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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暑假營隊 

給孩子一個精采難忘的暑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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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19（二）9:00 起開放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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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想國 x 森林育 聯合招生 

 

 

台北松隆教室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102 號 3 樓  / 洽詢電話：02-2749-1145 

營隊 

地點 
日期 營隊名稱 

營隊 

代號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松隆 

教室 

7/4 (一) ~ 7/8 (五) 

7/11 (一) ~ 7/15 (五) 
數學想想營 2.0 11QQ05 

升二、升四、升五年級 

共開 3 班，每班上限 12 人 

15,860 元 

(含教材費) 

7/18 (一) ~ 7/22 (五) 數學想想營 11QQ03 
升一、升三、升四年級 

共開 3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860 元 

(含教材費) 

7/25 (一) ~ 7/29 (五) 數學想想營 11QQ03 
升二、升三、升五年級 

共開 3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860 元 

(含教材費) 

8/1 (一) ~ 8/5 (五) 

8/8 (一) ~ 8/12 (五) 
數學想想營 2.0 11QQ05 

升一年級～升三年級 

共開 3 班，每班上限 12 人 

15,860 元 

(含教材費) 

8/15 (一) ~ 8/19 (五) 密室逃脫設計師 11QC02 
升三年級～升六年級 

共開 2 班，每班上限 12 人 
7,000 元 

台北台大教室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 7 樓 / 洽詢電話：02-2367-0151#131 

營隊 

地點 
日期 營隊名稱 

營隊 

代號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台大 

教室 

7/4 (一) ~ 7/8 (五) 勇闖機關島 11F0R1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2 人 
7,000 元 

7/11 (一) ~ 7/15 (五) 追日飛行夢想家 11F0F1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2 人 
7,000 元 

7/18 (一) ~ 7/22 (五) 大台北尋寶記 11F0C2 
升四年級～升國一 

總招生人數 32 人 
7,000 元 

7/25 (一) ~ 7/29 (五) 勇闖機關島 11F0R2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2 人 
7,000 元 

8/1 (一) ~ 8/5 (五) 追日飛行夢想家 11F0F2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2 人 
7,000 元 

8/8 (一) ~ 8/12 (五) 大台北尋寶記 11F0C3 
升四年級～升國一 

總招生人數 32 人 
7,000 元 

8/15 (一) ~ 8/19 (五) 
小一新生營～ 

快樂上學去 
11EK01 

升一年級 

共開 2 班，每班上限 10 人 
7,000 元 

營
隊
梯
次
表 

台北

台大 

台北

松隆 



數想國 x 森林育 聯合招生 

桃園教室 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一街 86 號 2 樓 / 洽詢電話：03-215-0019 

營隊 

地點 
日期 營隊名稱 

營隊 

代號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桃園 

教室 

7/18 (一) ~ 7/22 (五) 驚異大歧航 11QY13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20 人 
7,000 元 

8/8 (一) ~ 8/12 (五) 數學想想營 11QY13 
升一年級～升三年級 

共開 3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860 元 

(含教材費) 

8/15 (一) ~ 8/19 (五) 
覺察力 123～ 

心情開麥拉 
11QY13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20 人 
7,000 元 

8/22 (一) ~ 8/26 (五) 
覺察力 123～ 

動見自我 
11QY13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20 人 
7,000 元 

★ 桃園限定優惠 ★（擇優適用，不得重複優惠） 

A 計畫：覺察力 123 兩梯都報即贈「家裡的森林小學有聲書一盒」(定價 1,200 元)。 

B 計畫：凡報名數學想想營再加報其他主題 2 梯,即贈送數學想想教材一套(定價 1,980 元)。 

C 計畫：四梯全報,教材跟家森都帶回家。 

 

新竹竹北教室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36 號 1 樓 / 洽詢電話：03-554-2322 

營隊 

地點 
日期 營隊名稱 

營隊 

代號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竹北 

教室 

7/4 (一) ~ 7/8 (五) 桌遊創作營 11QHC1 
升二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000 元 

