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暑假想想國 線上系列簡章 

 
 
 

 
 

1-9 年級的課都有喔！ 
 
 
 
 

生活素養：升一∼升六年級 

數學想想：升一∼升六年級 

數想國中班：升七∼升九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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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互動線上課程 



 

 

 

 

 

 

 

 

⬛ 暑期線上課程共有兩大系列 
 

數學想想： 

升一~升五年級：分為 A、B 兩週，內容單元不同、AB 一輪循環開課。 
每週 3,500 元，兩週合報優惠價 6,000 元（教材費 1,860 元另計）。 
 
升六年級：一期六堂課，每期 4,000 元（含教材費），共兩期，內容單元不
同，兩期都上最完整。 

生活素養： 

分為 A、B 兩週，內容單元不同，同單元上兩週最完整，AB 一輪循環開
課。 
適合：升一～升六年級 
單堂 400 元 ，一週 2,000 元 ，雙週 4,000 元。 

報名數學想想任一週，單堂加購價 320 元。 

設備需求 

! 筆電或平板、穩定流暢的網路（可在網路流暢觀看 1080p 高畫質影片）、音訊設備

及視訊鏡頭、舒適的座位以及輕鬆的心情。 

! 會議程式：Cisco Webex Meetings 

招生人數 

! 升一~升三年級：每班以 25 人為限（數想另有安排分組討論，一組 8-10 人） 

! 升四~升六年級：每班以 40 人為限（數想另有安排分組討論，一組 10-14 人） 

 



⬛ 課程介紹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課程採用台大數學系史英副教授總主筆的《數學想想》教材，每次上課，除了

有主講老師，還有助理老師帶討論，維持實體數學想想課的討論精神。 

此外，我們還增加了以下的安排： 

1、上課前的「暖身運動」，以及下午的「延伸課程與練習」時段（升一~升五年級限

定，升六年級則是安排「作業時間」），供孩子自由參加（想要延伸學習的人有福

了！免費奉送時段！）。 

2、每週的課都有三份延伸補充（作業或進階影片），會提供給孩子自主練習。 

3、「延伸課程與練習」每個年級的孩子每週都有兩天，在這時老師會配合進度播放影

片、說明作業，並回應孩子提出的相關問題。 

 
【升一~升五年級】週一~週五上午 9:00~11:00 

A 週：7/5~9、7/19~23、8/2~6 三個梯次（每梯內容相同，擇一梯次參加） 
 

 
 
 
 
 
 
 
 
 

 
B 週：7/12~16、7/26~30、8/9~13 三個梯次（每梯內容相同，擇一梯次參加） 

 
 
 
 
 
 

 
【升六年級】每週二、五上午 9:00~11:30，一期課程六堂課，共兩期，內容不同。 

升一年級 | 人與符號、左右大不同、有幾個、不用一個一個數、哪個比較長 

升二年級 | 算式的意思、圓不圓、10 和 100 的意思、時鐘的故事、直式加法 

升三年級 | 角與腳、平方數、怎麼加比較快、幾分之一、想想月曆 

升四年級 | 東南西北、兩位數乘兩位數、粟米之法、千萬億兆、公斤和公克 

升五年級 | 小度、倍・倍數・公倍數・最小公倍數、因數與倍數、因・因數・公因數・

最大公因數、光與看見 

升一年級 | 來寫 123456789、做加法/＝的意思、寫算式囉、我們的算盤、幾點鐘 

升二年級 | 重量的意思、奇數和偶數、時針與分針、面積的估計、2 的乘法 

升三年級 | 做盒子、蛀蟲吃掉什麼數、垂直的意思、差多少？、一千的意思 

升四年級 | 1/2、2/3、3/4…、尋找北方、畫星星、括弧與引號、直式除法 

升五年級 | 借光、裡面有幾個人、圖解算術、圖解算術與分數、分數分身術 



【升六年級】每週二、五上午 9:00~11:30，一期課程六堂課，共兩期，內容不同。 

「怎麼保證在平面上，任何三角形內角和一定是 180 度？」 

論證，是數學思考的特徵；學論證，則是鍛鍊一個人把事情想清楚、有條有理的說明能

力；在邁進「形式思考期」的年齡，帶孩子脫離課本的框架，迎接論證思考的挑戰！ 

課程特色： 
" 扣緊六年級重要概念「質數」、「比例」、「分數運算」、「速度」等，精選數想單元

深度探討。 

" 考題研究，以國中會考的題目為例，陪孩子研究讀題、分析、試驗、以及說明想

法的能力。 

1、課堂中有「小組討論」時間，由主講老師及助理老師帶領討論。 

2、每週都會排一次「給問時間」（40 分鐘），由助理老師陪寫作業及解惑。 

3、每次上課都有作業，讓孩子延伸自主學習。 
 

第一期：7/6(二)、7/9(五)、7/13(二)、7/16(五)、7/20(二)、7/23(五) 
 
