ 

畫星星：正五角星星怎麼畫？畫出「很正」的星星，要注意什麼條件？ 

千萬億兆：「億」和「兆」都是代表好大的數量，它們之間有什麼關係？ 

                   如何感覺這麼大的數字？ 

兩位數乘兩位數：為什麼在數字後面「加個零」就代表乘 10？ 怎麼計算乘以兩位數？ 

直式除法：直式除法為什麼每次「商一位」？ 

                   又為什麼從最高位開始算？（其他直式都是從個位開始） 

括弧與引號：為什麼「括弧先算」？怎樣看應用題列出含括弧的算式？ 



 

 

 

營隊重要配套 
我們營造輕鬆的課堂氣氛、自由的討論風氣， 
孩子們自然學得容易、想得深入，也玩得盡興！ 
短短數天，足以深植美好的學習經驗，在孩子們心中種下樂於思考的芽。 

開學劇場  協助孩子迅速融入團體生活、樹立勇於嘗試不怕犯錯的全新學習態度。 

科學社團  經典科學教案讓孩子動手做做看。 

想想遊藝

場  
由小孩發揮創意的同樂時光。 

結業闖關  將營隊中所學化為有趣遊戲，每一關都看得到孩子學習的成果。 

讚美  我們每天讚美孩子鼓舞他們學習的動力。 

懇親會  
營隊最後一天的懇親活動向家長回饋孩子的學習情況，以及分享孩子的
結業時光。 

 

 

 

 

 

 

 

 

 

 

 

【魔法香料營】台北 新竹 
 

倍、倍數、公倍數、最小公倍數：為什麼兩個數字的「最小公倍數」不一定是兩個數字相乘？ 
小度：為什麼角度張開一圈要定成 360 度，攝氏溫標和華氏溫標又是怎麼定出來的？ 
借光：光的反射定律到底是什麼意思？要怎麼做實驗呢？ 
裡面有幾個人：如何從博物館「進出的速度」和「逗留時間」推算「裡面的人數」呢？ 
圖解算術：如何用畫圖的方式來解決各種算術問題？ 
分數分身術：一個「分數」有很多個分身，所謂「分子分母同乘一數，其值不變」 

                       是什麼意思呢？ 



 

 

科學家在利比亞發現的容器，顯示人類在一萬年前就曾經使用香料，但
到了中世紀，香料仍是貴重的交易品、奢侈品，之後由於歐洲人為了到
東方取得更多的香料，催生了地理大發現，同時為十五世紀香料戰爭埋
下導火線。 

香料的迷人之處在於不同的香料各有其氣味及顏色的特殊性，這次暑假，
透過這個主題營隊，除了帶孩子從香料的歷史談起，認識不同國家(包括
台灣本土)的香料種類及其差別，並能親自用味覺及嗅覺來體會香料所帶
來的愉悅及美妙魔法。 

我們也會延伸談及「香草」（拉丁語為 Herba），進一步將香草及香料
的混合應用呈現在課堂上，讓孩子們有機會動手調出屬於自己的配方，
加入料理、以及做成用品（如香包或香草鹽），將大自然賜予的魔法植
物融入生活中。 
 

【小世界大夢想～袖珍屋創作營】台北 新竹 台中 
 

孩子的小小頭腦中有很多想像。透過創作「袖珍屋」過程，孩子可以想
像一個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房間，可以有多采多姿的擺設，也可以有巧
妙的機關，將自己的夢想完全投射。 

我們會帶孩子談論人與空間的關係、袖珍屋的歷史與藝術，比例尺的概
念等等。並且透過手作，學習利用多元素材(包括資源再利用)，讓孩子
刻畫心中的意象，最後組合成心目中的樣子。 
 

【解密達文西】新竹 台中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才達文西，除了以「蒙娜麗莎的微笑」、「最後
的晚餐」等畫作聞名於世之外，他同時也是創意源源不絕的科學家，經
常想出超越時代的作品，現代的物理學、力學、光學、機械科技也都深
受他的影響。 

