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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年度魔術課程 

建議學習內容 (上學期) 

課堂 魔術道具 舞台魔術道具 

一  生物感應 

魔術師拿出一個神奇的預言信封，

接著魔術師從口袋中拿出六張分别

印有六種動物圖案的牌，然后觀眾

從 1－6 數字中選擇任何的一個數

字；魔術師按照觀眾所選的數字找

出數字所代表的圖案。神奇的事發

生了，預言信封內的圖案竟與觀眾

所選的一樣。 

 破扇還原 

魔術師將一把完整無損的扇子交給

觀眾保管，再拿回來時，已經變成碎

破不堪的扇子，在魔術師的法術施展

後，扇子又恢復原的樣子了。 

二 
 

潘朵拉盒子 

兩個不同顏色的空盒子，卻可以神

奇地改變盒子的體積，互換大小，

每次互換後，更會在盒子中出現一

個小球。 

 跳動啤牌 

魔術師手上一共五張牌，觀眾就是指

出 Q 的位置，魔術師給觀眾看的很

清楚，Q 是在中間的，奇怪的是 Q

是會移動一樣，觀眾怎樣也猜不中所

在位置。最後一次選擇中，觀眾真的

找到 Q，不週 Q 已經變大了好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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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魔法鞋子 

魔術師手上有很多張顏色不一的鞋

子卡片，手上並拿著一個信封，裡

面裝了接下來所發生事情的預言。

魔術師讓觀眾隨意選擇一張卡片，

所選的颜色居然與魔術師信封裡預

言的卡片顏色一模一樣。 

 空袋出花 

一個看似普通的袋子，正反兩面可給

觀眾檢查，打開底部的拉鏈，觀眾看

到裡面空空如也，魔術師居然能從空

的袋子中拿出各種的東西(可配合拉

花、糖果等)。 

四  彈簧神弓 

魔術師手上一個鎖在彈簧中的鋼圈

竟然能自由穿梭於彈簧之中，讓觀

眾十分驚訝。. 

 超級菜單 

魔術師手上拿著一本菜單，一邊看一

邊想著把菜單上的食物立刻吃下肚

子。魔術師略施魔法，再次打開菜

單，圖片上的漢堡和薯條忽然消失

了，魔術師竟能從菜牌中，真正拿出

了一個漢堡和一盒薯條，真是神奇。 

五  小鬼找牌 

整副牌的牌背都有畫著一個身材细

少的卡通魔術師，它的神奇之處就

在於無論觀眾選到哪隻牌，它都能

找出来，神奇嗎? 

 乾坤筒 

魔術師手上有兩個空空的筒，套在一

起後，竟然可以变出，糖果、水果等

各種自己喜歡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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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長短貓 

魔術師手上拿著兩張大小相同的小

猫紙牌，魔術師只要輕輕碰一下小

猫，小貓的身體便能變長變短，真

是神奇！ 

 預言板 

魔術師將在所有觀眾面前表演神奇

的預言。魔術師先將一套卡片放在板

的一旁，接下來觀眾自由選擇將卡片

放於 1-5 的位置，五張卡片放好後，

觀眾和魔術師的卡片順序竟然一樣。 

 

七  原子牌術 

一副看似普通的樸克牌，观众從整

副牌中隨意選擇一張牌，把它放回

牌中，無論洗多少次牌，魔術師都

能把選中的樸克牌變到任意一個位

置，最後更能將整副牌都變成觀眾

所選的的那張牌，神奇無比。 

 幻象魔法書 

魔術師手上拿著一本空白的書，魔術

師只要心中默念，書本竟能變出可

樂、花瓶、水果、甚至鴿子等物件。 

八  雙筒聽骰 

觀眾把骰子放在小盒内並記住點

數，然後盖上蓋子，魔術師把小盒

放在大盒内，再蓋上蓋子後，把骰

子在耳邊扎搖一下，便可知道觀眾

所記住住的點數。 

 萬用魔術袋 

魔術師把撲克牌一一放進袋子裡，魔

術師略施魔法後，撲克牌不但消失

了，最後袋子裡的撲克牌竟然全部變

成閃亮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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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具安排次序可能會因應實際情況調動 

 

九  LED 幻覺 

魔術師把三個 LED 燈，放在透明的

杯中，在觀眾面前慢慢移動杯子，

觀眾永遠猜不到那個杯中是發紅光

的 LED 燈。 

 舞台三繩 

三條長度不同的繩子，在魔術師手上

竟能變成同一長度，也可變回原來不

同的長度，更奇妙的是繩子可以由三

條迅間變做兩條。 

十  魔釘穿銀 

魔術師把一個錢幣放在盒裡，釘子

竟然可神奇地穿過錢幣，把釘子拔

出來後，錢幣竟然原好無缺，十分

神奇。 

 飄浮氣球 

一個裝滿了氫氣的氣球會飄浮，這是

大家教知道的事情。但如果是一個用

嘴巴吹的氣球會飄浮嗎？魔術師竟

能在觀眾面前用嘴巴吹氣球，而這個

氣球是能飄浮於空中，魔術師更可控

制氣球的高度和飄浮時間。 

 