 

 

第二期：7/27(二)、7/30(五)、8/3(二)、8/6(五)、8/10(二)、8/13(五) 
 

 
 

【最佳課表組合】 

年級 升一~升五年級 升六年級 

上課時間 週一~週五 每週二、五 

09:00~09:20 暖身運動 暖身運動 

09:30~10:10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10:20~11:00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11:10~11:30 -- 【數學想想】作業時間 

14:00~15:30 【生活素養】 

（加購選修，詳見下方介紹） 

【生活素養】 

（加購選修，詳見下方介紹） 

15:30~16:30 【數學想想】延伸課程與練習 -- 

 

因數與大格、尋找因數、200 以內的質數、借光專家、考題研究 

從粟米之法看比例、關於分數相加的想法、乘以分數的一個禮拜、 

誰能飆到速限之外、一筆畫星星、考題研究 



⬛ 生活素養： 

共有六大主題，繽紛的生活素養課，讓孩子在暑假下午時光有最佳的享受。 

 
主題一、森小語文 
森林小學最經典的課程，坐在家裡就能享有，由森林小學校務與教學兩位主任親自授

課。 

【課程內容】 

Y升一～升三年級 

A 週： 驚奇的結局/選自歐亨利小說 

B 週： 故事的故事～國王的驢耳朵/選自希臘神話 

老師為孩子講故事，並帶領孩子在聽、讀之中，找出故事背後竟然還有一個說故事

的人..... 

讀出好作品的佈局巧思，體會文學的巧妙，孩子雖小，能學不少。 

 

Y升四～升六年級 

A 週：風箏/選自魯迅文集 

B 週： 鯀禹治水/選自山海經 

閱讀理解不是記得註釋翻譯，而是能讀出作者的深意，覺察自己的觀點；更不是只

會回答測驗的問題、熟練解題的技巧，而是還要提升自己看世界的眼光，感受人的

內在。一般學校省略不教的，森林小學都傳授給你。 

【授課者】 

! 林青蘭/森林小學校務主任 

# 何淑真/森林小學教學主任 

 

 

(接下頁) 



主題二、大師科學 

生而為人，有什麼特別？ 

被蘋果打到，跟牛頓的發現，怎麼會有關？ 

蘋果會往地下掉，那月亮呢？ 

輕重二物會同時落地，伽利略怎麼說服別人？ 

太空照片真真假假，看得出來嗎？ 

脫離了重力的束縛，太空人是自由的嗎？ 

由台大退休教授史英與數學想想國教學長邱曉芬共同合作，為孩子引薦大師思想，深入

淺出，坐在家裡好像上大學。 

【課程內容】 
Y升一～升三年級 

A 週：自由與孤獨 1～牛頓與蘋果 

B 週：自由與孤獨 2～伽利略與斜塔 

 

Y升四～升六年級 

A 週：自由與孤獨 1～也談一點萬有引力 

B 週：自由與孤獨 2～從思想實驗到假新聞 

【授課者】 
# 史英/台灣大學數學系退休教授、 

數學想想總主筆 

# 邱曉芬/數學想想國教學長 

主題三、人與自然 

人類正面對有史以來最難纏的微生物～新冠病毒。害得孩子無法去學校上課，大人無法

正常上下班作息，出門還必須戴緊口罩。回顧人類流行病史，我們沒有不教孩子理解

「病毒」這種微生物的理由，鑑往知來，讓我們以知識戰勝恐懼與焦慮，在孩子的小小

心靈上撒上人類希望的種子。 



【課程內容】 
Y升一～升三年級 

A 週：與疾病共舞 1….人為什麼會生病？ 

B 週：與疾病共舞 2….人類面對疾病的故事 

 

