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學故事魔法盒 
故事是想像，數學解題是觀察思考。結合故事與數學遊戲兩者元素，

讓閱讀數學故事建立「加」、「減」的魔法互動樂趣！

課堂內容：

1. 大熊的儲藏櫃─分類

2. 小豬的項鍊─序列及邏輯

3. 神奇南瓜屋─數與量的對應　

4. 森林裡的時鐘─時間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050217 18/02-11/03 4 六 3:55 pm -4:55pm

課堂內容：

1. 蜂蜜蛋糕數─單雙

2. 變大！變小─比較

3. 小狗的新家─形狀

4. 花叢中─合成分解 ( 加減法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050317 18/03-08/04 4 六 3:55 pm -4:55pm

導　　師：城市藝術及文化發展學會派出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 $340    非會員 $410

對　　象：4 - 5 歲

名　　額：10 人

手指巧妙速算法
課程可擴闊兒童在數學上的知識領域，除了訓練他們手腦巧算（手指 

+ 右腦 + 口訣 + 技巧）及加強計算理念，更學會對數字進行整理及歸

類，培養他們對數學的信心及興趣。

初階班內容：

指法定位、5 指組成、9 數組成、多位數組成、巧妙口訣練習、補數

加減法、湊整加減法、調換數位加減法、連加法、多位數連減法

進階班內容：

指法速記位數法、多位數不進位加法、多位數不退位減位、多位數混

合法、巧妙口訣練習、巧妙速算法（1）、巧妙速算法（2）、加減混

算綜合法、運算綜合法、補數、湊整、變換

高級班內容：

5 補減、退 6、7、8 減法（1）、退 6、7、8 減法（2）、退位連減位

（1）、退位連減位（2）、多位數記憶法、多位數加法、多位數減法、

多位數混合法（1）、多位數混合法（2）

初班 ( 第一級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初級班 CK8105A17 13/05-22/07 10 六 12:20pm-1:20pm

進階班 待定 10 六 12:20pm-1:20pm

高級班 CK8102C17 25/02-06/05 10 六 12:20pm-1:20pm

導　　師︰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任教

費　　用：會員 $1,040   非會員 $1,140

對　　象：4 - 6 歲

名　　額︰ 20 人

備　　註：自備文具

證　　書：出席率達 80% 或以上之同學，於最後一堂獲奧林匹克數學會頒發

証書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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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珠心算
透過此訓諫，幫助兒童學習一種打快速心算的技巧，同時打開數學大

門；鍛鍊思考，提昇學習專注力、記憶力及對數學的興趣。

課程內容：

初班 ( 第一、二級 )

1. 算盤基本認識 (1 位 /2 位 )

2. 5 補數、10 補數口訣加減

3. 長口訣加減，乘法口訣

4. 心算 ( 空撥 + 手算 )

進階班 (完成可掌握計算加減法速算及乘法的基本概念技巧的心算範疇)

1. 多位數加減

2. 加強心算加減

3. 快速心算

4. 乘法＋速算

5. 乘法口訣

初班 ( 第一級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6004A17 29/04-08/07 10 六 11:10am-12:10pm

費　　用︰會員 $900   非會員 $970

初班 ( 第二級 )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待定 10 六 11:10am-12:10pm

費　　用︰會員 $900   非會員 $970

 進階班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6001C17  14/01-22/04 13 六 11:10am-12:10pm

費　　用︰會員 $1,170   非會員 $1,270

導　　師︰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材料費用：$30 ( 初班包括珠心算書本第一期及第二期書一本、算盤 )，於第

一堂交給導師

$10 ( 進階班包括珠心算書一本 )，於第一堂交給導師

對　　象：4 - 6 歲

名　　額︰ 20 人

備　　註：1. 自備文具

2. 報讀 ( 第二級及進階班 ) 同學，開課當日必須攜同算盤及書本上堂

頒發證書：完成 ( 第一期、第二期 ) 及 ( 進階班 ) 出席率達 80% 或以上之同學，

於最後一堂獲奧林匹克數學會頒發証書乙張

奧林匹克數訓練班 
要使學生有良好的數學基礎，必須提高兒童的數學水平，促進他們的

智力開發，並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激發兒童學習興趣，從易到難，

逐步深入。

課程內容：

精心編排練習：例如動腦筋、算得快、靈活解題、按規律填圖、數字

遊戲、分類歸類、自然數列、線段與圖形、算式等數百種，每期課堂

均不同。

對象：K2 - K3 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3603A17 11/03-06/05 8 六 1:30pm-2:30pm

 CK3605A17 13/05-08/07 8 六 1:30pm-2:30pm

對象：P1 - P2 學生 

課程編號 日期 節數 星期及時間
 CK3603B17 11/03-06/05 8 六 10:00am-11:00am

 CK3605B17 13/05-08/07 8 六 10:00am-11:00am

導　　師︰由奧林匹克學會派出經驗導師任教

費　　用︰會員 $730   非會員 $800

名　　額︰ 20 人

備　　註：1. 延續性課程 

2. 自備文具

證書頒發：出席達 80% 或以上之同學，於最後一堂獲奧林匹克數學會頒發証

書乙張

數學園地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