     香港兒童魔法學院 
      Wonderland Magic Academy 

地址 ：中環德輔道中 107 – 111 號 

余祟本行 15 樓 05 室 

電話：3462-2970 

傳真：3462-2971 

電郵：wmagicacademy@gmail.com 
 

 

2018-19 年度魔術課程 

建議學習內容 (下學期) 

課堂 魔術道具 舞台魔術道具 

十一  思維透視卡 

魔術師將進行一個神奇的預言魔

術，無論觀眾心想哪一張樸完牌，魔

術師都能準確地預測出來，神奇無

比。 

 逃脫手銬 

魔術師在眾人面前請觀眾用金屬手

銬鎖著自已雙手。魔術師把雙手放於

袋子裡，魔術師竟能在三秒鐘內，不

需任何工具便脱下這手銬。 

 

十二  拍扁骰子 

一個普通的骰子，魔術師只要雙手用

力一拍，就被打扁成一張紙。 

 鴿盤 

傳統的變鴿子魔術道具。但這次魔術

師並不是在盤子變出白鴿，而是在空

空的盤子裡變出大量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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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紅綠燈 

一枝刻有綠色圓點的膠棒，在魔術師

的控制下，膠棒上的綠色竟能突然轉

為紅色，魔術師再輕輕搖晃，紅色竟

再轉為黃色，真是變化莫測。 

 印度繩 

一根普普通通的繩子，在魔術師的魔

法下，竟然慢慢地直立起來，好像變

了一支木棒一樣堅硬，真是神奇。 

 

十四  軟硬筆 

魔術師手上拿著一支普通的原子

筆，但是這支筆可按魔術師的指示變

曲到任何程度，但是再交給觀眾的時

候，原子筆就變得堅硬無比，真是不

可思議。 

 

 繩變絲巾 

魔術師把一條普通的繩子放於手

中，用手輕輕一拉繩子，便變成一条

絲巾，繩子消失得無影無縱。 

十五  彩虹預言磚 

魔術師請觀眾選兩種顏色後手拿預

言盒子，把六個颜色的磚塊放在盒子

裡，然後穿在一起，魔術師略施魔

法，很神奇地兩塊磚塊竟自動的跑出

來了，而且還是觀眾所選的顏色。 

 魔法書 

一本內頁空白的書本，只要魔術師略

施魔法，書本的內頁瞬間變為有黑白

圖案的書本，再施魔法，竟能為書本

內頁添上顏色，十分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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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ESP 快速印刷 

魔術師只要敲一下卡牌，卡牌竟然能

快速變化起來，甚至變成觀眾印選的

卡牌。 

 紙袋花箱 

魔術師給觀眾展示一個空無一物的

紙袋後，伸手從紙袋中取出一個透明

而美麗的紅色花箱，接著再拿出另外

兩個不同的花箱，魔術師竟能從空袋

中變出三個箱子，十分神奇。 

十七  牛奶杯 

魔術師拿出一份報纸，捲成漏斗形

状．然後把杯中的牛奶倒進報纸中，

奇怪的是牛奶居然不會從報紙的底

部溢出．當倒了半杯牛奶后，魔術師

把報纸打開，報纸中的牛奶卻不翼而

飛。 

 變雞蛋的魔術袋 

魔術師拿出一個小布袋和一隻雞

蛋。這個雞蛋竟然能然從袋子裡反覆

的消失出現，每一次的變化都是在觀

眾面前發生，真是令人能以置信。 

 

十八  撕報紙還原 

魔術師在桌上取起一疊完整的報

紙，用手在觀眾面前撕成一塊一塊的

報紙碎片。魔術師手拿碎片，隨意地

把手鬆開，報紙碎片不但没有掉落在

地上，更立刻恢復成完整的報紙。 

 神奇穿越 

魔術師手上拿著一牌密不透風的塑

膠板，略施魔法竟能把絲巾、鉛筆等

等穿过膠板，究竟是怎樣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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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聽風骰子 

魔術師請觀眾先把骰子放進盒裡並

把盒子蓋好，魔術師搖一下骰盒，骰

子竟會向魔術師說出現在的點數，原

來魔術師憑聽覺也能變魔術。 

 空炒爆谷 

魔術師準備一塊布，然後邀請兩名觀

眾扯住四個角，平放在空中。之後魔

術師拿一些米放在布上，再拿出一個

小簸箕在上面炒。稍後，爆谷便出來

了。還可以讓觀眾品嘗一下。 

二十  大變金幣 

魔術師拿出魔術棒，交給觀眾檢查魔

術棒上是沒有任何東西的，魔術師把

魔術棒放在手中，竟能立即變出一個

硬幣。 

 魔棒出花 

魔術師手中拿着一枝魔術棒，然後朝

着一個空的花盆裡一指，便能變出一

顆紅色的鮮花。 

 

* 道具安排次序可能會因應實際情況調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