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圓周率與圓周長
本節教學主題：探究圓周長與直徑長之關係
節數：共 3 節，本節為第 1 節

授課年級： 六 年級
設 計 者：林心怡
社群成員：新北市數學輔導團

一、單元的期望學習結果
(一) 單元學習目標
1. 認識圓周長及探究圓周長與直徑長之關係。
2. 實測圓周長及直徑。
3. 認識圓周率及其意義。
4. 能應用圓周率，解決關於圓周長、直徑及半徑等問題。

(二)課程綱要學習重點
對應的學習表現

對應的學習內容

s-III-2 認識圓周率的意義，理解圓面積、圓

S-6-3 圓周率、圓周長、圓面積、扇形面積：用

周長、扇形面積與弧長之計算方式。

分割說明圓面積公式。求扇形弧長與面積。知道
以下三個比相等：（1）圓心角：360；（2）扇形弧
長：圓周長；（3）扇形面積：圓面積，但應用問
題只處理用（1）求弧長或面積。

二、學生與教材分析
(一)學生先備知識與學習困難
學生先備知識
1. 認識圓的構成要素(圓心、圓周、半
徑、直徑)，以及直徑與半徑的關係。
2. 比與比值的意義及表示法(比值的意義:
以後項為 1 倍，前項為後項的幾倍)。
(視版本內容參考)

學生可能的學習困難
1. 測量圓周長(曲線)時，操作容易產生誤差(直接複
製曲線或是以滾動複製曲線)。
2. 圓無法對摺的情況下，測量直徑的方式比較困難
須討論。
3. 若學生尚未學過比和比值的意義，引導其以固定
的倍數關係來思考圓周長及直徑的關係較為困
難，只能察覺現象。

(二)教材研究分析
本次教學以六年級「圓周率與圓周長」單元中有關「認識圓周率」此部分進行。在九年一貫
97 年的綱要分年細目中提及「要由圓周長的實測活動，進而由圓周長與直徑成比率(比值)理解圓
周率」，12 年課綱未特別針對如何認識圓周率進行說明。學生在五年級已學習過比率的概念代表
部分量與整體量的關係，但對於直徑與圓周長的關係更接近於比值的意義，代表兩量的關係。但
目前各版本中在本單元前有些已安排「比與比值」的學習，而有些尚未學習「比與比值」之前即

進行圓周率的認識。所以筆者做了以下思考:
1. 學生有過學習過「比與比值」的前置經驗，是否對於「認識圓周率」能更以「當直徑為 1 倍
時，圓周長約為 3.14 倍」的概念理解?
2. 學生是否學習過「比與比值」概念，對於教師描述或表徵「圓周率的意義」是否可有所調整，
進行兩個概念的連結整合?
此外，在教學設計部分，若以學生的學習角度來思考，若認識圓周率的方式僅是一連串操作的
執行步驟，進而發現圓周長與直徑有固定的倍數關係來定義圓周率，是否能更有意義的提問引導
學生思考圓周率之需求及意義?筆者認為「圓周率」即代表圓周長與直徑之間固定的倍數關係，重
點仍須回到「關係」的探究，提問應以關係為主。
所以筆者嘗試引導學生由周長與邊長關係的舊經驗出發，以關係為主的提問展開本單元學習
主題的需求感，透過數學史中圓內接正六邊形與圓的關係進行提問，並讓學生可以親自探究察覺
圓周長與直徑長之間關係的思考進程，並能欣賞數學家努力追求圓周率精確的過程。最後，進行
生活中各種圓的圓周長與直徑長的實際測量活動，以更精確的計算出圓周長與直徑長之間的倍數
關係認識圓周率(若已經學過「比與比值」的學生，筆者會以比的方式表徵圓周長及直徑的關係，
並以「當直徑為 1 倍時，圓周長約為 3.14 倍」的概念理解其比值為圓周率的意義)。以上，是本
單元重要教學設計的思考點。

三、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
節次
一
(本次演示)

二

學習目標
1. 認識圓周長及探究
圓周長與直徑長之
關係。

2. 實測生活中的圓之
圓周長及直徑。

活動目標

1-1 能認識圓周長。
觀察
1-2 透過數學史初步探究圓周長與直徑 上課問答
長之間的關係。
操作發表
1-3 能欣賞數學家求算圓周率的過程， 數學日記
進而感受圓周率之美。
2-1 實際測量生活中各種圓的圓周長及 觀察
直徑，並探討測量策略。
操作發表
(教師提供測量的圓應包含各類型的圓 學習單
形，如平面圓形圖卡、由立體的面所
描繪出的圓形、無法描繪用圍成的圓
形:如建築的圓柱或樹圍、校園中的大
圓。其中，需同時有兩組進行同一種
圓的測量，才能進行誤差的討論)

3. 認識圓周率及其意
義。

評量方式

3-1 能透過實際測量數據找出圓周長及
直徑之倍數關係，認識圓周率。
(已學過比與比值的學生，可以用「圓
周長:直徑=3.14:1」來表示兩者的關
係，進而說明比值為圓周率)