這次我們要帶著孩子一窺五百年前達文西手稿的秘密，製作投石機、手
投機、自走車等，領略達文西年代先進的設計，以及對我們當代的影響。 

【遊戲大玩家】台中 高雄 
 

大富翁的小棋子玩膩了嗎？想像跟你一樣高的棋子，而你就是那個棋子
呢？ 



 

 

我們將帶領孩子研究傳統桌遊大富翁的架構，並重新思考新花樣，討論
遊戲規則也動手做道具，還讓孩子自己「真人投入」桌遊中喔！ 

除了創作之外，每天還能學會嶄新的桌遊，並思辨輸贏之道。著名兒童
心理學家皮亞傑說：「遊戲，就是兒童的工作！」遊戲，的確是兒童做
中學的最佳場域。 
 

【源源不絕～向誰借「能」】台中 
 

木材會燒盡，石油會挖完，世界上真有用不完的能源嗎？ 

有人說太陽的能源用不完，但真的好用嗎？陰天怎麼辦？ 

有人說廚餘也能發電，但發一次電能用多久？難道不會造成浪費嗎？ 

能源，是人類在地球生存至今的大問題， 

誰能找到源源不絕的能源 

誰就是人類大英雄 

今年暑假，所有喜歡動腦想、動手實驗的小朋友，請跟著我們一起來為
地球尋找出路吧！ 
 

【音樂想想】高雄 
	

音樂王國裡，住了 7 個小精怪 

當他們一起出現的時候，我們便能聽到美妙的樂聲， 

你能找到他們在哪裡嗎？ 

他們很喜歡朋友，經常跟朋友講很多話，你能聽懂它說什麼嗎？ 

又要怎麼跟它說，它聽得懂的話呢？ 

音樂不只有歌唱，音樂裡面還有喜怒哀樂。 

我們將帶孩子透過音樂探索情緒。 

帶領孩子感受音樂與情緒的奇妙關係，建立真實的音樂感受。 

【虎克科學營】高雄 
	

西元 16 世紀末期時，一位眼鏡製造商的小孩，在玩鏡片的同時發現用

兩個凸透鏡可以將物體放大更多，這是顯微鏡最初的發現。到了西元



 

 

1655 年，英國的科學家虎克製造完成世界上第一部複式顯微鏡，開啟

生物界重大的里程碑。  

而這些發明，都是來自於偶然；來自於對世上萬物的好奇與好玩。  

這一次，我們讓孩子成為小小虎克，透過顯微鏡，認識微小且細緻的世

界。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帶孩子做簡易相機，去認識光的行進路線與針

孔成像。  

科學很美，物理很奧妙，你知道複式顯微鏡下的世界是左右上下相反的

嗎?我們要帶孩子透過思想實驗，猜想與反駁，想想「為何是上下左右相

反的呢?」，然後一步步認識”光線”與凸透鏡的關係是怎麼一回事。當

然，認識了凸透鏡後，還可以反向操作，製作自己獨一無二的雷文霍克

顯微鏡！  

我們在梯隊中，不會一直帶著孩子做什麼實驗，而是認真檢視孩子到底

知道了什麼，還有什麼不知道；會帶著孩子投入「某種具體的製作」：

不是為了那樣成品的本身，而是為了親眼目睹這世間的至理，竟然可以

透過自己的雙手呈現！ 

親愛的孩子們，歡迎你來當個愛思考、願意說出自己推測的小小科學家，

讓我們一起找出「光」的秘密，也一塊動手製造出屬於你的顯微鏡、照

相機！把看不見的原理拿來玩、拿來利用、證明它是真的存在，藉著猜

想、推論與操作下，你們的小腦袋瓜裡正一次次的過著暢快的愛智生活

呢！ 

 

 

【小一新生營～快樂上學去】 台北 高雄 
	

幼稚園到小學，是孩子學習生涯第一個關鍵轉型，「適應學校生活」對

小一的孩子是發生在內心的極大挑戰：晨光不再有遊戲、午睡要趴在桌

上、上課不能亂動、問題不可亂問、作業不能忘記，背書、寫字、考試、

交友、規矩樣樣都不簡單。為了讓原本活潑好奇的孩子在適應環境中還



 

