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孩子一個溫暖快樂的冬日時光 

2021 寒假想想國

 
這是專為小學生設計的寒假不過夜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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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0/27（二）9:00 起開放線上報名 

各地洽詢專線	

台北 02-27491145	 桃園	03-2150019	 新竹 03-5542320	

台中 04-23263170	 高雄 07-726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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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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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新竹、台中、高雄 

※ 營隊日期請參考營隊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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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在接下來的營隊裡玩得不亦樂乎。 

這個讓孩子直呼「最有趣」的營隊， 
要求家長下次一定要守在電腦前搶名額，到底在學什麼呢？ 

數學想想營採用台大數學系史英副教授總主筆的《數學想想》教材，是國內唯一繪本式的數

學教材，搭配互動式的對話教學，讓孩子擺脫不求甚解的學習方式。 

課堂中的好問題，邀請你一起來想想！ 

 一年級  「第五個」和「五個」有什麼差別呢？我們怎麼知道是「第五個」？ 

 二年級  前門上車五人、後門下車三人，問：車上還有幾人？答案是「5-3=2」嗎？ 

 三年級  一條繩子要圍出最大面積的土地，該怎麼做呢？ 

 四年級  破碎的圓，該怎麼修復呢？ 

 五年級  為什麼要「先乘除、後加減」，而不是「先加減、後乘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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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幾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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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生活營】桃園  1/25~1/29 

讓放假不只是放假。忙碌、擁擠、緊湊的校園生活，打亂該有的節奏。我們帶孩子從身、

心、靈開始舒緩。冷冷的寒假，早上我們陪孩子從暖暖的森呼吸開始充實的一天，動一動全

身醒一醒思緒，回到班內給孩子新鮮當季水果當點心，補給營養也補充疼愛。再帶領孩子悠

遊在故事的書海裡。世界的美好，由孩子去發掘，生命的奇妙，讓孩子去探尋，我們引導孩

子共讀繪本，從繪本，也從生活中認識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放假不是放空，而是讓頭腦放鬆，我們陪伴孩子進入鬆軟的狀態，讓孩子輕鬆搞定學校寒假

作業，從此學習成為樂趣。午後帶領孩子玩科學的原理，從化學變化，物理轉移中，發現可

貴的道理。愛動、愛想、愛玩、愛智的習慣，從這個寒假開始建立。 

※ 桃園教室同時報名快樂生活營及數學想想營者，贈送數學想想教材一套。 

 
 

【袖珍藝術創作營】新竹 2/1~2/5、高雄 1/25~1/29 

 
創意無限的孩子們腦海中有很多想像，透過「袖珍藝術創作營」，我們將帶孩子們想像、設

計，並完成一個風格獨具、獨一無二的袖珍屋。內部可以有風格獨特的擺設，也可以有巧妙

的機關。 我們會跟孩子談論人與空間的關係、袖珍屋的藝術與歷史，比例尺的概念等等。

並透過實際手作，利用多元素材，組建出心中刻劃的夢想小屋。 

 
  



 

 

【想想科學營】台中 2/1~2/5 
寒風呼呼吹的寒假，在感受冷冷的風打在臉上時，除了拉緊衣領，你可曾想過這「一陣風」

的身世?在新冠病毒的襲擊下洗手成了常態，但你可曾認真看過洗手槽水流的方向?不能搭飛

機出國的寒假，讓我們自己乘著好奇心的翅膀，化成一陣風、一架紙飛機…，航向敢猜、愛

想、動手作的想想科學營。 
 
在這裡可以帶著放鬆不放空的腦袋，一起聽故事，一起找找生活周遭藏了甚麼科學小秘密 ? 
猜想現象後的成因，然後動手做實驗來驗證看看!下午社團時間，我們一起動腦玩桌遊、自

製史萊姆或者帶著家裡的科學實驗書籍來親手試試看，最後大家可以來場科學嘉年華擺攤分

享自己的想法!   
 
還等甚麼?這個寒假就讓我們一起建立愛動、愛想、愛玩、愛智的習慣! 
 

	
	 	



 

 

✪	營隊相關資訊✪	
一、營隊總表	

營隊地點 日期 營隊名稱 
營隊 

代號 
招生限制 活動費用 

台北 松隆教室 

1/25 (一)~1/29 (五) 數學想想營 10QQ01 
一年級～三年級、五年級 6,700 元 

(教材費須另繳) 共開４班，每班上限 12 人 

2/1 (一)~2/5 (五) 數學想想營 10QQ01 
一年級～四年級 6,700 元 

(教材費須另繳) 共開４班，每班上限 12 人 

桃園 桃園教室 

1/25 (一)~1/29 (五) 快樂生活營 10QQ02 
一年級～四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24 人 

2/1 (一)~2/5 (五) 數學想想營 10QQ02 
一年級～四年級 6,700 元 

(教材費須另繳)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新竹 竹北教室 

1/25 (一)~1/29 (五) 數學想想營 10QHQ1 
一年級～五年級 6,700 元 

(教材費須另繳)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2/1 (一)~2/5 (五) 袖珍藝術創作營 10HFA1 
二年級～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24 人 

台中 台中教室 

1/25 (一)~1/29 (五) 數學想想營 10QTQ1 
一年級～四年級 6,700 元 

(教材費須另繳)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2/1 (一)~2/5 (五) 想想科學營 10QTC1 
一年級～四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24 人 