Y升四～升六年級 

A 週：與疾病共舞 1….細菌、病毒與疫苗 

B 週：與疾病共舞 2….恐懼、傳染與控制 

【授課者】 
# 馮雪容/新竹師院幼教系畢業、 

資深幼教及國小教育工作者 

# 呂培瑜/台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碩士 

 

主題四、美學藝術 

剪紙從古到今因應節慶的需求，是庶民的日常，也是最佳的親子活動，更是一項讓頭腦

放空心情放鬆的手作好娛樂～ 

只要一張紙一把剪刀，就可以創造出花草鳥叫蟲鳴、幾何繽紛的世界！ 

就算是剪壞的，剪剩的，拼貼起來一樣美麗熱鬧！ 

每一次的作品都是獨一無二！ 

【課程內容】 
Y升一～升三年級 

A 週：剪紙不只是剪紙 

B 週：即興繽紛萬花筒～馬蒂斯賞析與拼貼技巧 

 

Y升四～升六年級 

中高年級的孩子，對於自我的觀察跟塑造，自我認同更加成熟，有更多自己的想

法，更在意自己在同儕眼中的樣子，本課程將透過製作一張屬於自己臉孔的過程，

讓孩子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看待自己。 

同時，中高年級孩子的賞析能力也大大增強，課程裡會藉由台灣前輩藝術家黃土水

的作品『少女胸像』來進行美學賞析。 



A 週：為自己做張臉～賞析黃土水與他的少女雕像 

B 週：我的樣子是獨一無二的 

【授課者】 
# 徐孟真/東海美術系畢業，曾任森林小學美術老師，現為自

由創作者，創作有「奔跑吧！小黑黑」一書。 

 

主題五、音樂森林 

用兩首世界名曲帶孩子進入想像不到的音樂世界，以後聽任何名曲都能聽出門道，喜歡

音樂的孩子千萬不要錯過，這可是勝過愛樂的導聆喔！ 

【課程內容】 

胡桃鉗進行曲：靠著拆解音樂的元素、融和語言的韻律，孩子不會只是被動的「聽

音樂」，更讓自己主動走進音樂，一窺古典大師創作的手法。 

給愛麗絲：音樂來說故事囉！「給愛麗絲」才不只是一首提醒大家倒垃圾的音樂，

更是貝多芬的浪漫愛情故事。看看樂聖貝多芬，如何利用短短的三分鐘，譜寫出一

個現實與幻想交織的愛情故事。 

Y升一～升三年級 

A 週：音樂裡的童話世界～胡桃鉗進行曲 

B 週：用音樂說故事～給愛麗絲 

 

Y升四～升六年級 

A 週：原來這樣聽～胡桃鉗進行曲 

B 週：聽見作曲家的心聲～給愛麗絲 

【授課者】 
周長誼/東吳大學鋼琴演奏碩士、音樂老師 

 



主題六、城市探索 

城市，是人聚集之所在，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但你知道城市的故事也能從「在地美

食」探索起嗎？防疫期間，不能趴趴走，但能讓思維走在雙腿之前，部署疫情過後自己

的愛智之旅！ 

最近你一定聽過萬華，但可能很少聽過「艋舺」，它是同一個地方的兩個名字，跟台灣

很多發展早的老地方一樣很迷人，這次疫情，讓「萬華」這個名字無人不知，但關於它

的故事，知道的人卻很少，瞭解萬華不是為了萬華，而是為了每一座台灣的城市，尤其

是你所在的城市。 

【課程內容】 
Y升一～升三年級 

A 週：從艋舺到萬華：淡水河貿易、頂下郊拚，為何改名？ 

B 週：食物的城市記憶：萬華人吃什麼？新竹米粉為什麼好吃？台南甜甜、烏魚子

與黑潮，你知道棺材板、白糖粿是哪裡的食物嗎？有什麼故事？ 

(隨課附贈一道城市在地食譜) 

 

Y升四～升六年級 

A 週：從艋舺到萬華：淡水河貿易、頂下郊拚，為何改名？興衰關鍵、街友是誰？ 

B 週：食物的城市記憶：萬華人吃什麼？中壢不是很多客家人嗎，怎麼也會出現滇

緬料理？還有，嘉義火雞肉飯跟戰爭有關耶！ 

(隨課附贈一道城市在地食譜) 

