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本 2014 寒假系列活動 
11 月 4 日早上九點開始報名 

(愛智、見識營、教師營、森小試讀父母成長班即日起開始報名唷) 

☆兒童森林育  ☆數學想想營  ☆寒假數學想想國 

☆森林小學系列  ☆羅馬、龐貝愛智之旅  ☆見識營  ☆教師營 

 

生態、運動、創意、活力 

您和孩子可以享受一個充滿愛與學習的歡樂假期 
 

用愛築起通往知識的道路 
在戲劇梯，孩子演出莎士比亞的劇本故事， 

將身體、創意的各種可能性盡情地在舞台上展現。 

在機關梯，大夥一起探索科學的奧妙， 

將創意與生活結合，做出一個獨特的機關。 

在築巢梯，孩子用身體勞動 

認識人的需要與建築設計美學，累積對土地的疼惜與感觸。 

 

唯有透過了解與體驗， 

當孩子心裡有了對他人、對事物的關懷，才能有最深刻的學習。 

在森林育，「學習」是大人跟小孩間最浪漫的互動之旅。 

 

我們提供豐富的「知性環境」， 

設計動腦、動手、動身體的活動，帶孩子從玩耍中發展智慧， 

在玩耍中還原探索世界的樂趣！ 

 

 

沒有哨子與口令，只有尊重、瞭解與教育 

森林育提供孩子豐富的「人的環境」與「愛智的文化」 

 

每天，大人寫讚美卡給孩子，鼓舞他向上向善發展的力量； 

利用豐富的教案，引發孩子對人類文明的好奇，對自然生態的關心， 

 

當孩子間發生衝突，大人跟孩子們用「談的」，陪孩子們理解人的差異。 

透過生活會，孩子們討論各種生活上的議題，使分歧的想法互相激盪； 

 

以自由、快樂、愛智的營隊文化，讓孩子享受假期！ 

 

明年寒假，萬眾矚目最好的活動， 

我們已經為您跟孩子準備好了，這豐富的森林饗宴，一定要來享受喔！



大人的溫柔對待，讓孩子自信自在！ 

 

每年都帶給家長與小朋友眾多驚喜的人本森林育， 

這一次，除了創新的主題外， 

還要邀請您一同來進行一項甜蜜的家庭運動— 

「以啟發取代懲罰—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家」立約運動！ 

 

森林育不打不罵的溫柔對待， 

總帶來創意十足的教育方法與親密互動， 

許多孩子回家後，興奮的向父母細數對人與世界的新發現， 

說「原來我也可以做到……」、「原來事情是這樣……」 

 

積極的教育作為，為孩子帶來思想的轉化，而不只是行為的改變！ 

 

歡迎您與我們一同加入不打不罵溫柔對待的行動行列， 

我們將致贈您「愛的手冊」， 

營隊結束後的親職講座， 

也將為您進一步提供無須打罵的甜蜜家庭妙方喔！ 

 

■ 「以啟發取代懲罰—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家」立約運動，由人本發起，曾志朗、洪蘭、于美

人、孫大偉、郝廣才、王浩威等人響應支持，邀請爸媽們許下對自己的諾言，不倚賴體罰為管教

手段，營造甜蜜理性的家庭氣氛！詢問電話：（02）23670151-230 

 

別出心裁的主題營隊系列 

築巢系列 
築巢 

築巢小子的空間體驗 

兒童創作系列 
莎士比亞的奇想世界 

魔法動畫家 

單車系列 
鐵馬醫師自由行 

少年 MATCH單車 

自然科學系列 
勇闖機關島 

人文系列 
小小烏來尋訪團 

森林小學系列 
寒假森林小學(試讀梯) 

小寒森 

數學想想系列 
一年級介紹、二年級介紹 

三年級介紹、四年級介紹 

五年級介紹、寒假數學想想國 

愛智之旅 
羅馬、龐貝愛智之旅 

 

其他 
高中生的見識營 

創新教學教師營 

 



築巢系列 

築巢  建築與空間體驗營  全國首創結合教育與綠建築專業的兒童營隊 

 

「小孩幾乎是一想到就討論，一討論好就動手去做，比大人還勇於面對夢想，挑戰問題！」 

       

    不只是鳥類有巢，人也有巢！人類不斷發展的文明，讓人的巢，不再需要遷就自然環境，我

們的祖先，從茅草遮蔽的時代，走進機能完善的現代建築！然而愈來愈多的建築師聲嘶呼籲，若

在規劃建築的時候，願意多加考慮許多因素，就能減少很多對於冷氣電力的依賴，而這點在許多

新規劃的重建學校中，被充分的證明了！ 

    「築巢」梯，是個完全針對孩子們設計的體驗營隊，要跟孩子們在五天之內，一起完成屬於

自己的「巢」，孩子們從測方位、找地點、選材料、搭建、裝飾，都要自己來。這是一個結合教育

與建築專業的營隊，在情境的引導與實際動手之中，知識自然的發生，穩定結構的原理、工匠的

專注精神、欣賞與合作的氣度、對土地與生態的關懷，更激發孩子們自力築夢的潛力。全國僅見，

名額有限，請盡速報名！ 

親愛的小寶貝們，你有自己的秘密基地嗎？你有跟朋友們一起建造過秘密基地嗎？ 

我說的秘密基地不是桌子也不是床下或是衣櫃裡，而是你跟朋友們一起完成的「大」基地， 

有多大呢？可以裝得下你還有你的朋友們，可以比你高，也可以有鞦韆或滑梯， 

可以讓你舒舒服服的躺在那享受陽光與微風…但是它最妙的是 是你自己用手做出來的！ 

 

當然有了秘密基地，就不能少了鄰居跟街道，我們會成為一個特別的城市， 

除了關心自己的小小世界，關心別人的小小世界，會發現更多更有趣的事情喔！ 

 

只要你有一點點力氣，有想解決問題、想挑戰跟別人一起合作的感覺， 

別怕，就請你放心快樂的來玩，剩下的我們都會幫著你一起學會， 

用不一樣的角度來愛自己的空間與生活環境……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F0A1 
新北市新店區 

龜山童訓中心 

1/22(三)~1/26(日) 

五天四夜 
小六到國二 60 名 7000 元 台北 

03F0A2 
新北市新店區 

龜山童訓中心 

2/5(三)~2/9(日) 

五天四夜 
小四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台北 

03HFH1 
寶山鄉雙溪國小 

三峰分校 

1/21(二)~1/25(六) 

五天四夜 
小四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新竹 

03TCA1 
雲林縣水林鄉 

    宏仁國小 

1/21(二)~1/25(六) 

五天四夜 
小三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台中 

03KCA1 
高雄市 

木柵國小 

1/22(三)~1/26(日) 

五天四夜 
小四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高雄 

▲TOP 

 

 



築巢小子的空間體驗 
親愛的築巢小子，歡迎加入我們的空間想想國，進行一趟空間體驗之旅。 

這是個不一定需要鋸木頭、敲釘子，就能蓋出秘密基地的國家喔！ 

在空間想想國裡，有各種好玩的材料可以讓你建造祕密基地，包括大大小小的箱子、積木、沙包、

輪子、花布，還有許多回收再利用的資源，要讓築巢小子們盡情的發揮創意。你可以設計戴著面

具的房子、寵物居住的房子、還有各種遊戲功能的房子---，築巢小子們不但要創造屬於自己的幻

想空間，而且還要設計各種好玩的遊戲，招呼客人來基地遊玩呢！ 

歡迎喜歡蓋祕密基地的小小朋友趕快來報名囉！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HFH2 
寶山鄉雙溪國小 