7/11 (一) ~ 7/15 (五) 
袖珍創作 

藝術營 
11HFA2 

升二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000 元 

7/18 (一) ~ 7/22 (五) 數學想想營 11QHQ1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0 人 

8,860 元 

(含教材費) 

7/25 (一) ~ 7/29 (五) 
快樂生活營～ 

遊戲萬歲 
11HFC1 

升一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000 元 

8/1 (一) ~ 8/5 (五) 
小一新生營～ 

快樂上學去 
11HFR1 

升一年級 

總招生人數 20 人 
7,000 元 

8/8 (一) ~ 8/12 (五) 數學想想營 11QHQ1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0 人 
8,860 元 

(含教材費) 

8/15 (一) ~ 8/19 (五) 手繪旅行趣～北埔 11HFA3 
升三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40 人 
7,200 元 

8/22 (一) ~ 8/26 (五) 機關童書營 11QHC2 
升二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0 人 
7,000 元 

★ 新竹限定優惠 ★ 凡報名數學想想營再加報主題 2 梯，即贈送數學想想教材一套。 

桃園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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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教室 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0 號 3 樓 / 洽詢電話：04-2320-0078 

營隊 

地點 
日期 營隊名稱 

營隊 

代號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台中 

教室 

7/4 (一) ~ 7/8 (五) 
小阿基米德 

科學營 
11QTC1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總招生人數 24 人 
7,000 元 

7/11 (一) ~ 7/15 (五) 數學想想營 11QTQ1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860 元 

(含教材費) 

7/18 (一) ~ 7/22 (五) 勇闖機關島 11TCR2 
升三年級～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6 人 
7,000 元 

8/8 (一) ~ 8/12 (五) 科學食驗營 11TCC2 
升一年級 ~ 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6 人 
7,000 元 

8/15 (一) ~ 8/19 (五) 桌遊創作營 11QTC1 
升一年級～升四年級 

總招生人數 24 人 
7,000 元 

8/22 (一) ~ 8/26 (五) 
快樂生活營～ 

東搞西搞俱樂部 
11TCC3 

升一年級 ~ 升六年級 

總招生人數 36 人 
7,000 元 

★ 台中限定優惠 ★ 凡報名數學想想營再加報主題 2 梯，即贈送數學想想教材一套。 

高雄教室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4 樓 / 洽詢電話：07-726-0998 

營隊 

地點 
日期 營隊名稱 

營隊 

代號 
招生對象 活動費用 

高雄 

教室 

7/11 (一) ~ 7/15 (五) 
覺察力 123～好友

你我他 
11QKC5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總招生人數 24 人 
7,000 元 

7/18 (一) ~ 7/22 (五) 數學想想營 11QKQ2 
升二年級～升五年級 

共開 4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860 元 

(含教材費) 

8/1 (一) ~ 8/5 (五) 數學想想營 11QKQ2 
升一年級～升三年級 

共開 3 班，每班上限 12 人 

8,860 元 

(含教材費) 

8/8 (一) ~ 8/12 (五) 
小一新生營～ 

快樂上學去 
11QKC3 

升一年級 

每班上限 12 人 
7,000 元 

★ 高雄限定優惠 ★ 報名小一新生營加數學想想營，即贈送數學想想教材一套。 

  

台中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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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想想營 

台北松隆．桃園．新竹．台中．高雄 

( 梯次眾多，各地日期請參考營隊總表 ) 

你能想像數學課本像繪本一樣美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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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
隊
介
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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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5×4」為什麼答案一樣？ 

  三年級 ｜ 「三分之一」符號怎麼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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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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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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30 想想劇場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戶外行前課 

9：40～10：20 各班相見歡 

戶外教學 

(桃園營隊 

為半日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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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想想營 2.0 （十天） 