【授課者】 
張尹蘋（Apple 老師）/曾任森林小學老師、人本國外愛智

梯隊老師 

 

 

 

(接下頁) 

 
 
 
 

 



【課表安排】週一~週五下午 14:00~15:30 

【每班人數】30 人 

生活素養課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A 週 7/5 7/6 7/7 7/8 7/9 

升一～升三 美學藝術 音樂森林 森小語文 城市探索 人與自然 

升四～升六 音樂森林 人與自然 美學藝術 森小語文 城市探索 

B 週 7/12 7/13 7/14 7/15 7/16 

升一～升三 美學藝術 音樂森林 森小語文 城市探索 人與自然 

升四～升六 音樂森林 人與自然 美學藝術 森小語文 城市探索 

A 週 7/19 7/20 7/21 7/22 7/23 

升一～升三 美學藝術 大師科學 森小語文 城市探索 人與自然 

升四～升六 大師科學 人與自然 美學藝術 森小語文 城市探索 

B 週 7/26 7/27 7/28 7/29 7/30 

升一～升三 美學藝術 大師科學 森小語文 城市探索 人與自然 

升四～升六 大師科學 人與自然 美學藝術 森小語文 城市探索 

A 週 8/2 8/3 8/4 8/5 8/6 

升一～升三 美學藝術 音樂森林 大師科學 城市探索 人與自然 

升四～升六 音樂森林 人與自然 美學藝術 大師科學 城市探索 

B 週 8/9 8/10 8/11 8/12 8/13 

升一～升三 美學藝術 音樂森林 大師科學 城市探索 人與自然 

升四～升六 音樂森林 人與自然 美學藝術 大師科學 城市探索 

 

 

 

 



 

 

 

 

 

 

 

 

 
 

升七年級：擺脫填鴨的暑假學習計畫 

升上國中，面臨 108 課綱，是一連串新的挑戰，需要的是堅實的數學基礎，而不是「背

公式、勤練習」這種老套的填鴨。 

《數學想想國》多年帶領孩子的經驗，就是協助孩子擺脫填鴨慣性，以建立「活的學習

方法、融會思考的數學觀念、準確的直覺」，因此能讓許多孩子發現自己「原來也很有

數學腦」！ 

【課程特色】 

一、提供深刻內容，掌握會考方向 

多年來會考試題已經證明，要考得好絕不能依賴公式和解題技巧，更不能傻傻地反覆練

習。只有提升對題目情境的敏銳度、融會貫通各種基本概念、培養勇於解題的膽試，才

是最重要的必勝能力。 

二、活潑討論，建設關鍵能力 

暑期課程主要放在穩固孩子的國小基礎，解決孩子國小階段還沒弄清楚的疑惑。 課程中

透過老師引導和同學的共同討論，孩子將學習到三件至為關鍵的事—「提出質疑」、「研

究算式與情境」、「找出條件的關聯性」。 

這樣從內到外的打好基礎，學習上受益的將不只是數學一科。 

 

 



【課程內容】 

7/3~8/21，每週六下午 13:30~15:30，一週一次，共八堂課。 

第一堂課 7/03  我們曾經學過的數與運算 （回顧分數小數的乘除意涵） 

第二堂課 7/10  加入負數新夥伴（負數的運算，為什麼負負得正） 

第三堂課 7/17  另一種認識數字的方法 （質數的意義、質因數分解） 

第四堂課 7/24  數字的關聯怎麼找 Ｉ（公因倍數、互質） 

第五堂課 7/31  數字的關聯怎麼找 II（比與比值） 

第六堂課 8/07  畫圖訓練班  （解決應用問題的重要法寶） 

第七堂課 8/14  國小方法和國中方法（未知數與方程式） 

第八堂課 8/21  簡化計算和式子（練習使用腦黑板） 

【課表安排】 

! 課堂中設有「小組討論」時間，由主講老師及助理老師帶領討論。 

! 每次上課都有作業、要回傳。 

! 每週一次「給問時間」（40 分鐘），由助理老師陪寫作業及解惑。 

年級 升七年級 

上課時間 週六 

13:20~13:30 報到、提早準備 

13:30~14:10 數學想想 

14:20~15:00 數學想想 

15:05~15:30 作業時間 

【設備需求】 

! 筆電或平板、穩定的網路（可流暢觀看 1080p 高畫質影片）、音訊設備及視訊鏡

頭、舒適的座位以及輕鬆的心情 

! 會議程式：Cisco Webex Meetings 

【適合對象】 

! 想要學好數學，但又對數學感到煩惱者 

! 喜歡數學，愛好思考者 

! 對於國小數學內容留有疑惑者 

【收費】6,400 元（含教材費） 

【招生人數】滿 20 人開班，每班以 40 人為限。 



 

