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讀學員奧數比賽獲獎率達98%*

尖端班一等獎獲獎率達95%*

*數據來源於2019年秋季恆常班

K3升



克服幼小衔接三大挑战，帮你提前适应小一学习

疫情期間，小朋友的學習進度和學習能力差距逐漸拉大，暑假提前學習，是填補知識  

空缺的好時機，更能幫助小朋友提前適應小一生活，確立領跑優勢。

幼稚園學習環境較為輕鬆以及自由，而小學環境較為 

單一，並設有較嚴格的校規以及作息時間需要遵守。 

幼兒初次接觸陌生環境易感不安，且疫情期間停學時間

較長，令小朋友更難以調整上課狀態以迎接挑戰。

挑戰1：學習環境大轉變

在幼稚園階段小朋友需要通過圖片的協助建立知識的 

初步認知；而在小學階段則需要開始接觸更為抽象的 

文字概念，對文字的理解能力要求更高。

挑戰3：學習內容大轉變

小學推行全班教學，教師難以兼顧到每一位小朋友的 

學習狀態，幼兒需要主動適應不同老師的上堂節奏以及

較長的上堂時間。

挑戰2：學習模式大轉變



十二级课程体系

學而思經過十餘年的經驗積累，開發出獨有的「小學數學思維十二級課程

體系」。我們將六年的小學生涯再進行分拆，每個年級細分成兩級。針對

學生成長過程的不同階段，每一級都會設立相應的主題，有目標地幫助  

學生系統全面地學習奧數，培養思維能力。

一年四期的恆常班（春季班、暑期班、秋季班、冬季班）之間是相互銜接

的，層層遞進，內容不重複。一年級暑秋課程是十二級課程體系中的第一

級，對於小朋友在小學初始階段打定數學基礎至關重要。

暑假是為數不多的能夠集中強化學習的階段，經過我們多年的教學經驗，

這種集訓很有助於孩子數學思維方面的開發。暑假將全面學習新知識，  

為秋季課程搭橋鋪路，如果錯過暑期學習，小朋友在秋季課上接收知識時

可能會存在一些困難。所以我們推薦小朋友能夠從暑期開始學習，保證  

連貫性。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激發興趣
培養習慣

開拓思維
突破運算

紮實基礎
積累方法

接觸專題

拓展能力
強化邏輯

解決問題

完善板塊

銜接未來

一級

(暑秋)

二級

(冬春)

三級

(暑秋)

四級

(冬春)

五級

(暑秋)

六級

(冬春)

七級

(暑秋)

八級

(冬春)

九級

(暑秋)

十一級

(暑秋)

十二級

(冬春)十級

(冬春)



圖形板塊

低小年級是培養空間想象力的黃金時期，而其中的直觀形象講解是學習圖形的重要方法。因此  
學而思會通過實際動手操作來幫助小任珀品能夠用快速認識圖形，逐漸形成空間想象能力。在  
奧數比賽中，圖形佔比近乎10%。

暑期班

第1堂

第4堂

第7堂

第8堂

線角初步

有趣的平面圖形

感受對稱之美

有趣的立體圖形

認識各種線及各種角，瞭解平行、相交等線的
位置關係；通過教授圖形類題目，讓孩子對圖
形產生興趣，培養學生的圖形感知能力。

探究軸對稱圖形並聯繫生活，通過動手操作 
讓孩子感受對稱圖形的美。

認識各種平面圖形，瞭解各種平面圖形的   
特徵，並能對平面圖形進行多角度分類，培養
孩子的圖形認知能力，為今後學習圖形的折疊
分割奠定基礎。

認識各種常見的立體圖形（柱體、錐體、球
體），瞭解點線面特徵，會辨別其展開圖；
瞭解正方體展開圖，會找展開圖裏的相對
面，培養孩子的空間想像能力。

秋季班

第2堂

第8堂

第12堂

學習解決圖形剪、拼及剪拼綜合的常用方法，
讓孩子初步理解幾何專題中重要的「平移」和
「割補」原理。

探究中心對稱圖形之美，感受中心對稱的特點
和應用，通過動手操作分割、旋轉、拼接圖
形。

通過看一看、摸一摸及實際操作，引導孩子  
認識、想像立體圖形。通過動手製作立體七巧
板，獲得空間認知的實踐經驗及在腦海中移動
幾何體的能力。

剪拼圖形（1）

神奇的
中心對稱

立體七巧板
初識

秋季班

第1堂

第9堂

巧算加減法
初步（1）

天平代換

認識小括弧的意義，明確連加、連減、加減
混合算式的運算順序；認識加法和減法裏的
「好朋友數」，學習加減法的巧算方法，從而
提高孩子的運算速度。

讓孩子理解如何通過一個物體，找到另外兩者
之間的數目關係。學會簡單的等量代換，培養
方程思想；學會用「標1法」解決奧數比賽中
複雜的代換問題，進一步培養孩子靈活解決 
問題的能力。

