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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你家小孩沒有數學細胞？！ 

「數學想想」活化孩子的數學腦 

只要相信我們的孩子，再加上適切的引導，孩子就會變得不一樣！ 

一起來體驗不一樣的數學課，打開孩子學習數學的新視角 

即日起 免費體驗活動  開放報名中 

孩子學數學的胃口壞了嗎？ 

你知道孩子都是怎麼學數學的嗎？是打開參考書不斷的找題目計算練習？還是拼命背誦口訣幫

助記憶公式？眼看著孩子對數學的興致低落，成績逐步下滑，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嗎？是孩子不 

夠用功？還是學習方式根本就錯了？透過下面的檢測，對孩子的數學能力做個初步的了解！ 

 

 

《小測驗：你家孩子擁有學數學的好體質嗎？》 

1. 孩子提到數學就皺起眉頭，表現出抗拒的態度。 

2. 孩子下課後在安親班總有做不完的數學測驗卷。 

3. 孩子做題目總是漫不經心，容易粗心。 

4. 孩子每學期的數學大考小考超過 20 次以上。 

5. 孩子不斷背誦數學公式，但卻說不出公式的道理。 

6. 孩子計算還可以，但是文字應用問題都看不懂。 

上列 6 種狀況中，只要超過 2 項就要注意囉，孩子對數學的興趣和能力正逐漸下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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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趣，是引導孩子學習的第一步 

「數學想想國」的孩子說：「好奇怪，老師講了一些故事，和我們一起討論，在學校不懂的問題，

突然就明白了！」。在「數學想想國」裡，學習數學就是這麼的好玩，讓每個孩子都能以快樂且

無懼的心態來探索數學！ 

來數想國上不一樣的數學課 

 《數學是故事與繪畫》課堂上，孩子們為數學算式繪出一篇篇美麗的故事。 

 《數學是遊戲與智慧》數想老師設計有趣的小遊戲，引導孩子們思考、學習。 

 《數學是討論與表達》每個孩子都能發表自己的想法與觀點，並與老師同學一同討論。 

 《數學是解說與回應》學期末的口試，孩子們在台上講解與回答問題的表現，往往令人驚豔。 

學習的樂趣乃無價的資產，「數學想想國」將孩子從不停計算的苦海中解救出來，把數學真正的

美妙送給孩子。4/28 日起，「數學想想國」將在全台各教室舉辦免費體驗活動，您的孩子也有

機會體驗這美妙的學習經驗！名額有限，立即報名吧！  

教室 報名專線 線上報名 

松隆/台大/天母教室 02-27491145 

goo.gl/UeftT4 

新竹教室/新竹龍山班 03-5542320 

新竹三民教室 03-5322961 

台中教室 04-23263170 

台南/高雄教室 07-7260998 

【科學研究文摘】 

如何滋養孩子更傑出的大腦？ 

腦科學研究在近二十年突飛猛進，尤其當「與腦相容的學習」（brain-compatible learning）概

念出現之後，在歐美引發了對傳統教育模式的反思，學習的定義變成--腦的改變。此處摘錄遠

流出版的「大腦知識與教學」一書關於「豐富環境與大腦」的重要研究結果，讓身為孩子重要

環境因素的我們，一起為滋養更傑出的大腦而努力。 

1.先天因素對大腦組織的影響力為 30%～60%，而 40%～70%來自環境的影響。 

2.這些影響裡面，最重要的第一步是消除學習環境中具威脅的事項，例如讓學生難堪、斥責、

羞辱、諷刺等，一旦威脅性事物取消，我們就可以設法建構出豐富的環境。 

3.當我們提供豐富的環境時，大腦皮質就會變得更厚，產生更多的樹狀突分枝和更大的細胞體，

這代表細胞更能有效的溝通，大腦也會有更的支持細胞，且在給予大腦豐富的環境之後 48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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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之內就會發生。 

4.研究生的大腦比高中中輟生多出 40%左右的神經系統連結；且長期投入高難度活動的研究

生，比沒有參與高難度活動的研究生，大腦的成長高出 25%左右。 

5.閱讀、語言、肢體活動、思考和問題解決、藝術最能滋養大腦；當學生有能力解決一個問題

時，他們的思考會改變身體的化學物質，而值得注意的是，學生能不能找到答案不重要，重

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歷程，神經系統的成長是來自問題解決的歷程，而非結果。 

6.貧乏無趣可能會使大腦皮質變薄，但一旦改變環境，只要四天左右，大腦皮質變薄的現象就

可以隨之改變。 

~摘錄自【大腦知識與教學】一書 

 

【一個高中生的回憶與分享】  (現為台大國企系學生) 

 數想國幫我打下不一樣的數學基礎 

在認識數想之前，數學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又一個由數字與符號構成的算式，雖然不討厭數