三峰分校 

2/6(四) ~2/9(日) 

四天三夜 
小二到小四 60 名 6500 元 新竹 

▲TOP 

 

 

兒童創作系列 

 

莎士比亞的奇想世界 戲劇營 

 
唸這段台詞，請你們要像我方才唸給你們聽那樣，從舌尖上輕鬆的吐出來。—《哈姆雷特》 

 

因為我們希望看見孩子充滿創意，請讓孩子來玩戲劇。 

戲劇是一座橋，為孩子串起現實與想像兩個世界。從劇中角色的揣摩到感受表演的美妙、從道具

服裝的設計到如何挑選一個「舞台」展演，在梯隊裡，我們看到孩子們散發著創造的能量。 

 

因為希望孩子擁有自信、喜歡自己，請讓孩子來玩戲劇。 

孩子演戲不只是好玩敢秀，更是建立自信、喜歡自己的開始。不用擔心孩子內向害羞，我們將在

每個階段的課程設計，協助孩子一步步看見自己。每一次好的經驗，都是培養自信與興趣的關鍵。

戲劇教育跟演出訓練不同，它的目的不在於取悅觀眾，而是重新找回自己。 

 

因為分工合作與展現自我同等重要，請讓孩子來玩戲劇。 

在劇場活動裡，孩子們要練習彼此討論並協調扮演角色，這是人生中一次能透過自已與他人，共

同看見自己符合哪個角色的真實體驗。而繁重的幕後工作，更考驗著孩子們團體分工合作的協調

能力。 

透過參與劇本分析、體驗讀本、彩妝設計及各項劇場工作…，感受到如社會縮影的分工，每個人

都得到了展現自己長才的機會，在劇場裡只有能力沒有排名。 

 

實際接觸莎劇文本，孩子的視野與想像世界都更廣了。 

這次寒假梯隊設計中，我們以莎士比亞的劇本作為孩子學習的素材。莎士比亞的劇本內容豐富，

劇中人物的性格鮮明，且選材來自日常生活中，極有感染力。 

在歐美國家孩子的成長過程中，大家都會以演過莎翁的戲為傲，而在台灣，這五天，我們就是要

帶孩子恣意徜徉在莎翁的劇場花園裡。 



戲劇表演融合了多種藝術的創作展現，文學、美學、肢體、創意……孩子的各種可能性都將在舞

台上一一展現。 

 

親愛的寶貝，你聽過莎士比亞嗎？你是不是跟莎士比亞一樣是個愛想事情的人呢？想一個不太可

能發生的事、不太可能出現的人、不太可能的……，但是，只用想的好可惜喔！現在，我們自己

當演員、化妝、設計服裝，合力把這些不可能都變可能！ 

 

活動內容： 

認識莎士比亞、試鏡大會、認識自己的身體-肢體練習、聲音的喜怒哀樂-聲音的表情、劇本角色

解析、讀劇練習、粉墨豋場、造型課程、佈景服裝道具製作。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HFD1 
新竹縣小學 

洽詢中 

1/22(三)~1/26(日) 

五天四夜 
小三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新竹 

03KCD1 
屏東縣佳佐國小 

中興分校 

2/5(三)~2/9(日) 

五天四夜 
小一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高雄 

▲TOP 

 

 

魔法動畫家   

動畫不是「會動的畫」的藝術，而是「畫出來的運動」的藝術。—《諾曼‧麥克拉倫》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網路讓我們可以輕易上網搜尋各式各樣的動畫或是影片。而電腦、電視的普

及，也讓知識以各式各樣的方式呈現，其中動畫最能擄獲孩子的心！它讓孩子目不轉睛的看了許

久，甚至連做夢的內容也都離不開那些動畫中的角色，但我們是否曾陪孩子一起去探究這些「影

像」的原理呢？到底動畫擁有什麼獨特的吸引力呢？ 

有人說，看動畫就像看一場魔術表演，總會有許多的驚奇，令人目不轉睛的看著，卻也同時驚訝：

他是怎麼做到的？ 

 

早在兩萬五千年前、電腦發明之前，就已經有了「動」「畫」唷！ 

當時的人類為了把野牛奔跑的樣子記錄下來，開始在牆上畫出了奔跑動作的分解圖，而這個就是

人類記錄的本能。這股記錄的慾望促成了影像記錄的演變，從手翻書、皮影戲、走馬燈、放映機…

等，一直到現在的電腦動畫。 

動畫梯將帶著孩子一起進入動畫的魔法世界，因為動畫不僅是電影的原型，更結合了各式的創造

元素。我們要猜想動畫形成的原因、背後的原理：動畫為什麼會動呢？到底是因為眼睛在動還是

圖案在動？ 

 

透過探索動畫的奧妙，讓孩子重新認識當中形形色色充滿動態的世界、體驗各國不同風情的動畫，

用手去認知各種素材的特色，讓孩子對於生活的週遭有更多的感受。 

 

藉由孩子最純真的想像力，讓沒有生命的東西在動畫的世界中被賦予新的生命！ 



而動畫的發想正是孕育孩子們創造力的天地，從孩子腦中的想像開始，我們將利用一張張的照片

把天馬行空的創意呈現出來，最後串連成一個精采的動畫。在這發想的過程中，孩子將會利用多

種不同的媒材， 用一種不一樣的方法，「說」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親愛的小小魔法家: 

你有想過平常喜歡看的卡通是怎麼做出來的嗎？ 

在你夢中想像的人物，是不是也可以讓它們動起來，一起說話唱歌呢？ 

邀請你來一起打造一個奇幻世界，用繪畫、黏土、沙、玩偶、剪紙等等各種材料，把你腦中的想

像"演"出來，不只是這樣，我們還要來練習搭配音效，或是幫角色說出台詞，歡迎你和我們一起

完成一部部精采的動畫。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F0Z1 洽詢中 
1/24(五)~1/28(二) 

五天四夜 
小一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台北 

▲TOP 

 



單車系列 

鐵馬醫師自由行 環保機械營 

英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在半個世紀之前，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看到

有人騎自行車，我對人類的前途就不會感到傷心，絕望。」在婦女解放運動上，自行車也佔據了

重要的一頁，將裙撐和束腰掃入歷史的衣櫃，女社會改革家Susan B.Anthony說：「在這世界上，

自行車比起其他事物為女性要帶來更多自由。」 

 

很多歐洲國家在環保理念引發的交通革命中已經逐漸發展成「單車天堂」，腳踏車族竟然擁有足

以左右都市規劃的龐大勢力，乾淨的城市、安全的車道，不論在能源節約或生活情調上，都更合

於人的居住。 

 

這個梯隊，要帶孩子重新認識這個綠色運輸工具，想想它將帶來的交通革命，還要滿足小朋友好

奇與研究的精神，帶孩子動手拆解腳踏車，在過程中和孩子一起思考輪軸和變速器的原理，聽聽

自行車發明的故事。 

另外，我們也為孩子們安排了一到兩天的單車自助旅行，從事前的規劃、準備，到真正出發，孩

子都可以為自己作主，除了享受騎單車、享受旅行，我們也陪孩子學習如何照顧自己與別人，讓

孩子對自己的能力更有信心，也在旅行中對世界有了新的發現，是個讓孩子充滿讚嘆、驚喜，還

能將所學帶回生活中的營隊。 

 

親愛的孩子，你喜歡騎腳踏車嗎？你知道腳踏車一開始為什麼不是「鐵馬」而是「木馬」，而且是

沒有踏板、只能用腳滑的嗎？這樣的車為何不叫「腳滑車」而叫腳踏車呢？腳踏車為什麼只能往

前騎、不能倒退騎呢？爬坡的時候，變速器到底是幫我們變快還是變輕啊？世界上竟然有讓人躺

著騎的腳踏車！你想不想把腳踏車拆下來，看看裡面還藏著什麼秘密呢？ 

 