 

能保有自我，我們安排了五個小學程，以一貫生動有趣的教學，引導孩

子在模擬情境中建設積極心態、學習應對之道。當然,還有孩子生命中最

重要的人—爸爸和媽媽，銜接課的關鍵配套課程就是協助家長也做好準

備，讓我們一起幫助孩子減低受挫，快樂上學去！ 
	

« 拼音教學：人類發聲部位大探險、拼音遊戲、字詞聯想、注音符號
跟英文拼音哪裡不一樣。 

« 寫（認）字教學：從認字的意義談起，引導孩子玩味寫字的樂趣。
漸進式的引導孩子慢慢把字寫小，寫在學校規定的格子面。了解自
己的實力：要寫出一個漂亮的字需要花多少時間,進而掌握自己寫功
課的速度以及寫出來應有的標準。 

« 情緒表達：心情不好怎麼辦、我生氣了、我需要幫忙、我很難過、
我太高興⋯⋯讓孩子接納自己的各種情緒、學會用適當的方法與管道
抒發負面的情緒。練習說出自己的不舒服的感覺，能夠明白別人為
什麼生氣、難過，進一步體諒。 

« 生活適應：我的學校有什麼、教室裡面有什麼、老師與班級常規、
幹部與選舉、下課與上課、早自習跟午休。 

« 課業適應：聯絡簿、成績的意思、為什麼要考試、寫得又快又好的
功課、練專注、開學準備。 

開學準備家長座談：結束以上五個小學程只是一個新開始，幫助孩子快
樂上學去最重要的幫手，就是您，親愛的爸爸和媽媽。我們以特別研發
的「快樂上學去」親子互動筆記書做為新生營的畢業禮物，並安排座談
邀請專家，一起幫助您與孩子進行開學準備，以及整學期的各種因應，
讓孩子正規教育的第一步穩健愉快的踏出。 



 

 

✪  營隊相關資訊 ✪  
一、營隊報名注意事項 

[１]除了三天營隊（週五～週日）活動時間是 8:30-16:00，其餘營隊活動時間為 8:50-18:00。 

[２]數學想想營使用數學想想教材授課，故需另購教材 1,860 元（市價 1,980 元）。自備教材者則

只需繳交活動費用。（請務必確認教材為上學期；一到三年級各 5本、四到五年級各 3本） 

[３]數學想想營五天營隊相較三天營隊多兩個複習單元課程與戶外教學，其餘課程內容相同。 

[４]相同主題營隊內容一致，請擇一梯次報名。 

二、營隊總表 

台北 

營隊地點 日期 營隊內容 
營隊 
代號 

招生限制 活動費用 

台北 

松隆教室 

7/10 (一)~7/14 (五) 數學想想營 06QC11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00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7/17 (一)~7/21 (五) 魔法香料營 06QC11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7/24 (一)~7/28 (五) 
小世界大夢想～ 

袖珍屋創作營 
06QC11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7/31 (一)~8/04 (五) 數學想想營 06QC11 
升一年級～升三年級，升五年級 6,00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8/7 (一)~8/11 (五) 數學想想營 06QC11 
升一年級～升三年級 6,0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14 (一)~8/18 (五) 
小世界大夢想～ 

袖珍屋創作營 
06QC11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8/21 (一)~8/25 (五) 
小一新生營～ 

快樂上學去 
06QC11 

升一年級 
6,000 元 

共開 2 班，每班上限 10 人 

台北 

台大教室 

7/07 (五)~7/09 (日) 數學想想營 06QQ04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3,80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7/21 (五)~7/23 (日) 數學想想營 06QQ05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3,80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8/11 (五)~8/13 (日) 數學想想營 06QQ06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3,80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8/18 (五)~8/20 (日) 數學想想營 06QQ07 
升一年級～升三年級，升五年級 3,80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營隊活動地點：台北松隆教室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102 號 3 樓（彰化銀行樓上） 