學，但總覺得數學是跟我不熟的怪人；國小四年級開始接觸數學想想，一直上到六年級畢業，

大大的改變我對於數學的看法，還記得在六年級時，老師帶著我們討論雞兔同籠的問題，分別

用國中、國小不同的觀點進行思辨，帶給我很大的震撼，讓我學會一個問題不會只有一種解決

方法，因為數想讓我知道，面對數學，並非一股腦的「計算」，解決題目的「過程」更為重要。 

 

上了數想後，感受到數學不再是考卷上麻煩我的事，也不再只是一個學科，當數學不只是

一堆數字與符號時，它突然變得親切許多。到底數學想想是如何幫助我？我想，是數學想想的

口試報告拉近了我與數學的距離，因為必須上台報告一個數學題目，在準備的過程當中，雖然

在學校時很少有上台機會，但數想老師事前的引導與協助，讓我不會感到特別緊張，而且有機

會將問題從頭想過一遍，讓我真正地瞭解一個數學概念，因為了解，也就感覺數學更親切了！

而這些數學想想交給我的能力也持續應用到國中，甚至現在在北一女面對較艱深的數學，不需

要補習，也能應付自如。 

 

對我而言，數學想想國是一個會顛覆你對數學看法的地方，在這裡的老師會帶領我們探討

一些學校不會講到的數學義理，但卻能真正幫助到學校教學範圍內的學習。 

數學想想國畢業生 陳品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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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活動場次表】 

教  室 日  期 時    間 體驗年級 

台北松隆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102 號 3 樓 

02-27491145 

4/29(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 

5/20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二三四 

5/27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三四五 

6/3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二三四 

6/24(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二三五 

台北台大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路

三段 277 號 7 樓 

（台電大樓正對面） 

02-27491145 

5/20 (日) 下午 1:30~3:00 升一二三四 

5/27 (日) 下午 1:30~3:00 升二三四五 

6/3 (日) 下午 1:30~3:00 升一二三五 

6/24 (日) 下午 1:30~3:00 升一二三四 

台北天母 

台北市天母西路 15 號 

02-27491145 

5/16 (三) 下午 4:30~6:00 升一二 

新竹竹北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36 號 1 樓 

03-5542320 

5/19 (六) 下午 1:30~3:00 升一二三 

6/3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五 

6/9 (六) 下午 1:30~3:00 升一二四 

新竹三民 

新竹市自由路 

69 號 3 樓之 2 

(三民國小正對面) 

03-5322961 

5/26 (六) 早上 11:00~12:30 升一二三 

6/9 (六) 早上 11:00~12:30 升一二四 

新竹龍山 

新竹市科學園路

115 號 

03-5542320 

4/28 (六) 下午 1:30~3:00 升二三四 

5/26(六) 下午 1:30~3:00 升一二三 

台中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 

一段 30 號 3 樓 

04-23263170 

5/26(六) 下午 2:00~3:30 升一二三 

6/9(六) 下午 2:00~3:30 升一~五 

台南東區 

南市東區怡東路 87 號 

07-7260998 

5/26(六) 下午 1:30~3:00 升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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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安平區 

南市安平區文平路 102 號 

07-7260998 

6/24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二 

高雄 

高雄市苓雅區 

中正一路 249 號 4 樓 

07-7260998 

4/22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 

5/20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二三四五 

6/3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二三四 

7/1 (日) 早上 10:00~11:30 升一二三四 

 

 

體驗課依年級分班上課。每班孩子人數，視教室大小而定，約在 6~15 人之間，課後另有教學

講座，回答您各種學習問題。現場報名更享有課程優惠！ 

【體驗課程內容介紹】 

 

一年級【視覺的數】  

不需要扳手指、算實物或畫圈圈，更不用一直背，孩子何以能輕鬆知道答案? 

原來數字有秘密，用「看」就知道！ 

二年級【減 5 和減 10】 

同一個符號放在不同的位子，可以表達出不同的數量。 

阿拉伯數字千變萬化，利用瓢蟲算盤讓孩子感受位值的意義。 

三年級【5 減 3 等於 2】 

瓢蟲公車來了，前門上車 5 個人，後門下車 3 個人，車上還有幾個人?這個問題可以用 5-3＝2

來算嗎?  讓孩子真正去理解「減法」的意義，並且找出文字應用問題的各種陷阱！ 

四年級【除以三的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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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就會玩的「數枝數枝」和除法的餘數有什麼關聯?又是如何找出「拈」這個遊戲的必勝祕

訣?  讓孩子學會利用除法的餘數，找出一連串數字的規律和意義。 

五年級【除了又除】 

你認為 575424÷12，可以拆成÷2÷2÷2÷2÷2÷2 或是÷6÷6 來算嗎? 

可以?還是不可以?到底該怎麼拆解算式呢?為什麼? 

 

       

數學想想國 
歡迎您加入 FB 粉絲團 

http://www.facebook.com/thinkinggar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