高雄 高雄教室 

1/25 (一)~1/29 (五) 袖珍藝術創作營 10QKC1  
一年級～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24 人 

2/1 (一)~2/5 (五) 數學想想營 10QKQ1 
一年級～五年級 6,700 元 

(教材費須另繳)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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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教室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一街 86 號 2 樓 

                           新竹竹北教室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36 號 1 樓 

                           台中教室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0 號 3 樓 

                           高雄教室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4 樓 

 



 

 

二、各營隊活動作息表 
下列作息表皆為營隊規劃的大致安排；欲知詳細課程內容，請電話洽詢。 

數學想想營 作息表 
★ 活動時間為 8：50～18：00 

★ 早上最早可於 8：10 送孩子到營隊 

★ 下午最早可於16：30接孩子(不參加體育時間)、最晚可於18：30 接孩子回家。 

時間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8：50～10：20 
想想劇場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行前課 

各班相見歡 

戶外教學 

10：20～10：40 早點心時間 

10：40～12：10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12：10～13：00 午餐與遊戲 

13：00～14：10 午休時間 

14：30～16：00 數學想想 科學性社團 想想遊藝場 想想探險家 

16：00～16：30 午點心時間 

16：30～17：40 體育時間 結業讚美 

17：40～18：00 靜態活動  /  放學回家囉！ 

★ 桃園教室第五天調整為悠遊生活日 (早上影像閱讀、下午野餐派對) 

 

其他主題營 作息表 
★ 活動時間為 9：00～18：00 

★ 早上最早可於 8：10 送孩子到營隊 

★ 下午最早可於16：30接孩子(不參加體育時間)、最晚可於18：30 接孩子回家 

時間 第一天至第四天 第五天 

9：00～10：00 主題課 行前課 

10：00～10：20 早點心時間 

戶外教學 

10：20～12：00 主題課 

12：00～13：00 午餐時間 

13：00～14：20 午休時間 

14：30～16：00 社團時間 / 主題手作課 

16：00～16：30 午點心時間 

16：30～17：40 體育時間 午點心/結業讚美 

17：40～18：00 靜態活動  /  放學回家囉！ 

★ 桃園教室第五天調整為悠遊生活日 (早上影像閱讀、下午野餐派對) 
  



 

 

✪報名⽅式✪ 

2020 / 10 / 27（二）9：00起開放線上報名。 
網址： https://pse.is/x7nwu 

 

	
✪	營隊相關✪	

一、報名營隊有什麼優惠呢？ 

1. 早鳥優惠：11/30（一）前報名並完成繳費，優惠300元。 

2. 桃園教室特惠：一人同時報名兩個營隊，贈送數學想想教材一套。 

3. 人本之友優惠：只要成為人本之友，即享有營隊活動費（每梯隊限優待一名學員）及出版

品九折優惠，但無法與早鳥優惠合併使用。（若要使用人本之友優惠，請洽各地辦公室詢

問報名方式） 

為什麼要成為人本之友？：https://hef.org.tw/hef-friend/ 

 

 

二、數學想想營的教材是什麼呢？ 

數學想想營使用數學想想教材授課，故需另購教材，營隊教材一到四年級優惠價1,860元（市價

1,980元）、五年級1,200元。線上報名費用已包含教材費用。自備教材者則需輸入折扣代碼，

扣除教材費。（請務必確認教材為下學期；一到三年級各5本、四年級3本、五年級2本） 

	 	

如何成為人本之友？ 

達成下述條件之一，即享有一年人本之友會籍。 

（營隊活動及出版品九折優惠、人本教育札記一年份。） 

◎定期定額，每月捐款1000 元給人本教育基金會，滿一年。 

◎單筆捐款12000 元。 

線上單筆捐款：https://hef.backme.tw/checkout/942/5505 

線上定期定額捐款：https://hef.backme.tw/checkout/942/5571 



 

 

✪	退費辦法及您的權益	✪	
退費辦法：自梯隊出發日算起  
1. 繳完費後,至梯隊出發日期前兩星期通知取消,九五折退費。 

2. 梯隊出發日期前一星期通知取消,九折退費。 

3. 梯隊出發日期前三到七天內通知取消,六折退費。 

4. 出發前兩天通知取消,三折退費。 

5. 活動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 

6. 信用卡繳費,以信用卡退費(之後帳單上會有負數金額,可抵其他消費刷卡費用)信用卡以外方式繳

費者本會以匯款方式退費,於要求退費後約一個月內收到。 

7. 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致營隊停課,將扣除已支出及必要支出的費用,

退還餘款。 

 

您的權益： 

1. 持有人本之友卡之家庭,可享九折優待(每梯隊限優待一名),森小試讀梯、愛智之旅則無此折扣。 

(數想系列,人本之友折扣請洽各地數想工作人員) 

2. 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致取消營隊或延期,學員可選擇另擇期參加同

性質不同梯次之營隊,或選擇原全額之九折退費。 

3. 營隊於進行當中,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為確保學員之安全,得由主辦

單位決定提前結束,並於計算全部成本後,扣除已發生之費用以及未發生但屬於必要之費用後,剩

餘費用全數退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