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講：DR MAN 



主講：文老師 





熱身題 

第一題： 

• 你參加賽跑，追過第2名，你是第幾名？ 

 



第一題： 

• 你參加賽跑，追過第2名，你是第幾名？ 

 

解答： 
如果你的回答是第1名，你就錯了！ 

你如果追過第2名，你只是取代那人的位置，
你是第2名。 

 





考考你 

https://gogotest.co/test1452 
 

https://gogotest.co/test1452


答案是： 

A.8 B.50 C.56 



                                           學界名題 



兩個數相加， 
共有24個可能 



https://www.faceb
ook.com/Mind-
Your-Decisions-
16844671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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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 



期待 



• 小六學生升上中一後，在學習數學上出現
了適應的問題，其中主要是同學們覺得中
學的數學內容較為艱深及抽象，而老師的
教學方法及要求，相對小學來說，亦有很
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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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ton 也提出小六學生升上中一後，的確出現學
習適應上的問題， 而數學科成績有下降的現象。
至於學習態度，亦有下調的情況，箇中原因主要
是課程不銜接和學生不適應中學的學習方式所造
成(Galton, Gray & Rudduck, 1999:10)。 

 

 

 
          Galton, M., Gray, J., & Rudduck, J. (1999). The impact of school transitions and transfers on pupil progress and attainment, 

Research Report No.131, Cambridge: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F1中學數學課本目錄 

全英文，感覺點? 



 
英數 vs 中數 

已學 vs 未學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中英對照，有無好d? 



第一步: 數學專有名詞的認識 

 
英數 vs 中數 



第二步: 建立良好的溫習習慣 

 
英數 vs 中數 

 

•時間運用 
•善用工具 
•自製筆記 
 
 

 



 
英數 vs 中數 

第一步： 
數學專有名詞的認識 

第二步： 
建立良好的溫習習慣 

已學 vs 未學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已學 vs 未學 



一理不通、百理不明  

 

 

• 數學知識有著很強的順序性，學習內容大都需要建基於先
前不同部分的已有知識，加上各部分的概念或運算技巧彼
此關連，假如學生在 學習某一課題上出現困難時，便會影
響他們的日後的數學學習。 

已學 vs 未學 



中小學教科書大不同 

已學 vs 未學 

中學 

小學 



中小學教科書大不同  
 
 
 
學生都認為中一的數學教科書 
• 字體細，插圖少，內容又多 
• 加上一課題之下，又分好幾個分題(例如在「全等和相似」的課題下分

成五個分題，每個分題下又分成兩至三個分題) 
• 令學生在翻閱書本時，感到好悶好煩，甚至有時「唔知老師教到邊度」 
• 家中溫書時，只會看老師的筆記，因為較為清楚及簡潔 
• 只有做功課時，才會翻開書本 
• 比較起小學來說，小學的數學課本比較容易明白及有助於學習 數學，

但中學的數學書，相對來說，用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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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學 vs 未學 



Chapter1 Directed Numbers有向數 

已學 vs 未學 

已學整數四則混合計算 

似學未學 vs 似懂非懂 

未學1. 符號:中括號、大括號 
             2. 運算法則 
             3. 正數(+1)、負數(-1) 



銜接點進行過渡 
仍要有小學學習的元素 
日常生活例子 
思維工具的使用圖像／線段 已學 vs 未學 



銜接點進行過渡 

仍要有小學學習的元素 
具人性化定的指示 
照顧學習多樣性，善用流程圖、 
 顏色、箭咀 

已學 vs 未學 



Statistics 統計學簡介 

已學 vs 未學 

未學1. 角度 
             2. 量度角度 
             3. 繪畫角度 

已學1. 半徑、直徑、圓周 
             2. 銳角、直角、鈍角 





 
英數 vs 中數 

第一步： 
數學專有名詞的認識 

第二步： 
建立良好的溫習習慣 

已學 vs 未學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第一步： 
銜接點進行過渡 

第二步： 
仍要有小學學習的元素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概念建立後的自我深化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總有地方『卡住』左 