你曾經想過，有一天，要騎著腳踏車去旅行嗎？背著你的小包包，和一大群的朋友，帶著地圖，

一起騎著腳踏車。一路上，你們可以自己決定目的地、決定你們什麼時候要停下來、要往哪個方

向前進，你們也要學會一起合作完成一趟美好的旅行，也許是大自然的體驗之旅、知性的深度之

旅、或許是精采刺激的驚聲尖叫之旅，但這一定是最難忘的腳踏車之旅。還有更多好玩又豐富的

活動，等你一起加入喔！ 

 

活動內容： 

鐵馬醫師大顯身手—拆修車大考驗！有趣的發明故事！怎樣變速騎最快？滾珠軸承秘密大公開！

驚喜連連的單車世界！綠色腳踏車！騎車安全大考驗！我的單車之旅！ 

 

※還沒學會騎腳踏車的小朋友，要請爸爸媽媽先陪你學會喔！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TCB1 
國立嘉義大學 

民雄校區 

2/5(三)~2/9(日) 

五天四夜 
小四到小六 60 名 7500 元 台中 

▲TOP 



 

青少年系列 

少年。Match。單車 
 

精力旺盛的追風少年們~~帶著你的熱血一起迎接冬天的南台灣～ 

只要是你是會騎腳踏車的、喜歡騎腳踏車的，不怕辛苦流汗、喜歡為自己旅程寫下紀錄的，喜歡

與當地人、事、物、互動者，都歡迎一起同行。我們將傳授無敵保養秘笈，讓你輕鬆駕馭單車，

讓你更瞭解單車是怎麼一回事、讓你享受人車合一的滿足感，創造獨一無二的單車少年遊！ 

冬天很冷，讓我們到充滿陽光的南台灣探險吧！ 

 

每年寒、暑假，我們帶著孩子騎腳踏車，沿途尋找台灣發展蛛絲馬跡，踏查台灣各角落的演變歷

史，傾聽耆老口述當地的古老故事，以及大城市在工業發展之後所發生的環境問題。帶著孩子一

起思考、討論：生活在農村或者都市，到底有什麼差別？我們的生活在這發展過程中得到或失去

了什麼？ 

2014 年冬天，少年‧match‧單車即將前往南台灣、恆春半島。帶著你，挑戰我們私家珍藏的路

線；帶著你，體驗如海浪般起伏的小山坡；帶著你，感受牡丹水庫的湖光山色；帶著你，徜徉在

波光粼粼、湖水鏡射大地的美妙。 

我們的車隊將沿著海岸線往南騎，路線規劃從高雄澄清湖出發、經屏東枋寮、車城至墾丁，除了

挑戰你的體力之外，更可以欣賞沿路台灣海岸線之美，感受恆春半島的美麗風光。 

 

追風少年們～～此時正是我們車隊發揮神奇力量的時候了！ 

來吧，讓我們一起迎接挑戰！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TCL1 
高雄市澄清湖救國

團傳習齋 

1/21(二)-1/26(日) 

六天五夜 
國一到高二 60 名 13500 元 台中 

沿途住宿地點： 

※屏東枋寮五龍寺香客大樓 

※屏東車城福安宮香客大樓 

 

▲TOP 



自然科學系列 

勇闖機關島  創意力學營 

    猜猜看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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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輕一按『沖水馬桶』，水就會咕嚕嚕的跑出來?過沒多久又有水把水箱裝滿滿的。 

       

      小動作造成大反應的「連鎖效應」是讓人驚奇之處；那麼，能夠透過設計的巧思讓「力」乖乖      

  聽話，肯定是會讓人有一種滿足的「驚喜感」。 

      只是，這些看似純粹好玩的機關，竟是一連串「物理原理」的應用。而這些「機關」更是無所 

  不在地被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之中。 

  

      許多的日常用品，竟都有大學問在裡面，當知道重力、彈力、磁力……都是讓機關動起來 

  的重要元素，只要巧妙地利用齒輪與滑輪，我們便可以控制力的方向，並且透過親手製作和改 

  良，去實踐自己的創意。把每個人的創意串連起來，每個人都可以是小小發明家。 

    

      邁向成功的道路肯定不那麼容易，在不斷嘗試中，我們要建立起孩子更多的耐心，及溝通協調 

  的能力。這個梯隊，要帶著孩子從研究童玩著手，去發掘藏在其中的基礎科學。並將這些原理 

  應用在設計成各式各樣的機關。 

   

  科學不只是知識，更是一種思考方式；帶孩子用寬廣的視野看世界，豐富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打破先講「定義」，再設法做出能相符的「實驗」的填鴨式科學教育。我們從「好玩」與「好 

  奇」出發，讓孩子對科學是不害怕，且充滿動力的。 

  

親愛的孩子： 

  你肯定知道路邊賣著飲料的「自動販賣機」。但你知道，一枚硬幣，是怎麼換到一罐飲料的嗎？ 

  早在兩千年前，就有個人為教堂發明了自動販賣「聖水」的機器！其中的「機關」是很有趣的 

 設計喔。我們除了要知道各式各樣的「機關」，還要自己設計、製作機關。利用環保材料，自己 

 動手做玩具，「彈珠下樓梯」、「硬幣自動篩選機」… 

 還可以加入自己的創意，發明獨一無二的自創機關。把每個人設計的機關串連起來，更是一件具  

 有挑戰性又極度有趣的考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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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F0R1 洽詢中 
1/22(三)~1/24(五) 

三天兩夜 
小一到小三 60 名 4500 元 台北 

03F0R2 洽詢中 
1/25(六)~1/29(三) 

五天四夜 
小四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台北 

03KCR1 洽詢中 
1/24(五)~1/28(二) 

五天四夜 
小一到小六 60 名 7000 元 高雄 



人文體驗系列 

小小烏來尋訪團 文化體驗營 

 

明年寒假，我們將走進烏來，展開一場歷史之旅。講到烏來，第一個想到的是暖呼呼的溫泉，這次我們要

帶孩子規劃一個屬於自己的自助旅行，用不同的眼光來認識這塊土地。 

 

烏來有著目前僅存的「台車環狀鐵道」， 「烏來台車」最初是用來搬運伐木器材與搬運木材，後來因為公

路局開通了台北直達烏來的道路，讓台車漸漸的消失。短短幾公里的鐵道，卻有著烏來歷史的軌跡，我們

將從這裡開始，讓孩子發現烏來的美。為什麼需要台車？誰需要台車？後來被什麼給取代了？除了台車，

也可以發現沿路上有著各式各樣的泰雅石雕以及塗鴉，泰雅族曾是烏來重要的居民之一，透過實際的走

訪，讓孩子一起討論著原住民的純真與勇敢！ 

 

我們沒有辦法再次經歷過去，於是我們透過旅行來認識歷史， 

從旅途中看見在這塊土地上有這麼多不同且精彩的樣貌的生活 

看見古往今來不同的人們和這塊土地的聯繫， 

透過旅行和知識，把人和土地更緊密的連結起來 

我們陪著孩子從不同的角度重新認識這塊土地 

然後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感受生活 

 

親愛的孩子，你去過烏來嗎？你知道這裡除了溫泉還有什麼東西嗎？寒假，我們將透過自助旅行帶你認識

不一樣的烏來唷！你有沒有想過以前這裡住著哪些人？居住在山上的人怎麼過生活呢？烏來有著全台灣

第一座水力發電的發電廠，而這在歷史上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呢？從小台車開始，讓我們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烏來之旅吧！ 

