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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隊介紹 

【數學想想營】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你能想像數學課本像繪本一樣美嗎？ 

你能想像老師不要孩子們抄抄寫寫嗎？ 

你能想像孩子們迫不及待地高舉手臂，急著分享自己的論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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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愛上數學。 

課堂中的好問題，邀請你一起來想想！ 

 一年級  等號是什麼意思？「2＋3＝5」會是代表一個怎樣的故事？ 

 二年級  什麼樣的情境要寫乘法算式？「4×5」為什麼答案和「5×4」一樣？ 

 三年級  「1/3」怎麼讀？「之」是什麼意思？怎麼想「3 是 18 的幾分之一」？ 

 四年級  為什麼在數字後面「加個零」就代表乘 10？ 

 五年級  為什麼兩個數字的「最小公倍數」不一定是兩個數字相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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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隊時間說明： 

 數學想想營三天系列（週五至週日），活動時間為 8：40～16：00，

早上最早可 8：10 送孩子到營隊，最晚 17：00 接孩子回家。 

 數學想想營五天系列（週一至週五），活動時間為 8：50～18：00，

早上最早可 8：10 送孩子到營隊； 

下午最早可於 16：30、最晚可於 18：30 接孩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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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安排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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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家長也做好準備，一起幫助孩子減低受挫，

快樂上學去！ 

 
 

★ 拼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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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字：引導孩子玩味寫字的樂趣，漸進式的引導孩子慢慢發現及

掌握自己的書寫力。 

★ 情緒表達：讓孩子認識及接納自己的各種情緒、學會用適當的方

法與管道抒發感受，練習說出自己的的感覺，並且學著瞭解他人

的感受。 

★ 生活及課業適應：老師與班級常規、聯絡簿在幹嘛、為什麼要上

學、成績的意思、為什麼要考試、怎樣練專注。 

★ 家長座談：特別邀請專家跟家長座談，暢談上學會遇到的問題以

及因應之道。 

 

參加本梯特別贈品：「快樂上學去」親子互動筆記書 

 

 

 

 

 

營隊時間說明： 

小一新生營（週一至週五）， 

活動時間為 9：00～18：00， 

早上最早可 8：10 送孩子到營隊； 

下午最早可於 16：30、最晚可於 18：30 接孩子回家。 



【袖珍店鋪手作營】台北  
 

～在小小世界實現夢想店鋪～ 
 

說到賣東西，你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曾擺起小攤子，當起老闆賣東西，如

果他能擁有自己的一個店鋪，會怎麼樣裝飾它？會賣些什麼？會有哪些

巧思呢？有別於平時的「扮家家酒」，這次我們要帶孩子在袖珍世界裡

完成夢想！ 

孩子不僅要考量所賣的商品，還要運用想像力設計招牌、營造店鋪風格，

營隊最後還將結合多個作品，締造出獨一無二的商店街。 

我們相信每個小孩的腦袋裡都藏著無限創意，藉由這樣的手作，他不只

是學到巧手之技，還能學習到整體性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正是袖

珍手作的迷人之處！ 

 

 

 

 

 

 

 

 

 

 

 

 

 

 

 

營隊時間說明： 

袖珍店鋪手作營（週一至週五）， 

活動時間為 9：00～18：00， 

早上最早可 8：10 送孩子到營隊； 

下午最早可於 16：30、最晚可於 18：30 接孩子回家。 



【科學「食」驗營】新竹  台中 
～美味料理，動手作，玩科學～ 

 

為何不同筋性的麵粉，可以創造出軟硬差

異如此大的料理？為何單純改變料理步驟

順序，口感吃起來會完全不一樣？ 

為何調整酸鹼值，就可以改變肉質的軟硬？

其實在每天的廚房裡，藏著許多我們未察

覺的化學變化。 

今年暑假，我們希望帶孩子認識化學分子

運作的法則。在料理過程中，探索柴米油

鹽醬醋茶的驚奇！  

 

 

 

 

【桌遊創作營】台中 

愛因斯坦說：「Play is the highest form of research.」（遊戲是最高等

的研究方式）。 

透過桌遊活動來趟邏輯力大翻轉吧！營隊中將把玩多款桌遊，從中鍛鍊

團隊合作能力、思考競賽策略，讓觀察力、邏輯力、合作力、創造力大

躍升！ 

除此之外，更進一步指導孩子理解桌遊設計的重要元素，透過「遊戲設

計」的課程，融入個人喜好的各種元素，動手製作一份桌遊帶回家，讓

心智思考的活動繼續在家裡延伸。 

 

 

營隊時間說明： 

科學「食」驗營（週一至週五）， 

活動時間為 9：00～18：00， 

早上最早可 8：10 送孩子到營隊； 

下午最早可於 16：30、最晚可於 18：30 接孩子回家。 

營隊時間說明： 

桌遊創作營（週一至週五）， 

活動時間為 9：00～18：00， 

早上最早可 8：10 送孩子到營隊； 

下午最早可於 16：30、最晚可於 18：30 接孩子回家。 



【機關王】台中 
有一天，想想家發現了機關設計寶

典，上面寫著：只要掌握「力」，

就可以設計出屬於自己的機關，成

為厲害的「機關王」。 

於是想想家邀請師父一起解密，在

他們日夜實驗探索下，造出一批令

人意想不到厲害的機關，他們決定

用這些機關佈置成超級好玩的探險樂園，你想知道怎麼設計嗎？一起來

動腦動手，踏上想想機關王之旅！ 

 

