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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酬'fl，f.月: ti副總數 4r僧11../{I 4i:數學線作

機備學校名附: 壇公會青島咱中心

計制.G行時間。自 且也18 (1J11f:)至

乙g

望皇i且一_(IJI的

績寓'JtfØ61報告蔚 ﹒ 2曹先鋒漪� r.自闕'I1Ne.華銀憎緯搭車隨續寫耐心

m川成(M綠}會筒，童車以下項目作的飽飽制I告
1. IJJ謹 向 銀

2 . ð衍f
3 . f'釘l 絨E評 �ft絃E計草創I的成y本拉 敘直必幸，備 j洲 卅旭F列1)1由T旭H有憫指餵及衡'璽E耳都自 則
4. 1&.品&推廣模式，及外間f.t))11肺機JI(活動的反應
S. 活動一雙哩哇
6. m用實值的所遇到的因種晨M��1t法

'If#IÆ結報告須鐘，續上針，再管讀來自直JII安﹒一種變女﹒報告IfIl1I!iJ�己rl.EFh較重/釀請主
嘗到區代爽樣構嘗嘗變質量!tÆfi金總數路晶體蠻的人士蘿建﹒



' 

1.能否達成目樑

li1t明且總 與自lIIl相關
這歸程度 撞到自根 未能遲到目標

的通動 的道鑽戒指標 的彎曲

以應用棍式 學校阪定嘗試糟質 量E教學 撞到20% 附件一 相關公司的聽聽搗眾教學軟件
(單化，屋子1世 平台，配備翻姆總聳的教學 相關工作吉亞 未能如期推出，另外其教學平
學衡量�J且沒 軟件﹒老師可利間平棍電腦 台本文被告做學符號如 畫 、

有的使本海 的低下自飯，-邊寫一邊鉛 f響，敏緻嚕老師即使拍干öl 話﹒而且老師可使用織λ圖
{曲功能﹒篇題目或屏幕顯取

短片，亦未能土恥﹒或遞過其

貼上白磁 令i�解更加形象
網上平台止私工作絨樂作綱

他，容易明白﹒教學平台!1! 上11、測試=個λ評估測試草草﹒

艾盟員不同類型的檔案﹒驗7 由於公司未能按照關前針I1JI是
影丹外，老師亦可胸有關學 。4有關單台及教學軟件﹒在前
��jl隘的工作紙、簡輯、聲 .�後期提供7教師增割l﹒E幫老
管檔或試算我空車上恥章教學 的們嘗試以免費教學亭台
平台給學生作預習或參考﹒ 處理﹒最後
里體富1啤宵的教學資3單﹒令� 老師們自佇毒草錢，里作組抖工
習吏吾吾先jt﹒ 矣，自由下7 201臨短片﹒並越過

發肢給各班
學生.lI!使用 附
帶-間1]、測試{聲於數學符�
所限，小測試只能以賽項選擇
趣的Il!式發欣}。從中7解學
�對把i 片 內容的IUil﹒

佬，醫學生總 造的期望學生於跟前自行觀 連置�7仰。 附件 的於公司的學習平台未能如期
的的消臂的 也老師的解也串串何作預習 相關組阿 雖也﹒老師唯選取-些免費的
習fj{﹒鼓亂。 然11<可以在綠草Z中逾彷站 短片，甚作工具約甜甜短H﹒
學生自主學 勛、討論或棚呦，好使學 組H土縱至
習 缺陷草書11{習習慣﹒如則在正 all學生可隨時I!l!�吉﹒

式執行f是﹒除7現匈短筒， 昌費佈短1司開時俯首�-倒1]、加l
老師更可 t動其他資源供學 試，講學'E觀看短Þit賣完成﹒
生參考﹒此外 2月加λ總前 "單數學符號的故衛問題 各小
小車車習去測試學生的JlI!ß年能 測試只能夠串串晶晶成回門，並只
度，方便萃的請通教學內容﹒ 能夠以多積迦f制醋的彤>I:�

理 ﹒

上課時間更 送到90% fJ於所憊的做也

為充裕﹒可 明白 ﹒ 可選擇且看直至 當中﹒返回事例朋
作更會互動 街要J眩，但可辨除草聲中 軍區
或討論觀iE單 跟不上進度的問題﹒而且， 作綱土11、測試，i1ft 

的問題 ﹒提 老師肺結聽的部分放在盡早 從Þx輯i結果7解
l升教學效策 前﹒前總潔的ßß分敢在海 學生的學習進食

中'ð!I同學遇到學習艙，恤， (J(ff牛-)，從而改
也能得到老師臨別﹒於線 學止，諜的鐵皮﹒並
前﹒學哩的看影J可後，會備 能更普用親當時
要做一些小綠習.這些小eI( 闊論解街直都深
甜可E幫老師明盼學生的學習 的間目﹒
單草皮，與反學生的能力�
興，以便核能力分自H及在教



'"作也說_ . 自鈴部分的講
"已在海..完成﹒ .tl'I路f.ll
被品 �Iti ﹒�ØIi使可位于有
.�壓學生特別主I.t﹒值勛章

111續奮�1II-蠶 ﹒
使.教師軍事 揖處是故針筒， 老師糧升對全都撞到 J:8J&Ji以計研﹒各
III壘，農 電乎學習的團軍閥，血促進7 初中E區區管唔，