台北松隆 第一梯次：7/4~7/8 & 7/11~7/15 

第二梯次：8/1~8/5 & 8/08~8/12 

喜歡「數學想想營」的你，絕對不能錯過的「2.0升級版」。 

延續「數學想想營」的課程及活動設計，我們想要讓孩子有更多時間浸潤在思考及愛學習的環境

裡，2.0版新增「數學想想延伸活動」時間，透由遊戲及練習，協助孩子將所學的單元重點深化、

吸收，同時，提供五堂「人文素養課」，包括音樂、美學、國語文、科學、城市，繽紛且精彩的

素養課，提升學習的熱情、豐富孩子的思考。 

註：數學想想的課程及介紹，請參考本簡章中的「數學想想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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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想想營 2.0 (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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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9：00～10：30 

想想劇場 

(9:00-9:30)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戶外教學 

行前活動 

各班相見歡 

(9:30-10:20) 

10：30～10：50 早點心時間 

10：50～12：10 
數學想想 

(10:40~12:10) 

數想延伸活動 數想延伸活動 數想延伸活動 

科學性社團 II 讚美時間 籌備遊藝場道具 

12：10～13：00 午餐與遊戲 

半日 

戶外教學 

13：00～14：10 午休時間 

14：30～16：00 
數想延伸活動 

素養課 素養課 想想遊藝場 
科學性社團 I 

16：00～16：30 午點心時間 

16：30～17：40 體育時間 

17：40～18：00 靜態活動  /  放學回家囉！ 

 
 

時間 第六天 第七天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9：00～10：30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數學想想 

戶外教學日 

 

暨 

 

家長懇親 

座談會

15:30~17:00 

10：30～10：50 早點心時間 

10：50～12：10 
數想延伸活動 數想延伸活動 數想延伸活動 數想延伸活動 

手作社團 I 手作社團 II 手作社團 III 結業讚美 

12：10～13：00 午餐與遊戲 

13：00～14：10 午休時間 

14：30～16：00 素養課 素養課 素養課 探險家歷程 

16：00～16：30 午點心時間 

16：30～17：40 體育時間 

17：40～18：00 靜態活動  /  放學回家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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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新生營～快樂上學去 

台北台大 8/15~8/19、新竹 8/1~8/5、高雄 8/8~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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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寫字 ｜ 

情緒表達｜ 

生活 & 課業適應 ｜ 

家長座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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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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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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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說出自己的感覺，並且學著瞭解他人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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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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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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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日飛行夢想家 

台北台大 第一梯次：7/11~7/15 

第二梯次：8/01~8/05 

自古以來，人類就想飛上天，不只想模仿鳥類，更想追日，了解

這團熱熱的火球到底有什麼奧秘？為什麼可以一直這麼熱？ 

「太陽」的能量流竄於地球；人類不只可以借助太陽的能量升火

，還可以發電；假若沒有了太陽，農作物無法生長、植物無法行

光合作用、很多生命都無法延續；於是越來越多人好奇……太陽

的能量到底從哪裡來？又消失到哪裡去了？我們留得住嗎？ 

而飛上天，不只是追求太陽，更想體驗飛行，到更高更遠的地方

。達文西的飛行器，又或是萊特兄弟製造的飛機，慢慢的幫人類實現飛上天的願望。但是，孩子

們，你們知道除了飛機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裝置可以飛翔空中嗎? 有熱氣球、滑翔翼、飛行傘

和降落傘等等。而這些各式各樣的飛行到底有甚麼秘密呢？ 

這次我們要一起想想飛行、嘗試追日，從最質樸的猜想開始，研究太陽和空氣浮力的有趣之處！

一定讓孩子不須此行。 

歡迎對科學有興趣的孩子一同來做個追日飛行夢!!! 