3-2 認識生活中圓周率的應用。
(透過觀察生活中常見關於圓形的產品
介紹，察覺生活中都是用直徑長描述
圓的大小，思考圓周率的需求。)(如附
件學習單)

三

4. 能應用圓周率，解
決關於圓周長、直
徑及半徑等問題。

4-1 能運用圓周率，由已知圓的直徑
（或半徑）求出圓周長。
4-2 能運用圓周率，由已知圓周長求出
直徑（或半徑）。

觀察
發表
課堂評量
作業

四、第 1 節課的學習活動
(一)學習的主要概念與活動
活動目標的主要概念

對應的學習活動

1-1 能認識圓周長。

1-1-1 透過三角形、正方形、正六邊形的周長與邊長關係
引入圓周的長，認識圓周長。

1-2 透過數學史初步探究圓周長與直徑
長之間的關係。

1-2-1 透過數學史引入，察覺圓內接正六邊形的周長與圓
周長之間的關係。
1-2-2 探究圓內接正六邊形的周長和圓內直徑之間的關
係。
1-2-3 在已知圓周長的情況下，透過實測教師給定的圓形
圖卡，確認圓周長大約是直徑的 3 倍多一點點。

1-3 能欣賞數學家求算圓周率的過程，
進而感受發現圓周率之美。

1-3-1 能欣賞數學家求算圓周長與直徑長關係的過程，進
而感受數學家追求完美的堅持力。

(二)素養導向的課程與教學
素養導向教學設計要點

轉

□ T1 情境問題轉化
■ T2 新舊經驗銜接
■ T3 數學概念聯結

與本節課活動內容的關聯說明
T2: 從學生對周長與邊長關係的舊經驗中，引入圓周的
長，認識圓周長。以及透過圓的構成要素，找出圓周
長與其中直徑長(半徑長)的關係。
T3: 以統計表整理各組實測數據，方便同時觀察各組結
果以利討論誤差情形。

做

■ D1 概念操作理解
■ D2 解題策略探究
□ D3 數學語言溝通

D1: 透過把圓和正六邊形疊在一起，察覺圓周長與正六
邊形周長的關係。透過摺紙或是畫線探究圓內接正六
邊形的周長和圓內直徑之間的關係。透過實際測量找
出圓周長是直徑的幾倍關係。
D2: 思考探究關係的策略或方法。

得

■ G1 思考能力提升
□ G2 解題態度培養
■ G3 共同學習增能

G1: 透過探究圓內接正六邊形的周長和圓內直徑之間的
關係，聆聽各種策略及方法提升數學思考的能力。以
操作經驗反思古書上記載的資訊是否正確。
G3: 透過數學史介紹，欣賞數學家劉徽求算圓周長與直
徑長關係的過程，進而感受數學家追求完美的堅持
力。

(三)學習活動的設計
學習
活動

教學流程與主要布題

學生可能反應
教學策略介入與評量

對應素養導向教
時間

學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1-1-1

導入活動-由舊經驗引入找關係的需求

老師準備正六邊形及

教師提問:
1. 以前我們學過周長，可以說說什麼
是周長嗎?(周界的長度)
2. 如果我想算三角形的周長，我需要
知道什麼?(邊長)正方形的周長呢?
長方形的周長呢?
教師小結:這些圖形的周長都可以用
邊長計算出來。

圓形的圖卡

3. 那圓形呢?它的周長在哪裡?
教師說明:圓周的長度就是「圓周長」

教師拿出圓形圖卡展
示

3分
此部分為複習周界與
周長的舊經驗

T2 新舊經驗銜
接：從學生對周
長與邊長關係的
舊經驗中，引入
圓周的長，認識
圓周長。

(板書)
4. 圓有邊長嗎?那圓周長要怎麼算
呢？你們知道古時候的數學家是怎
麼算的嗎?
5. 古代數學家用正六邊形來找出圓周
長。我們來一起來想想看，他們是
怎麼找的?

1-2-1

教師拿出正六邊形圖
卡展示

開展活動一-透過正六邊形初步探究圓

教師發下正六邊形及

周長與直徑長之間的關係
教師提問:
1. 正六邊形的邊有什麼特性?(有六個
邊，每個邊都一樣長)
2. 請你觀察一下，正六邊形的周長和
圓周長有什麼關係? 你是怎麼判斷
的?
老師追問:是長很多?還是一點點?

