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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離觀察人本課堂 

擔任「教室協助者」是你唯一的選擇！ 

主辦：人本教育基金會 

你是否對填鴨的教育失望？ 

你是否想過不獎勵、不用集點競賽，也能激起小孩對知識的渴望？ 

你是否好奇人本自行研發的教案是如何進行？ 

 

    每年的暑假以及寒假，「想想國」都會推出自行研發的營隊，招生主要對象為國小學生，除了讓

孩子有機會在寒暑假體驗不一樣的數學，也能在不同的主題裡跳脫制式的學習方式，培養練習想想

的能力，並且與願意善待孩子的老師們，共同度過愉快且自信滿足的假期。 

 

歡迎報名 教室協助者 

讓自己跟理想的距離更近！ 
 

    為了真正了解「人本」的教學，您必須成為一位「協助者」；因為，小孩的心智活動，是相當個

人而又尊貴的，不能像白老鼠在實驗室，讓陌生人隨意窺視。如果相反的，您是一位無私的出手協

助的人，在小孩身邊，您就成為這教室裡不可或缺的一員，同時，這教室也就成為您的場域，您可

以在其中關切班級互動、好奇教學安排、思考教育問題，和師生一同學習與成長！ 

 

【擔任教室協助者】 

我們每年都開放「寒暑假營隊」給有興趣瞭解我們教學的朋友，以「教室協助者」身分進入班級跟孩

子一起學習與成長，擔任「教室協助者」一定要修習 9 小時「預備課程」，以及參與必要的籌備會議，

預備課程完全免費，僅需繳納 1000 元保證金，出梯後退還。「教室協助者預備課程」每年春秋兩季都

有開設。 

 

 

 

 

 

 

 

  

成為教室協助者 進一步成為數想教師 

教協培訓 營隊實習

出梯 9 小時預備課程 

三次籌備會議 

一次行前會議 

需先繳交保證金 1000 元 

在營隊中， 

實際擔任教室協助者。 

完成後，退還保證金 1000 元 

師資培訓 

「教室協助者」為完整師資培訓中的

一環。若有興趣「教學」者，可進一

步參加師資培訓「基礎課程」，將有

機會成為數想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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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課程介紹】 

培養孩子思考力~ 從國小數學教育做起 

★4/30 台北實體場 ★5/14 線上場 

什麼是「數學想想」？跟體制的數學課有何不同？數學能力到底是什麼，又該怎麼培養。在新的學

習浪潮之下，不加思索的反覆做題目，必然無助於真正能力的培養。那到底該協助什麼，才會讓孩

子無畏無懼地向上提升自己的能力呢？ 

 

人本兒童觀 

★4/30 台北實體場 ★5/14 線上場 

兒童，擁有無畏的生之勇氣，以一顆毫無畏懼的心闖蕩、摸索干擾著週遭環境的秩序，從中認識並

建構屬於自己的世界；而大人在這時候要扮演什麼角色？陪伴？支持？或是管教？ 

 

溝通技巧與演練  

★5/15 實體課程：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高雄 

突破溝通的盲點，轉化和改變，從認識自己的語言開始－ 

溝通，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更理解小孩！ 

孩子之間的相處，容易發生語氣、語意上面的誤會，這時候我們要如何協助孩子？ 

很多時候為什麼小孩不願意說？ 

 

如何在人本課堂擔任教室協助者？  

★實體課程：5/15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高雄 

老師怎麼來的？在營隊中，小孩要上多少課？ 

整個營隊的內容安排是什麼？「教室協助者」的角色與定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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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表】 

★ 台北：4/30 (日)、5/15 (日) 兩天實體課程 

如無法出席 4/30 實體課，可於 5/14 線上補課。 

上課地點： 台大教室（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77 號 7 樓）松隆教室（台北市松隆路 102 號 3 樓）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4 / 30 (六) 

台大教室 

10:00-12:00 培養孩子思考力~ 從國小數學教育做起 

13:00-15:00 人本兒童觀 

5 / 15 (日) 

松隆教室 

9:30-12:00 溝通技巧與演練 

13:00-15:30 如何在人本課堂擔任教室協助者？ 

 

★ 其他地區：本次培訓課程採用「5/14 線上課程」＋「5/15 實體課程」。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5 / 14 (六) 

線上課 

13:00-15:00 培養孩子思考力~ 從國小數學教育做起 

15:30-17:30 人本兒童觀 

5 / 15 (日) 

實體課 

9:30-12:00 溝通技巧與演練 

13:00-15:30 如何在人本課堂擔任教室協助者？ 

 

線上課程：使用 Webex Meetings 軟體 

實體上課地點： 

 桃園：桃園教室（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一街 86 號 2 樓） 

 新竹：新竹教室（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36 號 1 樓） 

 台中：台中教室（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0 號 3 樓） 

 高雄：高雄教室（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4 樓） 

【籌備會議】 

地點 台北 桃園 新竹 台中 高雄 

日期 

5/22、6/12、6/26 

(週日)下午

13:00~17:00 

6/12、6/19、6/26 

(週日)下午

13:00~17:00 

6/11、6/25 

(週六)下午 

13:00~17:00 

6/18、7/2 

(週六)下午 

13:00~17:00 

6/18、7/2 

(週六)下午 

13:30~17:00 

地點 松隆教室 桃園教室 新竹教室 台中教室 高雄教室 



2022 春季數學想想國「教室協助者」培訓 

 

