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教技信〔2020〕2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台州市智慧教育典型应用案例 

名单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技术中心、市直属学校： 

根据《关于开展 2019 年台州市智慧教育典型应用案例征集活动的

通知》（台教技信〔2019〕24 号）精神，经县市区推荐、专家组遴选，

确定 2019 年台州市智慧教育典型应用案例共 50 个。现将名单予以公

布（详见附件）。 

本次征集的典型案例同时在 台州教育信息化案例平台

（http://al.tzedu.net.cn）展示，供各地各校学习借鉴。 

附件：2019 年台州市智慧教育典型应用案例名单 

 

台州市教育技术与信息中心 

                              2020 年 1 月 20 日 



 

附件 

序号 案例类型 案例名称 案例单位 负责人 

1 区域案例 智慧教育——椒江教育发展的新引擎 椒江区教育教学发展中心 林才聪 

2 区域案例 
温岭教育信息化联盟助推教师信息素养

提升 
温岭市教育技术中心 叶海兵 

3 学校案例 技术支持下的创新型学习空间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台州附属高

级中学 
陈基伟 

4 学校案例 
小吴老师开心的笑了——智慧管理系统

应用前后小吴老师的工作变化 
台州市金清中学 焦成伟 

5 学校案例 
基于 UMU 互动平台开展混合式创新阅

读 
椒江区实验小学 陈斌 

6 学校案例 “互联网+教育”环境下的智慧校园建设 椒江区前所街道中心小学 李慰群 

7 学校案例 满地花开  期待更美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王超 

8 学校案例 区初中学校智慧课堂教学改革组团案例 椒江区第二中学 王朝华 

9 学校案例 基于“互联网+”下的智慧校园管理 黄岩实验小学 王海平 

10 学校案例 以点带面，全面提升 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梁建斌 

11 学校案例 基于大数据的精准教学研究 路桥实验中学 徐晓红 

12 学校案例 
课程浸润  翰墨飘香——记临海市大洋

小学书法微课程建设 
临海大洋小学 单明芳 

13 学校案例 德育精细化管理系统建设 临海市第六中学 孙渊 

14 学校案例 敞开三日拥抱你 临海市回浦实验小学 杨灵君 

15 学校案例 构建大数据助推精准教学 玉环市城关第一初级中学 蒋斌华 

16 学校案例 依托社团、专业引领、文化育人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虞永灵 

17 学校案例 重构学习环境  引领个性学习 玉环市芦浦中心小学 周然 

18 学校案例 众筹集智促发展 精品微课显特色 天台县始丰街道中心小学 邢袁玫 

19 学校案例 奋力展翅 云端圆梦 天台县赤城中学 杨淑娉 



 

20 学校案例 告别传统课堂，“智慧”重构课堂 天台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张涛 

21 学校案例 
智慧教育下高中英语同步微课堂在教学

中的实际应用 
仙居中学 王媚 

22 学校案例 潜行在智慧教育的路上 三门县实验初级中学 姜伟峰 

23 学校案例 
让陌生同学熟悉——人脸识别融洽同步

课堂氛围 
三门县心湖小学 章宏艳 

24 教师案例 智慧教育点亮农村小学英语课堂内外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陈红月 

25 教师案例 智慧教育助力农村小学科学总复习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陈盼盼 

26 教师案例 之江汇同步课堂在数学实践中的应用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黄莉 

27 教师案例 借助网络课程  助力图形教学 椒江区云健小学灵济校区 石灵灵 

28 教师案例 猜猜我有多爱这节有温度的课 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王丹、高

柳笛 

29 教师案例 
“先导、实践、互动”学习，“慧化、绘画、

会话”数学 
椒江区实验小学下陈校区 王慧 

30 教师案例 
教育信息化进行时——寓教于乐，师生

普惠 
椒江区洪家第二中学 徐柳 

31 教师案例 改变从尝试开始 路桥区新桥镇中心小学 梁建斌 

32 教师案例 
依托云计算技术   助力中职计算机教

学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潘金雪 

33 教师案例 智慧环生 事半功“倍” 玉环市坎门中心小学 汪潭 

34 教师案例 “自制微课”让低段孩子走近数学课堂 玉环市芦浦中心小学 章佳慧 

35 教师案例 利用智慧课堂 优化小学数学课堂形态 天台县街头镇中心小学 车叶超 

36 教师案例 “之江汇互动课堂”在课堂上的应用 天台县雷峰中学 陈鲁娜 

37 教师案例 几何画板，给学生一个“做数学”的课堂 天台县始丰街道中心小学 葛巍娜 

38 教师案例 
“互联网+”背景下的小学英语精准教学

模式新探索 
天台县白鹤镇中心小学 施美娇 

39 教师案例 
跨界融合 蝶变进化---谈信息技术在小

学英语教学中的具体运用 
三门县心湖小学 陈喜燕 



 

40 专题案例 互联网+山海情  东西协作一家亲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李敏英 

41 专题案例 光盘镜像资源库 台州市白云小学 叶如兆 

42 专题案例 智能机器人创新实验室案例 台州市学院路小学 周峰 

43 专题案例 做个不断成长的美好家长 温岭市九龙学校 黄小灵 

44 专题案例 
跨越时空 协同发展——泽国小学“互联

网+义务教育”同步课堂应用案例 
温岭市泽国镇中心小学 阮良德 

45 专题案例 牵手同步课堂，促新教师成长 温岭市石塘镇中心小学 沈佳咪 

46 专题案例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玉环市陈屿中心小学 高文婷 

47 专题案例 
学科教室智慧课堂建设在高中英语教学

中的应用 
玉环市坎门中学 胡梦晓 

48 专题案例 天台中学物理创新实验室建设 浙江省天台中学 汤有国 

49 专题案例 墨香散万家，书韵意悠长 三门县心湖小学 蔡佳苹 

50 专题案例 
利用 NAS 存储服务器构建结对学校的

公共教育资源库 
三门县实验小学 卢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