升八年級：給自己一個融會貫通的機會 

 

親愛的同學： 

上了一年的國中，數學這一科，是否因為它越來越抽象，要應付的作業和考試也很多，

以致於它和你的距離越來越遠，覺得日增困擾呢？ 

撇過頭不去想它，逃避是沒辦法解決問題的──這個你也早就知道了。若要正面迎戰的

話，需要的絕不是「背題型、猛練習」；現在，你可以給自己一個「融會貫通」的機

會！ 

我們想邀請你，一起來把握暑假的時間，分一部份來好好地回顧七年級所走過的路；再

分一部份來展望八上要邁向的里程。 

【課程特色】 

這樣的數學鍛鍊計畫，有兩大重點： 

一、追尋來龍去脈，瞭解根本的理路 

例如，負負得正（無論是相減或相乘），可以有個清楚的理由，讓你感覺舒坦：「原來如

此，事情只不過是這麼一回事啊。」例如，與其去把一百以內的質數背起來，你更想追

問：隨便一個數，怎麼測試出它是不是質數？而那些判斷法，又是怎麼想到的？例如，

所謂平方根，是怎麼冒出來的想法？..... 

在學校「只重解題」的學習氣氛裡，留下許多沒有被解答的疑惑，它們都指向那些數學

概念的根本；因此，我們要來一起研究討論。把地基往下扎深，那數學跟我們的關係將

煥然一新，你也會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不可同日而語。 

二、思考問題，建立良好的解題習慣 

除了像課本習題那樣的基本題，我們也會陪著你嘗試一些難題，包括升高中的會考題，

要多去覺察分析，自己是怎麼去面對一個題目的：不是去搜尋題庫記憶，不是急著去套

用公式，也不要亂湊算法...... 

一起來重建自己思考與解題的信心，能進能退，不慌不亂：怎麼把題目的重點讀到心

裡？題目先說了這個條件，為什麼又要提到那個？有了初步的想法，試著大膽往下多走

一點？剛剛卡住的地方，和標準解法對比，有什麼發現？解完一題，不是忙著做下一題

──可以再想些什麼？..... 



【課程內容】 

7/3~8/21，每週六上午 9:30~11:30，一週一次，共八堂課。 

第一堂 7.3   負負為什麼得正？──正負數運算、分數的算法是怎麼來的？──分數四則 

第二堂 7.10  質數面面觀、因數與倍數的應用、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第三堂 7.17  代數的力量──一元一次方程式 

第四堂 7.24  代數的力量──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第五堂 7.31  比例問題研究 

第六堂 8.7   看出形式：乘法公式（八上進度） 

第七堂 8.14  畢氏定理與平方根（八上進度） 

第八堂 8.21  「說明題」研究 

【課表安排】 
! 每週開一次「給問時間」（40 分鐘），由助理老師陪寫作業及解惑。 

! 每次上課都有作業、要回傳。 

年級 升八年級 

上課時間 週六 

09:20~09:30 報到、提早準備 

09:30~10:10 數學想想 

10:20~11:00 數學想想 

11:05~11:30 作業時間 
 

【設備需求】 

! 筆電或平板、穩定的網路（可流暢觀看 1080p 高畫質影片）、音訊設備及視訊鏡

頭、舒適的座位以及輕鬆的心情 

! 會議程式：Cisco Webex Meetings 

【適合對象】 

! 自主及自願報名的孩子 

! 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把基礎觀念打好的升八年級學生 

【收費】6,400 元（含教材費） 

【招生人數】滿 20 人開班，每班以 40 人為限。 

  