              台北台大教室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 7 樓 

台北優惠方案 

1. 早鳥優惠：5/9（二）前報名並完成繳費，五天營隊一律優惠 500 元（三天數想營沒有早

鳥優惠）。 

2. 人本之友享有營隊活動費九折優惠，但無法與早鳥優惠合併使用。 



 

 

新竹 

營隊地點 日期 營隊內容 
營隊 
代號 

招生限制 活動費用 

新竹 

竹北教室 

7/3 (一)~7/7 (五) 
小世界大夢想～ 

袖珍屋創作營 
06QHC1 

升二年級～升六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10 (一)~7/14 (五) 數學想想營 06QHQ2 
升一年級～升五年級 6,000 元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7/17(一)~7/21 (五) 魔法香料營 06HFR3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24 (一)~7/28 (五) 解密達文西 06QHC2 
升三年級～升七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31 (一)~8/4 (五) 
小世界大夢想～ 

袖珍屋創作營 
06HFA3 

升二年級～升六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8/14 (一)~8/18 (五) 解密達文西 06QHC2 
升三年級～升七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新竹縣 

東海國小 
8/4 (五)~8/6 (日) 數學想想營 06QHQ3 

升一年級～升五年級 3,800 元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6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營隊活動地點：新竹竹北教室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36 號 1 樓 

              新竹縣東海國小  新竹縣竹北市東興路一段 839 號 

新竹優惠方案 

1. 早鳥優惠：5/9（二）前報名並完成繳費，五天營隊一律優惠 500 元（三天數想營沒有早

鳥優惠）。 

2. 人本之友享有營隊活動費九折優惠，但無法與早鳥優惠合併使用。 
 

台中 

營隊地點 日期 營隊內容 
營隊 
代號 

招生限制 活動費用 

台中教室 

7/7 (五)~7/9 (日) 數學想想營 06QTQ2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3,80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7/10 (一)~7/14 (五) 
源源不絕～ 

向誰借「能」 
06TCS1 

升三年級～升七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6 人 

7/17 (一)~7/21 (五) 
小世界大夢想～ 

袖珍屋創作營 
06QTM2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20 人 

7/31 (一)~8/04 (五) 遊戲大玩家 06QTM2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20 人 

8/7 (一)~8/11 (五) 解密達文西 06TCS2 
升三年級～升七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6 人 

8/14 (一)~8/18 (五) 數學想想營 06QTQ3 
升一年級～升五年級 6,000 元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營隊活動地點：台中教室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0 號 3 樓 

台中優惠方案 

1. 早鳥優惠：5/9（二）前報名並完成繳費，五天營隊一律優惠 500 元（三天數想營沒有早

鳥優惠）。 



 

 

2. 人本之友享有營隊活動費九折優惠，但無法與早鳥優惠合併使用。 

高雄 

營隊地點 日期 營隊內容 
營隊 
代號 

招生限制 活動費用 

高雄教室 

7/10 (一)~7/14 (五) 音樂想想營 06QKC3  
升二年級～升六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17 (一)~7/21 (五) 遊戲大玩家 06QKC3 
升二年級～升六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31 (一)~8/4 (五) 數學想想營 06QKQ2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6,0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7 (一)~8/11 (五) 虎克科學營 06KCS1 
升三年級～升六年級 

6,0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8/11 (五)~8/13 (日) 數學想想營 06QKQ2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3,80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8/14 (一)~8/18 (五) 
小一新生營～ 

快樂上學去 
06QKC3  

升一年級 
6,000 元 

共開 2 班，每班上限 10 人 

營隊活動地點：高雄教室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4 樓（台灣企銀樓上） 

高雄優惠方案 

1. 早鳥優惠：5/9（二）前報名並完成繳費，五天營隊一律優惠 500 元（三天數想營沒有早

鳥優惠）。 

2. 人本之友享有營隊活動費九折優惠，但無法與早鳥優惠合併使用。 

3. 報名「小一新生營～快樂上學去＋三天數想營」贈送數想教材 1 套。 

報名方式 

2017 / 4 /  25（二）9：00 起開放   

人本活動報名網  線上報名。 

報名網址：http://www.hef.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