🤖 課程：實驗課-熱的傳導與對流、太陽能鍋的原理與實作、解析各式飛行器的秘密、手作風箏

及施放、手擲機大考驗……等 

大台北尋寶記 

台北台大 第一梯次：7/18~7/22、第二梯次：8/8~8/12 

大台北尋寶記是帶領孩子認識城市歷史演變的過程，也是孩子城市

探險的開端。 

這次暑假我們要帶著孩子「再訪滬尾」，這裡有古城、河

巷與老街，從清法戰爭談起，實地走訪紅毛城、真理

堂大書院、殼牌倉庫、舊淡水稅務司官邸、淡水老

街…等等，完成踏尋大台北尋寶記的第四章。 

我們舉辦大台北尋寶記，不是進行幻想的遊戲，也

不是要孩子假扮成海盜尋找安排好的寶物。而是去尋

找人類文明的無限珍寶：通往未來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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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台北尋寶記，已經邁入第五年，從2017年寒假以來，我們年年舉辦大台北尋寶記，帶著孩子看

著古地圖尋訪了台北帝大、台北的四個城門，也帶著孩子走進東區、北投與寶藏巖，最遠走到淡

水進行淡水小鎮之旅，讓孩子藉由城市尋寶的樂趣，追尋台北歷史的足跡。 

為了尋寶，需要知道自己在哪裡、要破解密碼、要有能力閱讀地圖、繪製地圖； 

還要大膽懷疑、小心求證，勇於冒險，從錯誤中學習。 

暑假，我們想要和孩子一起，成為專業尋寶人！ 

密室逃脫設計師 

台北松隆 8/15~8/19 

密室逃脫——彷如偵探小說與柯南動畫的

重現，這些謎團是如何精心設計？又如何

真實的重現？ 

我們將帶領孩子觀察、思考、整合線索，

嘗試破除重重謎團；接著，以設計者的角

度，不只設下隱藏的線索，更要藏的巧妙

、又藏的有脈絡可循。 

是的，我們帶孩子玩密室逃脫，但沒有驚悚，只有探險的趣味跟開箱的驚奇！ 

驚異大歧航 

桃園 7/18~7/22 

新冠肺炎改變了全世界的運作，人為什麼會生病？疾病

是如何傳播的？細菌和病毒有什麼不為人知的身世？人

類又是如何從微生物的世界獲得改進醫療的啟發？ 

我們將帶孩子從科學的角度、歷史的經驗中去叩詢人與

自然的關係中最驚異的一頁！防疫，正是以知識戰勝恐

懼的聖戰，陳建仁前副總統最讚賞的營隊，是孩子最佳

科學素養啟蒙站。 

內容涵蓋：疾病與醫療、免疫與保健、各種手作、科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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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察力123～心情開麥拉！ 

桃園 8/15~8/19 

參加過的孩子說：「上過營隊的課之後，有一天媽媽生氣時，

我發現自己不會也跟著生氣了。」還有家長覺得孩子好像忽然

長大。其實這一切成果都是很自然的，人只要覺察了自己的心

，就對自我多一份認識以及駕御自我的力量，我們透過靜心活

動、情境討論、戲劇表演，引導孩子自然發現他自己。 

覺察力123～動見自我 

桃園 8/22~8/26 

教孩子國英數容易，但要培養孩子覺察力可不簡單。從認識自

我開始，覺察自己從自由的律動與四肢舞動後心情的變化

，是維持身心靈健康的法寶，肢體的放鬆也是跳脫

日常規訓的瞬間，這寶貴的瞬間，正是人全心全

意跟自己在一起的時刻。 

這個暑假，繼「心情開麥拉」之後，我們將帶孩

子跳舞，不只是伸展肢體，而是探索也是感受，他人

眼光與自我觀感為自己帶來什麼樣的能量？ 

 

覺察力123～好友你我他 

高雄 7/11~7/15 

覺察力是從自己出發而走向人群的一種高共感能力，

與人相處要如何洞見人我之間的各種界線？以及體察

人群相處的各種難題，進而越過行為表象相互理解乃

至於合作？孩子在學校沒機會學的，這個暑假讓我們來教。 

我們將以名著繪本「蝴蝶朵朵」為起點，帶領孩子進行各種人我之間界線的討

論，透過心情紅綠燈活動，教孩子表達感受、練習溝通，還特別設計了鍛鍊眼光的活動，引導孩

子發現別人的優點以及體會與人合作的快樂。最後每個孩子都會完成一本自己專屬的「我的使用

說明書」，作為人生階段性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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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生活營～遊戲萬歲 