升九年級：挑戰會考鍛鍊計畫 

今年暑假這個鍛鍊計畫，就是為了幫助「你」把七年級以來學的數學「融會貫通」，跟

一般補習班狂寫題目不同，我們要讓「你」掌握數學的根本，鍛鍊最有利的學習模式。 

【課程特色】 

一、追尋來龍去脈，了解根本理路 

孩子國中數學會有困難，其實是缺乏方向感。事實上，每一個數學主題都有其緣由，每

個解題方法也都有利弊得失。只去研究解題方法，沒有縱向和橫向追尋這樣算的價值和

意義，孩子必然和數學疏離。 

因此，課程的第一部份會先用數想研究為什麼的精神，幫孩子開宗明義地去建立基本的

架構。 

二、面對及思考問題，建立良好解題習慣 

打好了基礎，孩子總是得面對考題。我們帶領孩子，從實際在大小考試遇到的題目，分

門別類。把具有思考性的題目，還是重複運算的問題區分。對於運算的題目，建立簡單

有效的練習方法，避免投入過多的時間在反覆運算。對於思考性的題目，老師會和孩子

提供一種避免背誦，而是從「根本處推理」的解題習慣。 

因此，課程的第二部份會用學校題庫中有代表性的問題，去整理能夠「一以貫之」的解

題思路。 

【課程內容】 

7/3~8/21，每週六上午 9:00~12:00，一週一次，共八堂課。 

第一堂課 7/03  七上 正負數的運算、因數分解、指數 

第二堂課 7/10  七上 一元一次方程式、七下不等式、作業檢討 

第三堂課 7/17  七下 二元一次方程式及聯立、作業檢討 

第四堂課 7/24  七下 比例、對稱、三視圖、統計與圖表、作業檢討 

第五堂課 7/31  八上 乘法公式、多項式、畢氏定理、平方根、作業檢討 

第六堂課 8/07  八上 乘法公式、多項式、畢氏定理、平方根、作業檢討 

第七堂課 8/14  八下 數列與級數、線型函數、作業檢討 

第八堂課 8/21  八下 三角形的基本性質、平行、四邊形、模擬考 

 



【課表安排】 

! 課堂中設有「小組討論」時間，由主講老師及助理老師帶領討論。 

! 每次上課都有作業、要回傳。 

! 每週一次「給問時間」（40 分鐘），由助理老師陪寫作業及解惑。 

年級 升九年級 

上課時間 週六 

8:50~9:00 報到、提早準備 

9:00~9:40 數學想想 

9:40~9:55 作業時間 

10:05~10:45 數學想想 

10:45~11:00 作業時間 

11:10~11:45 數學想想 

11:45~12:00 作業時間 

 

【設備需求】 

! 筆電或平板、穩定的網路（可流暢觀看 1080p 高畫質影片）、音訊設備及視訊

鏡頭、舒適的座位以及輕鬆的心情 

! 會議程式：Cisco Webex Meetings 

【適合對象】 

! 適合自主及自願報名的孩子 

! 願意給自己機會、把觀念基礎打好去迎戰會考的升九年級學生 

【收費】一期 9,600 元（含教材費） 

【招生人數】滿 20 人開班，每班以 40 人為限。 

 

 

 

 



 

⬛ 報名方法 
一律線上報名，連結如下 

數學想想 及 生活素養 升一～升六：https://pse.is/3gxsuu 

數想國中升七班：https://pse.is/3gwyth 

數想國中升八班：https://pse.is/3hb4ck 

數想國中升九班：https://pse.is/3e83yj 

 

 

 

⬛ 暑假線上課程退費辦法 

下列為暑期課程退費辦法，請詳細閱讀您的權利， 

若繳費後因故無法參加，我們將依以下教育局規定辦理退費： 

1、繳費完成，至課程開始日期前兩星期通知取消，九五折退費。 

2、課程開始日期前一星期通知取消，九折退費。 

3、課程開始日期前三到七天內通知取消，六折退費。 

4、課程開始日前兩天通知取消，三折退費。 

5、活動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 

信用卡繳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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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匯款方式退費，於要求退費後約一個月內收到。 

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致停課，將扣除已支出及必要支出的費用，退還餘款。 

 

 

 

⬛ 洽詢方式： 
疲情期間，數學想想國人員採異地，遠距上班的方式， 

歡迎到數學想想國粉絲頁留言或發私訊給我們提問，我們會盡快回

覆，謝謝您！ 

數學想想國粉絲頁 https://www.facebook.com/thinkinggar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