教司體交流的機*. 了 如何fil!It) 電F
軟件拍攝，監學組
月.1史使用

團�fI!
1)、測試.&1的11恥!
通過兔樹種粵、科
台

借赦組
!i晨，恥，則!it﹒間1自量
收!ß團盟"鈍at&
分軒l'
最重要是繪圖lT
值�交讀﹒

2.針劑影，

按照軍"泊在的方法﹒從以下角度評軍針，圖書I學習成51!!/l!$唱壘，級/學經喔，展的影，
2.1 帖ll�醫生/教師的觀野

lS油畫畫吹自十創﹒學生學會7利用氣k資海瘦得知:JI﹒不只眼椒闖過llHi!i及價本工作紙.
另一方俑.t師亦改變7單向授課的習慣，使用翻轉掀司司的概念，學會f�K暫且作及如何透過
制k、科台與學生更加反動﹒

2.2 刺激咱也/教訓的成功眩
當學生泌上不明白的地'jj.可以隨時血病:!ilJî的內特﹒Jl盛東風!Jll1臨﹒
從學中網上的小測試成績報告中可見﹒六苦學生i?噸:tJ1Ia是不只-次﹒宜到取份滿分為止﹒也
值1>>1他們掃望能l.lI至1海分，以發梅成功臨﹒
揖-方甜。拉師在教學上亦有事半功倍的績ll'r.t學 生拉在攝相此做苟明且只.:j直掌繞到在車內容後，
11重時間使集處理較健深的略目﹒

2.) "數量，鑽俱吏，帶S司機會﹒促進教師的軍事黨智麗
遞過，甚扭曲t.. .在篩矣，與7兩次的專.......'!M叭''-.1:學習平台周本主﹒但對�免費
!Pfl平台 則有了更多的軍_'l:1Im妞J:t!If彼此的受這﹒學會7姐何使用
地歸嘻嘻作軟件臼行悔"短品﹒ 何利用 電費悴1)'軍撞車﹒以T解曙生對組討內容的蒙
_.ettll!判用免費學習平台 置自tilliJH臣1)幢幢主﹒

2，4 促JII申校區�ml申』是鍵升學校�種形象
而於計割肉的盼作公司-l[采集誰也學習平台及提起島圖切的軟nðf'品﹒以致原定計If-再延技
唷干，體IQJ"!<'II$.��J唔，數學老師最後a向敵除精神.rr何傲的:JU攝下學會利用免費軟件反工
具使.�則悔以試行﹒ 。最後 拍!ll7 20 
例�Il抖 ，內容為中-1章中二其中5個較競賽的l'lI組(-ñ..吹方1'.\ . �項式直角引起樑.t.甜1&
tli'l\轍.. 紙、比4月Ilfil‘以及l!i等式的概會) • ð哩啦'1，"Jl4lI!ñt劍"就﹒



3. Qlltll軍艦十割成本效益

我二:孤糾紛隙

預算項目 鐵濃珊， 實隙艾lli
電Jf!

I(乙H串門11(甲}
t據畫畫誼通禽輸費II) ('1'1 t乙) +1- % 

四區厲
'"電教學平台，伺服BSI敏飾惜別 117.000π 乳制10元 .95.7% 

-敞開宣
5.0帥元 5.∞0元1);敏 。目

前Î!t以下各方面誨..可劑的快車鍍畫畫
﹒ 資囂的適用微姐也紛﹒咿昌，學w吾吾與學校的人力實JI荐)

軍訂以117，個回兀鵬宣軀，‘﹒包絃種組1"國值1，.，11帥，教室島袋、電于種霄JU臣MlI工具連遁子
，曹燕鈕，以矗剛吹制單培訓工作坊﹒個司，顧公開ÐI��M;鐘供街"平台1t學習乘車臣﹒民進行
7兩次的教師培訓﹒t;t福們最後釀釘適用免費軟件工具且學習平台�..實行針，間內容﹒所以
成本敢接甚高﹒

肘IfIPii越惰的情習A!RI'I.&首都科的延續性
遞過是次計劃J賣自由自們缸展7迪機另一{亟割的教材獻。由於這些11手幟*(緝的)提!I!覆使用，
使ât個偈以延續﹒
.!略計劉國合作公間的車龍æ舍前績最7計酬的縱橫﹒但老績M習N、'H自儡短伯拉巧﹒當中
11作7軒攤上健習﹒測試簿﹒皆可齡路來u使用﹒J<.太建造成本效益﹒



網上平台小測試的結果及數據資料

相關總題:中二第一軍事及tt
對象中二A玻
人數 29人
經:1)' :混合(中上}

用20分鐘朽是7800m.他行是1.3km罵街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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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飯翻版完晰、湖帥閉室內甜的轉工作紙|
it包: ( ) 妞" 一一一_ BltI 

中三級數學科堂課工作紙

;單'JU1 :第 I 1;1: $1是比

學習�III.躍.明亡l亭的意義﹒

那M:l叫個不同類的寰的高﹒

t'llJ[-

1. lCJI\慎用2小時飛行了1820 Icm﹒以lCmIh哩哇示飛機釣飛行撞車﹒

2. I∞們間可兌換成7.S港元.�自個兒續至港元的兌換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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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三
4 姆粉的官倒是S8ikg﹒

(a)求醫揖貨30kg鐘1甜的成本﹒
{盼$500可買多少q;紛9

5. 打印機用8分續打印7200 )i(﹒ 
個}似真/分續發示打印機的行印i!I!唱﹒
(b) :;J<打印一份185頁的文作所懦的時間﹒

6.盤盤工作8小時可得辦企S456.

(抽)以$1小時表示益盔的薪金率﹒
(b)主鹽每天工作5小時﹒她工作2夫可得研金$550.圭亞盟的回事務比益盔的時新高睹。

試解穆你的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