計算板塊

計算是一年級最重要的數學基礎，95%以上的數學內容同計算相關，得計算者得數學。奧數比賽中
計算題型佔比亦是最高的，達到26%。

秋季課程要求小朋友掌握帶括弧的算式運算。

一年级暑秋课程内容介绍



秋季班

第3堂

第5堂

運用巧妙方法來數各類平面圖形，培養孩子
有序計數能力。對於複雜的平面圖形，學習
各種「分類計數」的方法和角度，打破定性
思維。

初步體驗概率的意義，明白有些事件的發生是
確定的，有些則是不確定的；結合經驗對一些
事情發生的概率進行比較、判斷並能簡單地說
出原因。

平面圖形計數
初步

神奇的
概率問題

計數板塊

計數板塊是數學核心板塊之一，也是每年奧數比賽必考內容！尤其是圖形計數，屬於一年級比賽
每年必考難點，是衝刺高分高獎項必備知識。計數板塊會學習簡單的排列和組合，培養有序     
計數，並初步滲透概率的意義，對小朋友耐心和細心有極高要求，因此能鍛煉小朋友的思維縝密
性和有序性。

暑期班

第2堂

第3堂

我會排一排

數與數字

本講重在向孩子滲透簡單的排列、組合的數學
思想方法，初步培養孩子有順序、全面地思考
問題的意識。

學會區分數與數位，會用大於號和小於號比較
數的大小並進行排序；培養孩子的數感，提升
數學學習的興趣與信心。

秋季班

第10堂

第11堂

根據「幾個」和「第幾」基數和序數的區別，
學會用畫圖的方法，解答排隊問題中求總人數
或部分人數的應用題。進一步提升解決實際
問題的能力。

培養孩子解應用題的良好習慣：先讀題、圈關
鍵字、明確目標再列式；接觸更複雜的求總數、
比多比少等題型，解決兩步甚至多步的應用
題，然後利用加減法算理列式來解答問題。

簡單的
排隊問題

比多比少
應用題

應用板塊

一年級校內雖涉獵不多，但奧數比賽佔比高達25%，佔了十分重要的地位。

應用題的學習能提升小朋友的閱讀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一年級暑秋對應用題的涉獵和日常生
活聯繫非常緊密，主要是讓小朋友了解什麼是應用題、如何在實際中進行應用，為二年級的應用
拓展打好基礎。

暑期班

第5堂

第6堂

時間的認知

方向與座標

認知鐘面，學習幾時、幾時半、幾時幾分，
學會看鐘錶認時間，增強孩子的時間觀念，
為後期學習時鐘的計算做好鋪墊。

掌握上下左右前後位置關係，學習東南西北
等8個方位，並能根據方位詞確定位置，培養
孩子的空間認知能力，發展空間觀念。

一年级暑秋课程内容介绍



秋季班 第4堂
認識奇數與偶數及其相加減的特性，會用數的
奇偶性解決一些簡單實際的生活問題。

奇數與偶數
初步

數論板塊

數論板塊的學習在低小年級屬於初識啟蒙階段，主要培養抽象思維、邏輯思維和數感。數論知識
連貫性強，需要一步一步學習，打好基礎。秋季的課程主要是為了幫助小朋友認識數的特點和  
運用，學會用奇數和偶數及其相加減的性質，為之後的數論難題打好基礎，即使是六年級的數論
題目，仍然會運用到數的奇偶性。

秋季班

第6堂

第7堂

第13堂

會找簡單的圖形規律，包括形狀、數目、    
方向、位置、顏色等，並進行綜合運用；學習
滑滑梯、分組法等多種趣味方法，培養孩子發
現、總結、歸納的學習能力。

會找最簡單數列（如自然數列、奇數數列、 
偶數數列、等差數列）的規律，並養成先    
觀察、再「搭橋」、之後再判斷的良好習慣；
會找圖形中數的規律，培養孩子的良好數感。