 

活動內容： 

自助旅行、神秘的泰雅古老傳說、泰雅文化認識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F0C1 
新北市新店區 

龜山童訓中心 

1/27(一) ~1/29(三) 

三天兩夜 
小一到小六 60 名 4500 元 台北 

 

▲TOP 

 

 



森林小學系列    

 

寒假森林小學    
 

一個進步的社會，一定要有能突破現有格局，打破僵化制度，拋開所有「不得已」的理想學

校，這是森林小學一直在走、正在走，也將會一直走下去的路。走過二十四個年頭，有越來越多

的家長，從不了解到熟悉，從關心到行動，支持著森小這一路走來，在體制外施行著創新的教學

內涵。 

小孩的高度，不是來自身高，而是心智和視野；在森林小學，孩子不只是長大，更因為成長

在以愛和思考奠基的土壤上，心智也跟著長大！不只熱愛知識，也懂得愛自己、愛同學，愛家人。 

 

有意願讓孩子就讀森小、或體驗森小的家長，歡迎您為孩子報名這個梯隊！ 

試讀梯活動內容： 

比照森林小學作息。 

上午為書香課，用教與學間的豐富對話，讓知識跟每個孩子的生命做連結！ 

下午為社團活動時間，由老師或孩子發起的社團，一同找到生活中的趣味。晚上將安排晚會、電

影欣賞討論、舞會等。 

寢室時間則是師生最親密互動的時光，一切美好的源頭。 

兩次的懇親會，由森小主任及試讀主任進行懇親，爸媽可藉此更瞭解森小，並試著用一種餘裕的

心情，欣賞孩子的各樣精采！ 

 

如果你想成為這樣的人： 

‧有好奇心的 

‧願意和狗相處的 

‧願意過不打人不罵人的生活的、想要學習自己照顧自己的 

‧喜歡和人討論事情的  

‧成為喜歡自己、也被別人喜歡的快樂的人。 

 

那麼，歡迎你來念森林小學！ 

 

森小教學一二隅： 

五位來自法國，加拿大，泰國，蒙古，及英國的學者訪問森小，問孩子：「在森小都上些什麼課？

學些什麼？」 孩子說：「自己生活，獨立生活，可以了解自己，和別人相處，不用打罵的方式，

佛洛姆的理論…」最後那個答案，讓外賓睜大眼說：「啊，really！」 

是的，在森小，不只是不打不罵；在森小，愛的藝術、人的心，是高年級的常用教材；在森小，

正談論著「少吃肉利益全球」的觀點，落實真正健康的飲食生活… 

 另有森小的教學、評量、住校、教學範例等說明，歡迎上網閱讀 

http://www.hef.org.tw/forestschool/forestschool.php  

 

 

http://www.hef.org.tw/forestschool/forestschool.php


森林小學入學說明及流程  

 

1.爸媽參加入學說明會（需事先預約，兩場擇一參加） 

第一場：2013 年 11 月 16 日(六) 14:00 ~ 16:00 

第二場：2013 年 12 月 14 日(六) 14:00 ~ 16:00 

地點：台灣大學普通教學大樓 102 教室 

主講人：森林小學主任 林青蘭 

報名電話：(02)23670151#131 

 

2.爸媽參加三堂試讀父母成長班： 

課程日期 時間地點 講題 主講人 

12 月 29 日(日) 14:00 ~ 16:00 

 

數學想想台大教室羅

斯福路三段 277 號 7

樓 

如何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 
森林小學主任 

林青蘭 

2014 年 

01 月 05 日(日) 
家庭對兒童的影響 

森小校長、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董事 

朱台翔 

2014 年 

01 月 12 日(日) 
我們應該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 

人本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史英 

 

※本課程對外開放，不限孩子參加森小試讀梯的父母，三堂課共 1200 元。 

 

3.孩子參加森林小學試讀梯(時間如表格)。 

 

梯隊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E0N1 
森林小學 

試讀梯 

森林小學 

(新北市汐止區) 

1/21(二)~1/24(五) 

1/26(日)~1/29(三) 

共八天 

小一至小六 

一般生 

名額 30 人 
一般生：10500 元 

台北 
試讀生 

名額 35 人 

試讀生：11700 元 

(含 1200 元試讀父母

成長班費用) 

說明：試讀梯名額共計 65 名，其中大部份名額保留給「試讀生」（有意願入學森小者）。若僅想體驗森小生活、未考

慮入學者，則是「一般生」，歡迎家長預約報名（額滿可候補，入學說明會後若還有名額，將釋出給一般生參加，報

名電話：02-23670151#131）。 

 

 

※ 另有小寒森，僅開放給一般想要體驗森小生活的報名梯次，不接受試讀生 

梯隊代號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F0N1 小寒森 
森林小學 

(新北市汐止區) 

2/5(三)~2/9(日) 

五天四夜 
小一至六 

一般生 66 名 

(不收試讀生) 
7000 元 台北 

 

▲TOP 



數學想想營系列 

3天愛上數學 

2014寒假  數學想想營來囉～ 
 

主辦：人本教育基金會 

 

你能想像數學課本像繪本一樣美嗎？能想像數學老師不要孩子們抄抄寫寫嗎？能想像孩子們上數

學課就跟玩遊戲一樣快樂嗎？只有 3 天的營隊何以能讓孩子愛上數學？ 

 

我們的營隊以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史英總主筆的《數學想想》教材為教本，以全新的教學模式，

活化孩子的數學細胞，養成孩子：看出重點、勇於質疑與嘗試、自我表達、邏輯推理、反向思考、

運用符號運算、以及抽象化並組織連結的種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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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短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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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你能畫出代表這個算式的故事嗎？ 

營隊裡一個二年級孩子解釋他畫出來的故事：有三隻小鳥到河邊喝水，在河邊不知道遇到幾隻小

狐狸，最後成為 8個好朋友。  

這故事是不是比「三顆糖果加幾顆糖果等於八顆糖果」的說法深刻多了呢？ 

 

 

 

 

 



一下班內容 

一年級的計算很簡單，但理解概念不容易，教科書忽略的基礎道理，讓我們為孩子補上。 

教學單元：來寫密碼信 / 怎樣破解一封用密碼寫成的信？怎樣利用數字間的關係創造自己的密碼？ 

體與面 / 想過一個長方體落在沙地上，會留下什麼痕跡嗎？能用沙地上的痕跡反推物體的形狀嗎？來當福爾摩斯吧！ 

減法的意思 / 為什麼減法也可以用加法來想？怎麼用「怪機器」來幫忙算減法？  

公用的長度單位 / 1 公分為什麼就是這麼長？眼睛就能分辨長短，為什麼需要量什麼「公分」？ 

我是第幾個 / 「3個」和「第 3個」有什麼不一樣？「第 3個」加上「第 5個」總共又該是「幾個」呢？ 

怎麼減 / 如何應用瓢蟲背上的算盤，教我們退位減法？   

 

二下班內容 

這是開始背乘法表的年級，要免除孩子單調又無趣的背誦，就要引領孩子發現乘法的規律，幫助

他掌握記憶的方法以及明白實際的用途。 

教學單元：9 的乘法 / 為什麼彎一彎手指，就能看出「9 乘幾」呢？   

要跟誰買 / 用乘法和減法，如何判斷出跟誰買才會最便宜呢？要怎麼算才簡單又快速呢？  

對稱圖形 / 「對稱」給人怎樣的感覺，這兩個字怎麼解釋？ 是否是對稱圖形，找得到對稱線嗎？  

多少平方公分 / 「公分」和「平方公分」有什麼區別？長方形面積為什麼用乘法來算？ 

心算減法 / 聽過計算尺嗎？怎麼用「心中的計算尺」來幫忙算減法？                                                               

5 減 3 等於 2 / 「前門上車 5 個人，後門下車 3 個人」，請問要知道車上有幾人，可以用「5-3」來算嗎？為什麼？ 

 