 

 

 

【快樂生活營】高雄  
 

放假就是要快樂，然而快樂

卻無法來自放空與停滯，事

實上，健康的身體、積極的

心靈以及有靈魂的生活才是

人生快樂的泉源。讓我們利

用暑假，在國小階段就幫助

孩子發展能力，為平衡身心

靈打好基礎。 

本營隊將透過「身體與律動」、「繪畫與攝影」以及「EQ 建設～聆聽

表達」等三大課程，帶孩子們從自我出發，觀照自身、培養美的眼光，

練習說話、聽話以及跟別人對話。 

營隊時間說明： 

快樂生活營（週一至週五）， 

活動時間為 9：00～18：00， 

早上最早可 8：10 送孩子到營隊； 

下午最早可於 16：30、最晚可於 18：30 接孩子回家。 

營隊時間說明： 

機關王（週一至週五）， 

活動時間為 9：00～18：00， 

早上最早可 8：10 送孩子到營隊； 

下午最早可於 16：30、最晚可於 18：30 接孩子回家。 



營隊相關 QA
一、報名營隊有什麼優惠呢？ 

 早鳥優惠：5/14（二）前報名並完成繳費，五天營隊一律優惠 300 元、 

快樂生活營(十天營)優惠 600 元。（三天數想營沒有早鳥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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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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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hef.org.tw/heffriend.html 

如何成為人本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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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成上述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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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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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數想營三天營隊及五天營隊有什麼差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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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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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營隊課程內容比三天營隊多兩個單元課程與戶外教學。 

 五天營隊活動時間為 8：50～18：00， 

三天營隊活動時間為 8：40～16：00。 

 

 

三、同一個活動主題，可以報名三個梯次嗎？ 

 同一個活動主題，課程內容皆相同，請擇一梯次參加。 

 

 

 

 

 

 

 

 

http://www.hef.org.tw/heffriend.html
https://hef.backme.tw/checkout/942/5505
https://hef.backme.tw/checkout/942/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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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 (一)~7/12 (五) 數學想想營 08QQ05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6,7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7/15 (一)~7/19 (五) 
袖珍店鋪 

手作營 
08QC02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7/22 (一)~7/26 (五) 數學想想營 08QQ05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7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7/29 (一)~8/02 (五) 
袖珍店鋪 

手作營 
08QC02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8/05 (一)~8/09 (五) 數學想想營 08QQ05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7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12 (一)~8/16 (五) 
小一新生營～

快樂上學去 
08QC02 

升一年級 
6,700 元 

共開 3 班，每班上限 10 人 

台北 

台大教室 

7/05 (五)~7/07 (日) 數學想想營 

08QQ03 

升一年級～升五年級 
4,3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7/26 (五)~7/28 (日) 數學想想營 
升一年級～升五年級 4,3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02 (五)~8/04 (日) 數學想想營 
升一年級～升五年級 4,3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桃園市 

新埔國小 
8/16 (五)~8/18 (日) 數學想想營 08QQ04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4,3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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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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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市新埔國小  桃園市桃園區經國路 208巷 36號 

 

 

 

 

 

http://goo.gl/maps/23fHG


 

新竹 

營隊地點 日期 營隊內容 
營隊 

代號 
招生限制 活動費用 

竹北教室 

7/08 (一)~7/12 (五) 科學「食」驗營 08QHC2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22 (一)~7/26 (五) 數學想想營 08QHQ2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6,7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05 (一)~8/09 (五) 數學想想營 08QHQ3 
升一年級～升五年級 6,7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12 (一)~8/16 (五) 科學「食」驗營 08QHC3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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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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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8 (一)~7/12 (五) 桌遊創作營 08QTC2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7/15 (一)~7/19 (五) 科學「食」驗營 08TCC1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7/26 (五)~7/28 (日) 數學想想營 08QTQ2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4,3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05 (一)~8/09 (五) 數學想想營 08QTQ3 
升一年級～升五年級 6,7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5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12 (一)~8/16 (五) 機關王 08TCR1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8/19 (一)~8/23 (五) 桌遊創作營 08QTC3 
升一年級 ~ 升六年級 

6,700 元 
總招生人數 40 人 

 
營隊活動地點：台中教室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0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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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2 (五)~7/14 (日) 數學想想營 08QKQ2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4,3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7/15 (一)~7/26 (五) 

(週一到週五，共 10天) 
快樂生活營 08QKC3 

升二年級～升六年級 
13,400 元 

總招生人數 30 人 

8/05 (一)~8/09 (五) 數學想想營 08QKQ2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6,700 元 

(教材須另繳 1,860 元)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12(一)~8/16 (五) 
小一新生營 

快樂上學去 
08QKC3 

升一年級 
6,700 元 

共開 1 班，每班上限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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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費辦法及您的權益
退費辦法: 

自梯隊出發日算起 (本退費辦法不適用愛智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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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方式

2019 / 4 / 16（二）9：00起開放 網路 報名。 

報名網址：https://reurl.cc/rvzOy 
 

https://reurl.cc/rvzO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