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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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年度魔術課程 

建議學習內容 (上學期) 

 

一   
心情骰子 

 

骰子表面有三種不同表情的骰

子，由觀眾選出今天的心情，

蓋好盒子，魔術師不需打開盒

子，便能準確地探測到觀眾今

天的心情。 

 
四色絲巾 

 

一條黃綠相連的絲巾，在手中

輕輕的一晃，瞬間變成一條紅

藍相間的絲巾。魔術師再輕輕

一拉，又變回了黃綠相連的絲

巾。 

二  
隨心的選擇 

 

三個不同的牌，由觀眾隨手抽

一個牌放在袋裡，再選一個牌

給魔術師，另一個由觀眾自己

拿著，魔術師把預言牌打開，

結果竟然和預言一樣。 

 
牌點變幻 

 

魔術師拿出一張牌，上面印有 6

點，魔術師把牌在觀眾面前一

晃施展魔法，牌點竟然改變

了。魔術師把牌反轉一下，牌

點再次在觀眾前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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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魔幻神盒 

 

魔術師給觀眾展示撕掉一張樸

克牌，放入這個魔幻神盒裡，

施展魔法後打開，剛剛那張樸

克牌竟然被還原。 

 神奇寶盒 

 

魔術師拿出一個箱子，箱子內

空無一物。魔術師把箱子關

上，施展魔法後，箱內竟放滿

了糖果。 

四 
 魔結 

 

魔術師嘗試用一個密封的金屬

圈，套入一條密封的金屬鏈

內，當魔術師放開手時，金屬

圈竟自然地跟金屬鏈緊緊扣在

一起。， 

 牛奶變絲巾 

 

魔術師向觀眾展示一個空杯，

並把牛奶倒進杯內，魔術師把

杯子倒轉，牛奶竟變成絲巾，

真是神奇。 

五 
 魔幻小兔 

 

魔術師在桌上放有一隻兔子，

施展魔法後，竟能變成两隻兔

子，魔術師再施展魔法，兔子

竟能跑到觀眾的手裡。 

 空手出花球 

 

魔術師略施魔法，在空中揮手

便能變出兩個花球，究竟是怎

樣辦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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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齡透視 

 

魔術師手上有一副神奇的預言

牌，只要觀眾回答幾個簡單問

題，便可準確地猜到觀眾的年

齡，十分神奇。 

 燈泡魔術 

 

魔術師手上拿著一個沒有接駁

電力的電燈泡，魔術師竟可利

用身體發出電力令燈泡發亮。 

七 

 

消失的女神 

 

魔術師只利用一條橡筋讓女神

在觀眾的眼前忽然消失，讓你

目瞪口呆。 

 
隔空喝牛奶 

 

魔術師手上拿著一杯滿滿的牛

奶及一支飲管，只要略施魔

法，魔術師竟可利用飲管隔著

空氣把牛奶喝掉。 

八 
 銅牆鐵壁 

 

魔術師拿出一個密封的盒子和

小球，把球放在盒子上面。魔

術師拿起小球用力一拍，小红

球瞬間穿過盒子表面，跑到盒

子裡去。 

 
變大吸管 

 

魔術師手是空無一物，把手放

到紙袋裡，竟能從紙袋裡掏出

一支巨大的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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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具安排次序可能會因應實際情況調動 

九 
 魔繩脫球 

 

一個透明的小方盒裡裝有一個

小球，用繩子穿過小球，然後

打上死結；當魔術師握住裝有

小球的盒子時，小球竟然神奇

的脫離了繩子！ 

 變色圍巾 

 

魔術師身上帶著一條黑色圍

巾，魔術師把圍巾在空中一

擺，圍巾竟神奇地變成彩色。 

十 
 數字神算 

 

四張四面不同的數字牌，不管

轉到那一邊，魔術師都能在幾

秒鐘內計算出四行 4 位數的總

和。 

 舞台三杯 

 

三個杯子放於桌面，把一個球

放在中間杯子上，再蓋上其他

杯子，用手拍一下，小球竟穿

過杯底落在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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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魔術課程 

建議學習內容 (下學期) 
 

一   增值神袋 

 

魔術師神奇地把手中的錢幣隔

空地變到袋子中，更可將一個

錢幣連續的變成二個、三個或

更多，真是神奇。 

 三連絲巾 

 