三下班內容 

三下，孩子要分別熟悉除法、分數和小數的概念，以及建立彼此之間的連結，獲得統整性的理解。 

教學單元：直式乘法進階 /  直式乘法能算得快又準，是什麼小遊戲竟然可以幫大忙？  

除以的意思 /  「除以」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有平分除跟包含除兩種類型？  

乘法表 /  研究過乘法表嗎？裡面有著學校沒教的秘密喔！  

等週界問題 / 如果周長固定，什麼圖形的面積會最大？為什麼？  

除以 3 的餘數 / 玩過「拈」的遊戲嗎？知道為什麼掌握「除以 3 的餘數」就一定能贏嗎？ 

體積的意思 /  體積是什麼意思啊？各種不同的形狀要怎麼找出他的體積呢？水又可以幫上什麼忙？  

 

四下班內容 

四年級孩子要開始面對複雜的應用問題，以及分數小數的運算，雖然困難度增加，但是鼓勵的氛

圍、良好的引導能幫助他們面對挑戰。  

教學單元：平分除和包含除 / 除法的兩種情境可以怎麼理解，怎麼分辨？「20天÷5 人」可以是個怎樣的應用問題？ 

除了又除 / 「÷12」可以換成「÷6÷6」嗎？這個錯誤要怎麼解釋才清楚？  

圓的藍圖 / 給定一段弧，怎麼知道是不是圓的一部份呢？拿出圓規來幫忙卻找不到圓心，該怎麼辦？  

那一邊分的多？ / 田鼠分地要比小數的大小才決定參加哪一邊，但是沒想到怎樣都會讓自己吃虧，牠該怎麼辦呢？  

左旋和右旋 / 如何劃分左右？照鏡子時為什麼左右會相反？什麼是左旋右旋？跟左轉右轉一樣嗎？「上下」、「左右」、

「前後」之間又存在什麼關係？   



圖解直式乘法 / 直式乘法只有一種算法嗎？畫圖就可以掌握其中的秘訣。  

 

五下班內容 

進入高年級，如果孩子開始恐懼數學，原因多半在於數學的道理沒機會理解，但數學的挫折愈來

愈容易累積。我們不僅有獨創的教學方法幫助孩子理解道理、掌握法則，還預先撒下國中數學基

礎的種子。 

教學單元：小數乘法的道理 / 「×3」原本代表「連加 3 次」；那「×3.7」又該怎麼解釋，如何運算？ 

小數除法的道理 / 「÷47」可以解釋成平分為 47 份，那麼「÷4.7」要如何解釋「平分成 4.7份」呢？ 

三角形面積怎麼算 /「底乘高除以二」這個公式裡面，藏著怎樣的秘密？你相信畫圖就可以解密嗎？ 

小計算機的妙用 / 一台只能輸入 8 位數的小計算機，可以幫忙計算「54178925445÷123」嗎？該怎麼使用呢？ 

先乘除、後加減 / 為什麼要「先乘除、後加減」？怎麼來的？ 

借光專家 / 要如何移動地上鏡子，讓平行光能夠反射到指定的目標？其中藏著怎樣的數學原理呢？ 

其他課程：開學劇場、科學社團 

為了讓孩子可以融入團體學習生活，梯隊設計開學劇為孩子豎起新的學習態度，鼓勵孩子勇於嘗

試。每天下午的社團時間讓孩子大展身手，我們設計了許多經典教案，有光和影的研究、阿基米

德問題的重現、怎樣讓木頭不浮起來…等。也有簡單實用的製作課程，可以讓孩子動手嘗試做蠟

燭、乳液、或者是肥皂。 

 

這些教案將以社團小組形式進行，讓孩子們自由參加。孩子不只是做實驗，更要練習把道理講清

楚，是啟發他們研究科學興趣的好機會。 

 

其他活動：結業闖關、讚美與懇親會 

 

孩子玩得開心學得充實是數學想想營的特點。還有每天的導師時間，讚美孩子鼓舞他們學習的動

力。下午有趣的擺攤活動和闖關驗收，讓孩子可以應用所學，享受獲得知識的快樂。透過懇親會，

我們安排專題講座，分享好的學習經驗以及探討良好親子關係對學習的幫助，同時將孩子上課情

況回饋給家長，並邀請家長參與孩子美好的結業闖關、分享學習的喜悅。 

 



各地營隊時間規劃 

梯隊代號 班級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額滿加開） 
報名處 活動費用 

 03QQ01-1001 一下 

新北市 

永和國小 

1/24(五) 

～ 

1/26(日) 

小一 20 

台北 

活動費用內含全學期教材一

套，有課本、親子手冊及自主

學習光碟（一至三年級各 5

本、四年級各 3 本、五年級各

2 本） 

 

 

一至四年級：5360 元 

 

五年級：4750 元 

 

自備數學想想教材者學費優

惠價：3500 元 

03QQ01-1002 二下 小二 20 

03QQ01-1003 三下 小三 20 

03QQ01-1004 四下 小四 20 

03QQ01-1005 五下 小五 20 

 03QQ02-1001 一下 

新北市 

大豐國小 

2/7(五) 

～ 

2/9(日) 

小一 20 

03QQ02-1002 二下 小二 20 

03QQ02-1003 三下 小三 20 

03QQ02-1004 四下 小四 20 

03QQ02-1005 五下 小五 20 

03QHQ1-1001 一下 

新竹市 

 洽詢中 

1/24(五) 

～ 

1/26(日) 

小一 20 

新竹 

03QHQ1-1002 二下 小二 20 

03QHQ1-1003 三下 小三 20 

03QHQ1-1004 四下 小四 20 

03QHQ1-1005 五下 小五 20 

03TCQ1-1001 一下 

台中市 

惠來國小 

2/7(五) 

～ 

2/9(日) 

小一 30 

台中 

03TCQ1-1002 二下 小二 30 

03TCQ1-1003 三下 小三 30 

03TCQ1-1004 四下 小四 15 

03TCQ1-1005 五下 小五 15 

03QKQ1-1001 一下 

高雄 

數想教室 

1/24(五) 

～ 

1/26(日) 

小一 12 

高雄 

03QKQ1-1002 二下 小二 12 

03QKQ1-1003 三下 小三 12 

03QKQ1-1004 四下 小四 12 

03QKQ1-1005 五下 小五 12 

03QKQ2-1001 一下 

台南 

洽詢中 

2/6(四) 

～ 

2/8(六) 

小一 25 

03QKQ2-1002 二下 小二 25 

03QKQ2-1003 三下 小三 25 

03QKQ2-1004 四下 小四 25 

 

 

 



其他說明： 

上課時間：每天 8：30-16：00，由家長親自接送孩子。 

梯隊師資：由數學想想專業教師授課，同時每班有助理教師。 

師生比：每梯次 1：6 

懇親活動：梯隊最後一天下午舉行懇親活動，將小孩上課情形回饋給家長。 

 

各地報名專線及傳真： 

台北  電話：02-27491145     傳真：02-27491531 

新竹  電話：03-5542320      傳真：03-5542321 

台中  電話：04-24222201     傳真：04-24228323 

高雄  電話：07-7260998      傳真：07-7260315 

 