小學生建構乘法的概念 
6+6+6+6+6 
=5個6 
=6的5倍 
=6x5 



基本運算+新學概念=你的能量指標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https://create.kahoot.it/ 
 

https://create.kahoot.it/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認識後，要運用清晰 
 用口訣加強記憶 
 速度與準繩度同樣重要 



 
英數 vs 中數 

第一步： 
數學專有名詞的認識 

第二步： 
建立良好的溫習習慣 

已學 vs 未學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第一步： 
銜接點進行過渡 

第二步： 
仍要有小學學習的元素 

第一步： 
概念建立後的自我深化 

第二步： 
基本運算 + 新學概念 = 你的能量指標 



問題總會有…. 

每每遇到問題，就要唸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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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數 vs 中數 

第一步： 
數學專有名詞的認識 

第二步： 
建立良好的溫習習慣 

已學 vs 未學 

學習重點 vs 學習難點 

第一步： 
銜接點進行過渡 

第二步： 
仍要有小學學習的元素 

第一步： 
概念建立後的自我深化 

第二步： 
基本運算 + 新學概念 = 你的能量指標 



數學科的未來新動向 

 



 
2015 年 11 月 

 

 

 

教改動向 



 

 

 

教改動向 



 
2016 年 12 月 

 

 

教改動向 



 

 

 

運算能力 

教改動向 



IT時代 

   



IT時代 

   預習或溫習 自動分級 在線學習 互動學習 評估及回饋 



R代表? 

 



數學也可閱讀 



漫畫、多色文字編輯、動手參與 



借鏡芬蘭教育 

• 芬蘭不標榜精英制，堅持所有學生公平受教，分配資源協助學習緩慢
的學生追上進度，希望做到「不讓一人落後」（No Child Left Behind）
的教育理念，學習能力的進步反映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上。芬蘭在
2000年、2003年和2006年的PISA平均成績均位居領先地位，使芬蘭教
育被公認為全球最佳的教育系統之一。 



『主題式學習』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
%9B/65781/-01%E8%A8%AA%E5%95%8F-
%E7%94%B1%E8%8A%AC%E8%98%AD%E6%94
%B9%E9%9D%A9%E8%AA%AA%E8%B5%B7-
%E6%95%99%E8%82%B2%E5%88%86%E5%90
%88%E6%80%8E%E9%BA%BC%E5%8A%83%E7
%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突破傳統、超越學科界限 

芬蘭教改就是要突破傳統、超越學科界限，學生不依靠教
科書上課，學習方式不是單靠聆聽老師的演講，着重透過
師生討論來思考，更鼓勵學生跳出課室將所學的融入生活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

%9B/65781/-01%E8%A8%AA%E5%95%8F-
%E7%94%B1%E8%8A%AC%E8%98%AD%E6%94
%B9%E9%9D%A9%E8%AA%AA%E8%B5%B7-
%E6%95%99%E8%82%B2%E5%88%86%E5%90
%88%E6%80%8E%E9%BA%BC%E5%8A%83%E7
%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https://www.hk01.com/%E5%9C%8B%E9%9A%9B/65781/-01%E8%A8%AA%E5%95%8F-%E7%94%B1%E8%8A%AC%E8%98%AD%E6%94%B9%E9%9D%A9%E8%AA%AA%E8%B5%B7-%E6%95%99%E8%82%B2%E5%88%86%E5%90%88%E6%80%8E%E9%BA%BC%E5%8A%83%E7%95%8C


教室應該不一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qbpkhkLrD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qbpkhkLrDs


「這樣的學習方式，孩子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 第一，跨領域學習，不著重單一科目，而是整合不同的學科。 

• 第二，結合各科老師合作參與。 

• 第三，學生共同合作的機會多過競爭與比較，團隊合作更重要。 

• 第四，發現孩子不同的天賦。 

 



 

Background Music credit to www.bensoun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