通過學習標準九宮數獨以及變形數獨，培養
鍛煉孩子的數感以及構造能力，激發孩子的
學習興趣。

圖形規律初步

數列規律初步

方格中的秘密
—數獨（2）

暑期班 第9堂
方格中的秘密
—數獨（1）

通過學習標準四宮、六宮數獨以及變形數獨，
學會仔細觀察、尋找突破口，鍛煉孩子的觀察
力、專注力，提高孩子的數學興趣，培養孩子
的創新思維。

組合板塊

組合板塊每年奧數比賽佔比達22%，僅次於計算和應用題型。其中找規律題型更是考試中的熱門。
暑秋課程中，將會通過遊戲的形式，激發小朋友學習興趣，不斷培養邏輯分析能力，鍛煉小朋友
的數感和圖感。

一年级暑秋课程内容介绍



教材亮点展示

一年級春季 - 第 8 堂 - 精英班

知識階梯

校內銜接

報時

板塊前鋪

本堂內容

板塊後續

逆向思考初步

  分析常見的應用題，進

一步學習簡單的倒推問題，

學會簡單的畫圖分析方法。

時間的計算

  進一步認識時間，並且

能認識鐘面上的任意時刻；

會計算從某一時刻到另一時

刻所經過的時間。

間隔之謎

  源於實際情境，歸納總

結 3 種間隔類型，再重新應

用解決常見問題。本講是二

年級進一步研究植樹問題的

前提。

2
一年級春季 - 第 8 堂 - 精英班

課前漫畫

3

思維導圖

一年級春季 - 第 8 堂 - 精英班

11

課前漫畫

用貼近生活、又與本堂課題  
相關的生動故事，激發小朋友
的學習興趣，並對本堂課的  
學習內容產生初步認識。

知識階梯

了解與本堂學習內容相關聯的
舊知識，可以培養小朋友舉一
反三的能力，訓練思維的關聯
性；了解之後將會學習的新  
知識，為本堂課的學習找到  
方向和目標。

思維導圖

有條理地梳理本堂課的學習  
脈絡，讓小朋友清晰明白本堂
知識重點。

一年級春季 - 第 8 堂 - 精英班

第
9
堂應

用
板

我是小講師

扮演老師將題目講解一次，達
到真正鞏固知識的效果，同時
提升表達力。



老师介绍

主講老師：Allen Sir

·華南理工大學數學系，學而思學神，S級教師， 
7年奧數教學經驗。學而思教研負責人，香港  
小學數學思維十二級課程體系創始人之一。

·培養出全港狀元，恆常班學員70%一等獎，備考
班獲獎率100%

主講老師：Miss Lina

·學而思數學資深教師、教師培訓導師。4年數學
教育經驗，熟悉幼稚園和小學學習體系。培養 
學生獲得華羅庚金杯等奧數比賽大量獎項。

·風格親和溫柔，擅長和孩子打成一片；講課生動
活潑，循序漸進，層層鋪出；重視思維啟發，善
於引導，給孩子一盞指明燈。

輔導老師：Jeffrey Sir

·香港浸會大學碩士，兩年奧數教學經驗；多名 
學生校內數學科成績半年內從75分進步至95分 
以上；學生曾獲奧數比賽全港狀元獎和第三名。

·集嚴謹與活潑於一身，鬼馬幽默;心理學專業  
背景，耐心發掘學生特質;根據小朋友性格和  
需求調整教學，對症下藥。

輔導老師：Miss Rachel

·香港浸會大學碩士。一年幼兒數理思維教學   
經驗，深受家長及小朋友喜愛。

·遊戲教學，擅長將知識融入遊戲，讓小朋友更容
易接受數學，在教學中引導小朋友多角度思考，
培養舉一反三的能力。



課程詳情

報名對象

2020年9月升讀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開設班型

每堂90分鐘

暑期 秋季

一期：7月4日-8月2日
註1

二期：8月4日-8月14日
註1

9月-12月上堂日期

學費

時長

$4000
註2

(共10堂，400元/堂)

$5600
註2

(共14堂，400元/堂)

【註2】除列明課程費用外，每季需另繳付200元書籍費。首次在香港學而思報名學員需額外繳付50元報名費。

暑秋课程详细信息

每週一堂

班型 課程目標 適合人群

1) 鞏固奧數基礎
2) 校內數學95分以上
3) 衝擊各大比賽初賽一等獎

校內數學基礎優秀且有
一定奧數基礎的同學

1) 拓展奧數思維
2) 校內數學滿分
3) 衝擊各大比賽晉級賽
 一等獎及以上

奧數基礎紮實的同學

1) 培養競賽能力
2) 衝擊各大比賽總決 
 賽特等獎、狀元獎

奧數基礎紮實、對數學
有濃厚興趣、樂於鑽研
的同學

進階班

精英班

尖端班
（需參加特定
    選拔考試）

【註1】暑期恆常班課程一共10堂課，第一期每週六、日上堂；第二期上5天，休息1天，再上5天，每堂課9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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