網路報名(請洽數學想想國官網)：http://www.math-thinking.org.tw 

或請上數學想想國粉絲團觀看最新資訊：http://www.facebook.com/thinking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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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暖冬想想國 

1／21～2／10 給孩子精采難忘的 11 天寒假生活 

 

這是「數想國」專為小學生設計的寒假活動，不僅寫完寒假作業，還能享受豐富的主題課、好玩

的科學社團、戶外教學跟友善熱情的對待！ 

 

※主題課程，動腦又動手  

※趣味社團，培養新魅力 

※天天運動，釋放好能量 

※友善對待，心靈最健康 

 

活動介紹 

主題課：魔法點心小廚師 (2014/1/21~1/29) 

 

又香又好吃的料理到底是怎麼變出來的呢？想要自己完成色香味俱全的小點心嗎？食物模型也能

自己製作嗎？趕緊來一起試試看吧！ 

 

不但實際動手做，還得要找出讓食物好吃的道理。溫度、酵母、麵粉等等的天然物質是怎麼作用

的？一般外面的點心健康嗎？不健康的原因又是什麼？什麼是「寒天」？能用來做哪些食物？ 

 

這是結合化學、生物、美術，讓孩子動腦又動手的精彩課程！ 

 

消滅功課時間 

短暫的寒假要如何輕鬆應付作業？我們每天都安排專門時間指導孩子完成寒假作業，讓孩子學著

安排進度，消滅功課。 

 

趣味社團 

除了主題課程外，想想國為所有孩子設計了各式各樣有趣的社團活動，有桌上遊戲類型。也有音

樂、美勞、圖文創作等等有關的活動，讓孩子充滿驚喜。 

 

 

體育時間 

醫學研究指出，每天適量的運動能解除壓力、分泌腦內啡，讓人覺得快樂。同時運動有助思考學

習，痛快的流汗能帶來專注與自信，體育課的用意不僅在於讓孩子運動，更是要陪孩子玩運動、

教孩子體察自己身體變化與運動技巧、一起享受這種快樂的感覺。帶低年級的孩子運動，尤其要

特別注重手眼協調與小肌肉的練習，好玩又不可過於激烈。 

 



因此，我們每天為孩子安排各種遊戲式運動，如鬼抓人、紅綠燈、跳繩子、踢罐子、跳房子、呼

拉圈、踢球九宮格、紙板棒球等，期望這個寒假，來想想國的孩子都養成天天運動、時時想想的

新習慣。 

 

戶外教學日 

寒假的其中一天，我們將帶孩子出門去旅行，盡量用最簡單的方法、運用大眾交通工具，帶孩子

認識我們的土地與文化，地點都在大台北地區，一日之內可往返。 

 

報名資訊 

1) 上課地點：數學想想國松隆教室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102 號 3 樓(彰化銀行樓上) 

2)     營隊期間：2014/1/21~1/29 及 2/5~2/7 及 2/10，共計 11 天 

3)   每日到班時間：8:30~18:00，若家長有特別需要，最晚可延後照顧至 7 點。 

4)     招收年齡：小一～五年級 

5)     招收名額：每班 12 人，總名額 60 人，額滿截止！ 

6)   費用：14,500 元 

7)     優惠方案：無論新舊生，凡於 12/25 前報名全期者，享 12,000 元優惠價。 

8)   報名方式：即日起開放預約。報名專線(02) 2749-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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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高中生營隊 
 

這個寒假，史英與多位大學教授一起 

陪你走過十七歲 

            ─給青少年的見識營 

 花樣的年華，夢樣的歲月，美麗的十七歲，一個人的一生只有一次！ 

    然而，當全世界十七歲的人都在努力探索自我，嘗試發現世界的時候，我們的高中生，卻從

早到晚被關在教室裡，徹底被升學主義綁架！ 

  十七歲的牛頓，正在田野裡吟詠自然，並把生命的激情和宇宙的秩序記在他的筆記本裡；十

七歲的歐巴馬，正在夏威夷的海濱衝浪，並審視自己和他人的外在和內在的顏色；然而，我們的

高中生還在擔心明天要考什麼，以及，會不會因為脖上的一條圍巾而不能順利走進校門！ 

  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然而，我們的少年還在等待英雄，以拯救他們於教育的桎梏——還

要為他們守住這個支離破碎的國家！ 

  無奈的是，如眾所周知，英雄的時代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了：與其等待，不如奮起！我們於是

互相召喚，想要以各自的所知、所學、所經歷、摸索體會之所得，來和十七歲的人分享，並盡我

們之所能，來陪伴他們在這困境中成長！ 

  經過仔細的會商，我們決定為年輕朋友開課；每一門課都從一項專門的學問出發，帶領年輕

人尋求高中生涯中學習與生活的方法。 

 

課程簡介 

一、 從視覺意象中發現數學的思維  
      抽象的思維，要依附在具體的事物上；數學中的具體事物，就是視覺圖象。如果能將各種

數學問題，都化做真實情境和具體圖象，並將自己置身其中，解題的方法就會自然湧現。 

 

二、 從哥白尼、伽里略、牛頓的思想軌跡中窥見物理學的堂奧 

物理是人類解讀自然的方法，任何一個物理題目，都是解讀自然的一個面向；缺乏這種胸

懷與眼光，往往是做不來題目的主因。要掌握這種胸懷與眼光，最好的途徑就是重新再踩

一次大師的腳印，並檢視他們胸中的丘壑。 

 

三、 運用語言學的方法來學英文  
學英文之所以是個苦差事，實在是因為我們並沒有一個英語的環境，而這一點是無法有效

改變的 (即使整天都講英文，也只能講一些沒有營養的話，並無助於提升英文程度)；所以，

聰明的做法，應該是回過頭來摘取「語言學」中關於人類如何發展語言的學問，並運用這

種廣為科學家所知，但少為英文教師知道的好方法。 

四、 集體的悲歡離合——歷史意味著什麼                                        
歷史當然是故事，但它不只是故事情節的呈現 (只注重情節，難免走上死記硬背的老路)，

更重要的是我們對它的詮釋與理解。知道一件事還不夠，還要知道那件事意味著什麼，有

什麼意義，給我們提供了什麼教訓。這一門課要透過具體的歷史材料，讓我們體會「如何

看待歷史」，並學會如何詮釋與理解，從而發展出無須死背的學習歷史的新方法。 



五、 揉合感性與理性的寫作                                                     

成功的寫作，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都得引發讀者的情緒，傳達作者的想法，並將此二者

以合理的方式，透過正確的語法和文字結構揉合起來。 

 

參加過的孩子在網誌上寫著： 

在見識營，我見識到了科學家不是相信權威的人，而是勇於質疑權威的人。 

我見識到了數學的思考方式不是一味的列出算式。 

我見識到了我們所學的歷史並不一定是完全正確的史實。 

我見識到了每件事情都是一體兩面，看的角度不同結果也會完全不同。 

我見識到了追求自己的興趣和夢想並不是一件愚蠢的事。 

我見識到了所有的改革都是下一代去解放前一代， 

而不是前一代死抱著他們所習慣的制度繼續綑綁著下一代。 

有太多太多的見識，我實在說不盡…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EV01 
台北大學 

三峽校區 

1/21(二)～1/23(四) 

三天兩夜 
100 名 5500 元 台北 

 

時間 1/21(二) 1/22(三) 1/23(四) 

08：30-09：00 
 

早餐 早餐 

09：00-12：00 
集體的悲歡離合─ 

歷史意味著什麼 

運用語言學的方法來

學英文 

09：50-10：10 報到 

10：10-12：00 

相見歡／我是如何

長見識的 

12：00-13：30 午餐 

13：30-17：00 
從視覺意象中發現

數學的思維 

揉合感性與理性的 

寫作 

‧結業／讚美時間 

‧認知科學實驗─ 

是什麼在影響著我們 

(活動於 16：00 結束) 