新竹 7/25~7/29 

放假就是要快樂！ 

然而高層次的快樂不是來自於放空與停滯，而是健康的身體、

積極的行動力以及有靈魂的生活。在快樂生活營，我們想邀請

孩子相聚，一起活動、手做、動腦，遠離3C產品，再次享受

生活。 

課程內容：繪本故事創作、手工書、蛋殼拼貼ヽ兒童人權ヽ

環境與人ヽ科學性社團ヽ運動時間ヽ城市小旅行。 

 

快樂生活營～東搞西搞俱樂部 

台中 8/22~8/26 

今年快樂生活營，我們依舊陪孩子一起活動，更重要的是～抓住暑假的尾巴，我們陪你速速搞定

暑假作業，然後快快加入「東搞西搞俱樂部」行列。 

東搞西搞不是瞎搞亂搞，而是發揮創意搞出名堂。

這裡每天提供搞東搞西前輩的故事、隨手可得

的材料、讓孩子自行發揮創意搞遊戲、搞設

計、搞運動、搞藝術、搞.....，還有天天不同

的手作課、外出運動、好玩的社團.... 

平時在學校鍛鍊不到的，搞不起來的，

暑假就讓我們來陪孩子東搞西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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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創作營 

新竹 7/4~7/8、台中 8/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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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珍藝術創作營 

新竹 7/11~7/15 

孩子們的腦海中有很多創意無限的想像，透過「袖珍創作藝術營」，我們

將帶孩子們盡情發揮想像、實踐設計，完成風格獨具、獨一無二的袖珍

屋，內部有風格獨特的擺設、也可以有巧妙的機關。課堂中，我們會

談論人與空間的關係、袖珍屋的藝術與歷史，在放大與縮小的猜想

中，利用多元的素材，逐步建構出夢想中的Mini Room！ 

 

機關童書營 

新竹 8/22~8/26 

立體童書就像裝載著驚奇機關的書上遊樂園，紙藝與故事的結

合，跳脫傳統的平面閱讀，帶來豐富的視覺及觸覺上的享受，

滿足孩子們探索藝術的好奇心。 

這一梯，我們將帶孩子利用基礎的立體紙藝技巧，設計出數個

故事情節的場景，再結合圖像或文字，裝訂出一本屬於自己的

立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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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繪旅行趣：北埔 

新竹 8/15~8/19 

歌德說：「旅行不是為了到達目的地，而是享受旅途中的樂趣。」 

手繪不只是為了記錄旅行，更是對於旅途中人事物有感的抒發、描繪。 

親愛的寶貝，這次我們要與你一起造訪新竹山城北埔，這裡除了

是公視時代劇《茶金》內容的真實場景，也富有人文風俗

、文學美學創作的底蘊，當然更少不

了各式美食小吃！ 

在穿越老街小巷、踏訪前人足跡以及

享受美食的同時，我們也會協助你利

用手繪、書寫、攝影、拼貼等各種方

式，描繪、紀錄你在旅程中最喜愛的

─也許是一扇門窗、一片葉子、一道

菜的美味或是一段特別的故事。 

相信透過你的眼、耳、鼻、口以及雙

手，感受到的，都是最獨特、難忘的

吉光片羽。 

小阿基米德科學營 

台中 7/4~7/8 

好奇心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動力，然而平

時被課業、活動綁滿時間的孩子，那有餘力張開好奇

的雙眼看看生活周遭？科學因子無所不在，光是我們的

生活裡就有多少「力」正在進行著？例如讓桃花心木種子飄落的、

讓手中跳跳球彈起彈落的、讓船隻浮在水上的、以及當你甩出神

奇寶貝球時所使用的，這些眼睛看不見的動能，人類是怎樣發現

它的存在？ 

這個暑假，讓我們用好奇心當開場，回溯科學家走過的道路，一

起找找生活周遭藏了甚麼科學小秘密？猜想現象背後成因，紀錄在

想想筆記裡，然後動手做實驗來驗證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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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闖機關島 