【營隊時間】(至少擇一梯次參加) 

台北  地點：松隆教室（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102 號） 

營隊 數想 2.0 營 數想營 數想營 數想 2.0 營 

營隊 

日期 

7/4-7/8 

7/11-7/15 

（十天） 

7/18-7/22 

（五天） 

7/25-7/29 

（五天） 

8/1-8/5 

8/8-8/12 

（十天） 

學生 

年級 

升二、升四、 

升五年級 

升一、升三、 

升四年級 

升二、升三、 

升五年級 

升一、升二、 

升三年級 

行前會議

時間 

7/3(日) 早上

9:00~12:30 

7/17(日) 早上

9:00~12:30 

7/17(日) 早上

9:00~12:30 

7/30(六) 早上

9:00~12:30 

桃園  地點：桃園教室（桃園市桃園區中埔一街 86 號 2 樓） 

營隊 數想營 

營隊 

日期 

8/8~8/12 

(五天) 

學生 

年級 

升一、升二、 

升三 

行前會議

時間 

8/07(日) 早上

9:00~12:00 

新竹  地點：新竹教室（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36 號 1 樓） 

營隊 數想營 數想營 

營隊 

日期 

7/18~7/22 

(五天) 

8/8~8/12 

(五天) 

學生 

年級 
升二 ~ 升五 升一 ~ 升四 

行前會議

時間 

7/16(六) 早上

10:00~15:00 

8/6(六) 早上

10: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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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  地點：台中教室（台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30 號 3 樓） 

營隊 數想營 

營隊 

日期 

7/11~7/15 

(五天) 

學生 

年級 
升二 ~ 升五 

行前會議

時間 

7/10(日) 早上

9:00~15:00 

高雄  地點：高雄教室（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4 樓） 

營隊 數想營 數想營 

營隊 

日期 

7/18~7/22 

(五天) 

8/1~8/5 

(五天) 

學生 

年級 
升二 ~ 升五 升一 ~ 升三 

行前會議

時間 

7/17(日)早上

9:00~12:00 

7/30(六)早上

9:00~12:00 

 

教室協助者權益義務與注意事項： 

1. 為確保受訓品質，請全程出席預備課程、籌備會議 (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2. 預備課程完全免費，僅需繳納 1,000 元保證金，營隊實習結束後退還。 

3. 若因故無法參加預備課程，在實際開課日前提出申請退費，退還繳納費用總額百分之九十。 

4. 每人至少擇一營隊參加。報名時填寫出梯意願，實際出梯日期及年級，由主辦單位依照人力

的整體規劃、協調討論後進行安排。 

5. 營隊實習期間補助車馬費(每日 500 元)及及供應午餐、點心。 

6. 參與「數學想想營」完成實習後，可擁有正式數學想想「教室協助者」資格。 

7. 如未能遵守主辦單位培訓及出勤規定而導致無法出梯，保證金將轉為培訓費用不獲退還。 

 

歡迎加入「教室協助者」，讓自己跟理想的距離更近！ 

為台灣的下一代，創造美好的成長環境，改變我們共同的未來！ 

 

報名網址：https://pse.is/3z69am   

https://pse.is/3z69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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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教育基金會 數學想想國營隊「教室協助者」報名表 

專案號：                                                     行政記錄：•  政龍  •  泛太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學歷 
 

(在校生請填寫年級） 
服務機關  

通訊地址 • • •  

戶籍地址 • • •  

電話 
(市話) (手機) 

E-mail 
(請務必要留) 

 

經歷(社團、營

隊、工作、……) 

 

覺得自己有哪些

特質？ 

 

參加課程 
• 我可以全程參加兩天預備課程、三次籌備會議、一次行前會議、一梯營隊。 

• 我要參加兩天的預備課程，純屬個人進修，故不參加籌備會議、營隊。 

志願安排 

我希望參與的營隊地點：• 台北 • 桃園 • 新竹 • 台中 • 高雄 

我希望參與的營隊日期：＿＿＿＿＿＿＿＿＿＿＿ 

我希望優先擔任：• 升一年級 • 升二年級 • 升三年級  

• 升四年級 • 升五年級的「教室協助者」 

（請以阿拉伯數字填上您的優先順序） 

消息來源 

• 朋友介紹 • 數學想想粉絲團 • 數學想想官網______ • 人本電子報 

• 拿到 DM，地點               • 就讀學校老師介紹  • 其他               

• 本人同意「退費辦法」及「教室協助者的權益義務與注意事項」,且已完整閱覽、理解並同意如連結內容所

示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同意書」 https://hef.org.tw/pipn/ 

繳費方式：• 現金  • 劃撥  • ATM          經手人：         經手日期： 

【報名方式】填妥報名表，傳真或 E-mail 至數想國教室。 

電話：(02)2749-1145 傳真：(02)2749-1531 E-mail：wenchi723@hef.org.tw 陳玟綺 

【繳費方式】繳納現金   請親至本會數學想想國 

     劃撥帳號   13385805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備註欄：數想教師協助者-姓名 

     ATM 轉帳  聯邦銀行，銀行代碼 803；虛擬帳號：10021+參加課程者的身份證字號「後面 9 碼數字」(英

文字母「不用」輸入)，共 14 碼數字。例如：身份證字號 A123456789，則輸入 10021123456789。 

mailto:wenchi723@he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