魔術師將三塊不同顏色的絲巾

一條一條的放進透明的管子

裡，然後慢慢地拉出來，三條

絲巾竟神奇地連在一起。 

二  空手染絲巾 

 

魔術師手上拿著一條白色的絲

巾，只要把白色絲巾塞到手

裡，拉出來的絲巾就成红色

了，魔術師的手就像能染色

般，真是神奇。 

 三個普通的衣架在魔術師手中

竟然可以隨意穿越，互相緊

扣，突然又會分開，讓觀眾看

得眼花繚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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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靈感應 

 

魔術師請觀眾默念一個數字，

魔術師能以讀心術準確地讀取

及選出觀眾心中所想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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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預言陀螺 

 

魔術師手上有一颗骰子及一個

預言陀螺，觀眾無論抛出去的

是骰子是多少點，預言陀螺都

能準確地测出並停留在相同的

點数上。 

 水中分沙  

 

魔術師將清水瞬間變成黑色，

然後再把三種不同顏色沙子一

一放進水中。接着魔術師在黑

色的水中分别抓出三種不同顏

色的沙子，最厲害的是沙子居

然還是乾的。 

五 
 超能力骰 

 

魔術師手上有六款不同的纸卡

圖案，魔術師請觀眾隨意選一

個圖案，然後魔術師把六顆骰

子隨意放在盒裡輕輕一晃，六

顆骰子便會變成觀眾所選的圖

案。  

 變色小丑牌 

 

一張黑白的小丑卡插進一個透

明的套裡，再次拉出來的時

條，就變成了彩色的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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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魔幻緊箍咒 

 

完好的鋼圈能自由穿梭於繩子

中，當魔術師把鋼圈用繩子牢

牢的捆住，鋼圈也能神奇地從

結中掙脫。 

 變色光碟 

 

魔術師把普通的光碟，放進一

個光碟套，用黄色絲巾穿過光

碟中間的小孔，把光碟拉出來

後竟變成了黄色的光碟，再接

着變红色、綠色，究竟是怎樣

做到的。 

七 
  穿梭錢幣 

 

魔術師把硬幣放於盒子裡，再

用絲巾包好。魔術師只有施展

魔法，盒中的硬幣竟能自由穿

梭於盒子和魔術師的手裡。 

 變色杯 

 

魔術師左手拿了一條絲巾，右

手拿了一杯清水，魔術師用絲

巾擦一擦水杯，清水竟然變成

綠色的果汁，再用絲巾擦一擦

水杯，綠色的果汁會變成金色

的香檳。 

八 
 ET 螺絲 

 

魔術師讓觀衆任意選擇一張撲

克，然後把三個帶有螺絲的螺

母放到一個小瓶裏，搖晃幾下。 

這時候觀衆打開自己所選擇的

那張牌，自己撲克上的圖案和

自動分開的鏍絲的鏍母的顔色

一模一樣。 

 消失的水 

 

魔術師把水倒進紙杯裡，只要

唸一下魔法，把紙杯返轉，水

竟然在觀眾前面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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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具安排次序可能會因應實際情況調動 

 

九 
 移位牌 

 

魔術師手上拿著三隻樸克牌，

分別為红心 A 和兩隻任意牌，

魔術師請觀眾記住红心 A 的位

置後，把三张牌牌背向上，但

是不管觀眾怎樣選都選不中红

心 A，究竟魔術師是怎樣做到

的。 

  神奇魔術棒  

 

神奇的魔術師施展魔法後，空

手便能變出一根魔術棒。 

十 
 飛碟骰 

 

魔術師倒出四個骰子，拿一個

放進盒裡，再把另一個放到手

上。魔術師只要隔空一放，手

上的骰子便跑到盒子裡去了，

盒子裡變成了兩顆骰子。然後

魔術師再拿一顆塞進手裡，又

是隔空一放，怎麼骰子又跑進

盒子裡。 

  QK 變幻 

 

魔術師把幾張不同颜色的特大

撲克牌放於桌上，给觀眾看清

楚後翻轉，觀眾只能看到撲克

牌的背面，此時魔術師請觀眾

回答猜猜哪一張是撲克牌

KING，撲克牌 KING 竟然在觀

眾面前轉換了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