 

 

 

 

17：00-18：30 晚餐 

18：30-21：30 

從哥白尼、伽里

略、牛頓的思想軌

跡中窥見物理學的

堂奧 

【陪你走過十七歲】

與教授們的座談會 

21：30-22：30 小組星光時間 小組星光時間 

 

對象／全國高中職同學 

報名電話／02-23670151 #131 

 

詳細簡章及專用報名表，請至人本網站下載 www.hef.org.tw 

即日起開放電話或線上預約，額滿為止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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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教學教師營 

 

在社會變遷和教改浪潮之中，我們持續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該如何疼惜正在面臨巨大挑戰的、

孩子們的老師？ 

疼惜老師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也許是父母幾句貼心的話語，也許是小孩一個感激的眼神；但我

們認為，還應該集合社會的力量，切實提供給老師更務實、更專業、更有效的、教學的方法！ 

 

教學想要創新，卻不知從何做起？ 

不想任書商擺佈，卻又苦無自編教材的方法？ 

空有教學創意，卻因現有教材進度而疲於趕課？ 

處理上課秩序問題，再加上要批改一大堆作業，軋得您喘不過氣來嗎？ 

  

在十二年國教的政策下，不知道如何面對學生及家長的疑惑眼光？ 

更關鍵的是，面對這個舉世滔滔的大局，如何站穩自己、並且跨出成長的腳步？ 

 

好的教育環境，需要熱誠而篤實的耕耘者。 

在這裡，我們要練習一種能力，堅定不移地研究好品質的教學， 

要練習一種方法，掌握教學的自主權，成為一位成熟的教者； 

要發展一種策略，影響教育環境往好的方向邁進； 

更重要的，我們會連成一個網絡，互相支持，共同進步！ 

 

您，就是新教育的創造者！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ET01 
國立台北大學 

三峽校區 

1/24(五)～1/27(一) 

共四天 
100 名 3800 元 台北 

 

活動費用含研習手冊、午晚餐及課程費用。如需住宿者，住宿費另計。 

三人團報，享九折優惠！ 

 

對象／全國國中小學教師、實習教師、師範院校（教育學程）學生、關心教育的成人 

報名電話／02-23670151 #131 

 

詳細簡章及專用報名表，請至人本網站下載 www.hef.org.tw 

即日起開放電話或線上預約，額滿為止 

▲TOP 

http://www.hef.org.tw/


愛智之旅系列  開啟孩子看世界的眼光 

 

〔羅馬、龐貝〕愛智之旅 世界－如此－美麗 

(即日起開始報名唷！) 

開啟孩子看世界的眼光 

 

這幾年，我們去巴黎、柏林、維也納、布拉格、德勒斯登、慕尼黑、海德堡、阿姆斯特丹、巴塞

隆納、馬德里、羅馬、佛羅倫斯…。每一次，我們都得從頭說起，說歐洲文明的起源、文藝復興

的發展；每一次，思想的路，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向永恒的城巿-羅馬。 

所以，就再次前往 羅馬！ 

除了羅馬，我們還要到 龐貝古城！ 

除了羅馬、龐貝古城，我們還要到 教皇國 梵蒂岡！ 

2000 年前火山灰塵封了龐貝城，大自然的力量意外地為人類文明保留下羅馬的城巿形貌。這提供

了我們一個「穿越時空」的教學實境，思索：2000 年前的羅馬、2000 年來羅馬如何成為眼前的羅

馬，以及，2000 年後台灣的樣貌？ 

在教學手法上，我們要貫穿時間、空間對自己的限制── 

回到過去 羅馬人的世界：在屹立的有形的城巿建築裏，羅馬人如何生活？羅馬人的建築技術

與空間美學，如何影響了後代的建築美學？為什麼文藝復興，復興的是 2000 年前的古羅馬時代？ 

活在當下 羅馬人留下來的典章制度，如何影響著現代人的思維？在我們的生活裏，找得到羅

馬帝國的影子嗎？ 

進入未來 假如，我們可以「去到 2000 年後」，那麼，島國台灣會是什麼樣貌？ 

除了羅馬、龐貝古城、梵蒂岡 ，這一趟愛智之旅，我們還可以到拿波里、蘇連多，以及阿瑪菲、

卡布里島，在南義大利海岸美景裏唱頌義大利民謠。 

 

孩子，邀請你加入羅馬龐貝「穿越時空之旅」， 

這個寒假，讓我們攜手同行吧！ 

 

行程簡介 

生活在現代台灣，小孩並不缺少視聽和見聞，反倒是聽聞太雜、失去觀點而淪入淺薄。 

所以，我們並不是「知性之旅」，而是「愛智之旅」； 

意思就是說，總要讓小孩在心智、思想和人格上能有所提昇，而不只是得到很多資訊而已！ 



 

此行的要義是「愛智的生活」。出發之前，要學義大利語的基本拼音； 

旅途之中，要探究飛行的原理、經緯的道理與時差的原因； 

落地之後，要體驗、探究羅馬的歷史、建築、文學、哲學與當地人民的觀點。 

最重要的，回來的時候，要思考「他們能，我們也能」！ 

 

愛智之旅重要主題  

主題一  探索的旅程  

飛機為什麼不直接往上飛？那麼重的飛機是怎麼飛上天的？時差是怎麼回事？在空中怎麼知道自

己在哪裡？ 

主題二  我來了！我看見了！我征服了！——羅馬城與羅馬帝國的歷史演變 

為什麼羅馬帝國的領土，忽大又忽小？羅馬帝國如何興起，為什麼會滅亡？「共和」與「帝國」

有什麼不同？《羅馬法》的內容是什麼，為什麼可以流傳至今，並且成為律法重要的精神與基礎？ 

主題三  條條大路通羅馬——二千年前的城市規劃與現在 

羅馬城的建築技術、圓頂為何是羅馬建築的特色？為什麼要規劃輸水道？那麼多的廣場、浴場、

競技場為了娛樂嗎？羅馬人蓋房子挖馬路都會遇到古蹟怎麼辦？羅馬城的舊建築與新建築如何融

合？ 

主題四  從羅馬到龐貝——古羅馬文明的縮影 

龐貝城的考古挖崛如何進行？挖崛完成後，會有復建工程嗎？如何從沒有生命的遺址裏讀出人的

生命流動的訊息？龐貝城的規劃，照顧了什麼樣的人（或階級）？解讀龐貝城的藝術、如何看待

龐貝城的情色生活？古代人對性的態度，可以提供我們思考「性教育」的內涵嗎？  

主題五  神之國——梵蒂岡 

天主教教宗所在的梵蒂岡，是如何成為一個國家的？天主教如何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宗教之一？

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們，生活有什麼不同？  

主題六  解讀建築語言──從古典主義到巴洛克 

古典主義和巴洛克的共通點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那些差異？從羅馬建築到古典主義到巴洛克，建

築師想傳達什麼？巴洛克建築大師們如何在建築上進行華麗的變形較勁？行走或生活在建築物裏

的人，會因為不同的建築型態，而有不同的心靈狀態嗎？ 

主題七  文藝復興復興了什麼？遇見大師—米開朗基羅 

什麼是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想復興什麼？和中世紀的畫作有什麼不同？文藝復興對後代產生了什

麼影響？除了藝術外，文藝復興又促成科學、人文、思想哪些重大的改變？在羅馬城裏，找得到

什麼文藝復興的訊息？解讀米開朗基羅的《創世紀》、《最後的審判》。 

 