台北台大 第一梯次：7/4~7/8 

第二梯次：7/25~7/29 

台中 7/18~7/25 

這是一個無固定材料包，陪孩子思索科學原理後，

讓孩子自行發展、設計連動機關的營隊。 

許多生活中的物品，都有著科學知識在裡面，從扭

蛋機、硬幣分類器、動力車，到骨牌怎麼堆疊比較穩？以及軌道要怎

麼設計，溜下來的纜車才能精準的撞到目標物？又或是如何在手不碰到彈珠的狀況下，讓彈珠一

顆一顆的按著軌道滑落？為什麼把東西放在磅秤上，指針就會轉動？為什麼投了零錢進販賣機就

可以輕鬆得到一罐冰涼的飲料？小動作造成大反應的「連鎖效應」就是讓人驚奇之處！ 

讓東西動起來，本身就是動人的一幕！我們將帶領孩子透過親手製作和改良，去實踐自己的創意

，無論是「彈珠下樓梯」、「硬幣自動篩選機」…等等，最後還會把每個人的創意串連起來， 展

現另一種團體合作的力量。 

準備好你的創意與好奇心了嗎？跟著我們一起勇闖機關島囉！ 

          機關影片連結： 

https://www.facebook.com/hef7f/videos/1394234614437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xAhVFQ444&feature=youtu.be 

科學食驗營 

台中 8/8~8/12 

一起來研究食物中的秘密吧！ 

為什麼不同筋性的麵粉，創造出來的料理軟硬差異那麼大？ 

為什麼調整酸鹼值，就可以改變肉質的軟硬？ 

豆漿跟豆腐有什麼關係？黃豆有什麼神奇？ 

自製果汁跟市售果汁差在哪裡？ 

日常食材，其實藏著許多科學上的秘密！ 

今年暑假，就讓我們透過料理日常食材

，探索柴米油鹽醬醋茶的驚奇吧！ 

https://www.facebook.com/hef7f/videos/1394234614437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oxAhVFQ444&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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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 

2022 / 4 / 19（二）9：00 起開放線上報名  

（貼心提醒：本次採用全新的報名平台，敬請提早於4/1~4/18註冊

為會員，以節省報名時間。） 

🌏 消息網址： https://pse.is/43lhtg 

✍️ 前往報名平台註冊：https://living.hef.org.tw 

營隊相關QA 

一、報名營隊有什麼優惠呢？ 

1、人本之友優惠：只要成為人本之友，即享有營隊活動費九折優惠（每梯隊限優待一名

學員），但若營隊有其他優惠政策，則將擇優適用，不得重複優惠。 

（若要使用人本之友優惠，請洽各教室工作人員。） 

2、報名同一地點多梯另有優惠，請見各營隊總表各教室優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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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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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確認您自備的教材為上學期；一到三年級各5本、

四到五年級各3本）。 

三、同一個活動主題，可以報名兩個梯次嗎？ 

活動名稱相同之主題，課程內容皆相同，請擇一梯次參加即可。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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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網頁 

https://www.math-thinking.org.tw/2022summer-camps
https://living.hef.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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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費辦法 

退費辦法：自繳完費用後開始算起 

1. 繳完費後，至開課日(營隊開始)前兩星期通知取消，九五折退費。 

2. 繳完費後，至開課日(營隊開始)前一星期通知取消，九折退費。 

3. 開課日(營隊開始)前三到七天內通知取消，六折退費。 

4. 開課日(營隊開始)前兩天通知取消，三折退費。 

5. 活動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 

6. 如因 COVID-19，政府宣布不能舉辦課程/營隊，我們將全額退費，若仍能舉辦，則會

依照上述退費辦法退費。 

7. 如遇有不可抗力之情事(如颱風、地震、流行病等，標準依政府公告為準)致停課， 

將扣除已發生之費用以及未發生但屬於必要之費用，退還餘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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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將以匯款方式退費，於要求退費後約一個月內收到。 

9. 主辦單位保留修改、終止、變更活動內容細節及視報名人數決定是否開班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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