圓形的圖卡(兩人一
份)
教師複習正六邊形邊
長特性
學生可能回答:
把圓和正六邊形疊在
一起，發現圓周長比
正六邊形的周長還

3分
D1 概念操作理
解:透過把圓和
正六邊形疊在一
起，察覺周長關

教師小結:所以圓周長比正六邊形的
周長多一點。(板書)
1-2-2

3. 數學家還發現正六邊形的「邊長」
和圓內的一種長度有關。
(張貼正六邊形並標色一邊長，板
書:正六邊形的邊長)
想想看，我們以前學過的圓包含哪
些和哪種長度有關?
(板書: 直徑長、半徑長)
4. 正六邊形的邊長和圓內的直徑長或
半徑長有什麼關係呢?
(學生兩人一組，進行操作探究活
動)
5. 小組發表操作探究的結果。

教師小結:從剛剛的探究活動中，我
們發現了圓的直徑和正六邊形的兩個
邊長一樣長(動態操作:重疊圓和正六邊
形，複製兩邊長後移動至直徑處貼
住)，所以正六邊形的周長是直徑長的
3 倍(板書)，所以可以確定「圓周長比
直徑長的 3 倍多一點」。
1-3-1

開展活動二-引入數學史反思圓周長與
直徑長的關係，進而欣賞數學家求算
的過程
1. 教師介紹中國數學家在《周髀算
經》中「圓徑一而周三」及《九章
算術》中之記載「今有圓田，周三
十步，徑十步。問為田幾何？」
2. 這兩本古書中都是以圓周長是直徑

長，因為彎曲的線比
直線還要長一點點

係。

學生可能回答:
半徑、直徑

教師此時可視情況提

15 分

T2 新舊經驗銜
接：透過圓的構
成要素，找出圓
周長與其中直徑
長(半徑長)的關
係。
D1 概念操作理
解:透過摺紙或
是畫線探究圓內

示學生可將正六邊形
摺一摺或畫畫看，看
看有什麼與圓內長度

接正六邊形的周
長和圓內直徑之
間的關係

有關的發現
學生可能發表:
1. 用尺量出正六邊
形的邊長和半徑
一樣長。
2. 正六邊形對摺
後，摺線和圓的
直徑一樣長。

D2 解題策略探
究:思考探究關
係的策略或方
法。
G1 思考能力提
升:聆聽各種策
略及方法提升數

3. 正六邊形可以摺
出六個正三角
形，邊長和半徑
一樣長。

學思考的能力。

12 分

學生可能回答:

G1 思考能力提
升:以操作經驗
反思古書上記載
的資訊是否正
確。

的 3 倍來描述，你同意嗎?

3. 教師介紹劉徽利用圓內接正六邊形
反駁《周髀算經》及《九章算術》
中所寫的圓周長是直徑的 3 倍是錯
誤的。並利用「割圓術」逼近精準
的數據。

應該是 3 倍多一點
點，不會剛好 3 倍

G3 共同學習增
能: 透過數學史
介紹，欣賞數學

此時教師用 PPT 動態
展示圓內接正多邊
形，讓學生察覺正多
邊形的周長逐漸逼近
圓周長的過程

家劉徽求算圓周
長與直徑長關係
的過程，進而感
受數學家追求完
美的堅持力。

教師小結:引導學生欣賞數學家追求
完美且堅持不懈的精神，並感受數學
之美。
開展活動三-實測教師給定圓周長的圓
形圖卡，計算圓周長與直徑的倍數關
係
1-2-3

教師提問:
1. 從剛剛的活動中我們知道圓周長比
直徑的 3 倍多一點，那我們來實際
算算看到底是多多少呢?
2. 老師發下每組一張圓形圖卡，這個
圓形的圓周長是 47 公分，你們量
量看，它的直徑是幾公分?(測量約
為 15 公分)
3. 用電腦算算看，圓周長是直徑的幾
倍?

學生剛剛操作的圓形
圖卡(兩人一張)

5分

量找出圓周長是
直徑的幾倍關
係。

此活動僅讓學生自行
找出直徑並測量，各
組雖然是同樣大小的
圓，但是測量直徑仍
有可能會造成誤差，
教師應依情況討論

T3 數學概念聯
結: 以統計表整
理各組實測數
據，方便同時觀
察各組結果以利
討論誤差情形。

教師將各組量出的直
徑長輸入 Excel 表格
中，用程式計算結果

教師小結:經由測量後實際計算結
果，發現圓周長的確是直徑的 3 倍多
一點點，大約是 3.1 多，我們下一節課
繼續來研究生活中看到的各種圓，它
們的圓周長是不是也都是直徑的 3.1 多
倍呢?
總結

教師總結：
1. 圓的周長稱為「圓周長」。
2. 圓的周長沒有邊，可以利用正六邊
形兩個邊長和直徑一樣長，來推算
出「圓周長比直徑的 3 倍還要多一
點點」。
3. 古代數學家劉徽並利用割圓術將正

D1 概念操作理
解: 透過實際測

2分
此部分教師可利用板
書的上課例進行總結

總結統整本節課
學習重點

多邊形的周長逐漸逼近圓周長。
4. 透過實測數據發現圓周長是直徑的
3.1 多倍。
(板書)

圓周長 比 正六邊形的周長 多一點
直徑長的 3 倍
半徑長

?
正六邊形的邊長

附件一(第二節課內容)

一、 下面是生活中常見有關於圓形的產品:
(一)自行車

(二)風箏線卷軸

(三)蛋糕

(四)碗盤

觀察一下，想想看， 這些圓的尺寸大小都用何種長度來描述?

二、 你認為為什麼不用圓周長描述圓的大小?

三、 想想看，或問問看，生活中有沒有利用「圓周長」來測量或紀錄長度的例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