主題八  現代義大利 

墨索里尼到現在，人民對政治的感受與想法、義大利新藝術、義大利民謠賞析、如何為古建築注

入新生命？ 

 

 

梯隊代號 活動地點 梯隊日期 對象 名額 活動費 報名處 

03G0M1 
義大利 

羅馬 

1/21(二)～1/29(三) 

9 天 
小五到高三 47 名 

106,000 元 
不含辦理 

護照費用 
台北 

      

  ※現金繳費享有報名費優惠價：105,000。 

▲TOP 

 

【隨團顧問】朱台翔（森林小學校長） 

【帶隊人員】人本教育基金會資深工作人員及森林小學教師群 

【出梯時間】2014 年 1 月 21 日至 1 月 29 日，共計 9 天（班機早去晚回） 

【住    宿】青年旅館 

【報名時間】即日起，週一至週五，09：00～17：30 額滿為止。 

【簡章索取報名電話】02-23670151 分機 688 林先生 

【報名傳真】02-23625015 

【行前課程】1/05（日）上午 09:00—下午 05:00 

地點：台灣大學，共同教學大樓 101 階梯教室 

這是唯一一次的行前課程，請務必出席 

飛機資訊： 

出發：1/21  08：25 台灣桃園起飛（華航）---1/21  19：15 抵達羅馬費米齊諾機場 

回程：1/28  22：50 羅馬費米齊諾機場起飛------1/29  20：40 抵達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請報名家長留意，愛智之旅有專屬自己的報名表格，請上人本網站：http://hef.yam.org.tw/ 

下載，或來電 23670151＃688 索取報名表格，謝謝！ 

 

 

http://hef.yam.org.tw/


報名方法： 

11/4 早上九點開始，可撥打電話或上網預約名額，預約完

成後，再麻煩您親自到人本辦公室繳交報名表及費用，或三天內將報名表及劃撥收據(信用卡繳費

單)傳真或寄到報名處。 

註：名額將為您保留三天！ 
 

☆ 請家長於傳真後來電確認傳真及資料無誤。 

 

退費辦法：自梯隊出發日算起  

(本退費辦法不用愛智之旅梯隊 ) 

一、一星期以前通知本會者，九折退費。  

二、一星期內，三天以前通知者，六折退費。  

三、出發前兩天通知者，三折退費。  

四、活動期間退出者恕不退費。  

五、信用卡繳費者，以信用卡退費(次月帳單上會有負數金額，可抵當月刷卡費用) 

    劃撥或現金繳納者本會以匯款的方式退費，於要求退費之後約一個月內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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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請務必在劃撥單背面註明小孩的姓名及參加的梯次代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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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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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夜梯隊接送： 

各報名處所舉辦的營隊，將約在報名處縣市交通方便的地方集合、懇親，由主辦單位

一起接送，家長不需要親自將孩子送到活動地點。 

 

師生比與住宿： 

1.大人與孩子的比例為 1：5 或 1：6。 

2.住宿於學校宿舍或鋪有睡墊的教室，私人營地則以木板或舖睡墊之通舖為主。 

3.人本森林育營隊為自助生活營，精神生活與人際互動豐富，環境自然簡樸，參與者自行清洗碗

筷、打理生活起居，也共同維護環境整潔！需自行攜帶睡袋、不易破且耐熱的餐具、盥洗用具、

換洗衣物..等。 

 

行前通知與電話聯繫： 

1.完成報名手續的家長將在梯隊出發前一週收到行前通知，內附詳細活動內容及所需攜帶物品。 

2.帶隊的活動員，將於出發前三天以電話聯絡家長及小朋友，增加彼此的了解。 

 



報名日期： 

2013 年 11 月 4 日早上九點，報名日後開始受理預約。 
 

各地活動報名時間及地點 

報名時間：每週一至五，9：00-17：30，額滿為止 

各地的報名地點     人本全國網址：http://www.hef.org.tw 

 

 

 

 

 

 

台北森林育兒童梯隊報名 

台北(森林育)    地址：106 台北市羅斯福三段 277 號 7 樓(出電梯右手邊白色大門推開) 

電話：02-23661906  分機：305 

傳真：02-23638215 

劃撥帳號：13385805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台北數學想想營預約專線 

台北(數學想想國)   地址：110 台北市信義區松隆路 102 號 3 樓 

電話：02-27491145  傳真：02-27491531 

劃撥帳號：13385805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新竹（人本新竹辦公室）地址：302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36 號 1 樓   

電話：03-5542322        傳真：03-5542321 

劃撥帳號：13385805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新竹數學想想營預約專線 

新竹 (數學想想國)   地址：302 新竹縣竹北市華興街 136 號 1 樓 

電話：03-5542320    傳真：03-5542321 

劃撥帳號：13385805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台中（人本中部聯合辦公室） 

地址：408 台中市南屯區大進街 393 號 3 樓 

電話：04-23200078       傳真：04-23205734 

劃撥帳號：22195367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高雄（人本南部聯合辦公室）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249 號 4 樓 

電話：07-7260833（高雄辦公室） 

傳真：07-7260315（高雄辦公室） 

劃撥帳號：41971474      戶名：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 

羅馬愛智之旅、森小試讀梯、見識營、森小試讀、教師營 

（其餘梯隊報名資訊如後下） 

電話：（02）23670151（分機：愛智之旅 688、森小試讀、見識營以及教師營 131） 

傳真：（02）23625015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 227 號 9 樓 

http://www.hef.org.tw/


人本教育基金會   2014 年寒假森林育報名表  

(本表不適用於愛智之旅、見識營、教師營，請另行下載 http://www.hef.org.tw/) 

梯隊代號：ˍˍˍˍˍˍ      

姓   名   
性   
別  

 
小朋友  

身份證號碼  
 

（辦保險、務必填寫）  

生   日     學校及目前就讀年級   

地   址   郵遞區號   _ _ _ _ _ 

家裡電話   傳   真   

Email  帳號主人   

爸爸姓名   
服務

單位  
 

電  

話  
 

手  

機  
 

媽媽姓名   
服務

單位  
 

電  

話  
 

手  

機  
 

緊急聯絡人  
                            

(父母除外之第三人 ) 
緊急聯絡電話   

□ 本人已詳閱人本 2014 寒假森林育系列活動簡章，並同意之。 

□ 本人願意再收到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的其他相關活動訊息。 

請多多描述您的孩子讓我們可以更認識他：  

 

 

 

 

 

 

 

繳費方式：□  信用卡   □  劃撥    □  現金   □  人本之友，卡號                    □  其他  

注意事項：（ 1）本報名表請連同劃撥收據正本或影本一起寄達或傳真至報名處  

        （2）消息來源：□1.以前參加過  □2.親友介紹  □3.電台或報紙         □ 4.人本活動課程  

                     □ 5.收到郵寄簡章  □6.索取簡章，地點               □ 7.其他         

 

若您要使用信用卡付費，請〝ˇ〞選信用卡別，並填寫信用卡相關資料。  

 

2014 人本寒假森林育   信用卡專用繳費單  

信用卡別  
□  聯合信用卡  □  VISA  CARD □  AE  CARD 

□  MASTER  CARD   □  JCB  CARD 
有效期限  

  

西元   20    年      月止  

信用卡號       -      -      -         末三碼       授 權 碼 （消費者本欄免填）  

商店代號    01-016-1339-0  發卡銀行   

持卡人  

簽名  

                               

                     (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 
消費金額   

（※持卡人同意依照信用卡使用約定按本單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予發卡銀行）  

持卡人身份證字號：                  小孩姓名：                梯隊代號：               

http://www.he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