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數學領域核心素養導向教學活動設計表
單元名稱：認識平面圖形的周界及周長

授課年級：

本節教學主題：周界的認識
節數：共 3 節，本節為第

設 計 者：吳偉全
社群成員：新北市數學輔導團

1 節

二

年級

一、單元的期望學習結果
(一) 單元學習目標
1.在具體情境中認識圖形的內部、外部與周界。
2.能利用工具及直尺測量出圖形的邊長，並計算出周長。
3.能藉由討論覺察出特殊幾何圖形的邊長關係。

(二)課程綱要學習重點
對應的學習表現

對應的學習內容

s-I-1 從操作活動，初步認識物體與常見

S-2-1 物體之幾何特徵：以操作活動為主。進行辨

幾何形體的幾何特徵。
n-I-7 理解長度及其常用單位，並做實
測、估測與計算。

認與描述之活動。藉由實際物體認識簡單幾何形體
（包含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並連結幾何概念
（如長、短、大、小等）。 備註：本條目之活動以
實際物體為主。幾何特徵指非嚴格定義的頂點、
角、邊、面、周界、內外。
S-2-3 直尺操作：測量長度。報讀 公分數。指定
長度之線段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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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先前已藉由操作活動能辨認簡單的
平面圖形與立體形體，並能以幾何特徵適
度進行分類。

學生可能的學習困難
1.對於圖形的判定產生迷思。
2.使用直尺進行測量時，對於工具的使用與刻度的報
讀出現困難。

2.學生能操作直尺測量長度，並報讀所量
測的公分數，也能畫出指定長度的線段。

(二)教材研究分析
1.界定幾何圖形的「內部」、「外部」、「周界」於九年一貫課程中屬三年級的課程，現調整至二年
級，教師於課堂進行引導時，不應直接宣告，應從學生熟悉的情境中發現各式簡單幾何圖形進行
討論與辨認。
2.在區辨兩個幾何圖形的邊長與周界長度時，除了讓學生進行直觀的描述與比較時，應鼓勵學生
以各式工具進行測量，再加以檢驗，如此當能使學生更能了解數學為驗證學科的事實。
3.在了解到不同工具測量同一邊長或周界後的結果，會造成溝通與認知上的歧異，因此更能讓學
生體認到使用同一度量單位的重要性。

三、各節次學習活動設計
節次
一

學習目標

三

評量方式

認識簡單幾何圖形的內

1-1 能說出簡單幾何圖形的內部、外

部、外部、周界。

部、周界。
發表
1-2 能知道非封閉性的圖形無法辨別內 實作評量
部、外部及周界。

測量簡單幾何圖形的邊

2-1 能思考與發展出使用生活中的工具 觀察

長、周長

測量出簡單幾何圖形邊長、周長的策
略，並進行測量。
2-2 學生能使用直尺(公制單位)進行簡
單幾何圖形的邊長、周長實測，並能
正確紀錄。

發表
實作評量

認識特殊幾何圖形的邊
長關係

3-1 能藉由討論活動，認識特殊幾何
圖形的邊長關係。

發表
實作評量
學習單

(本節演示)

二

活動目標

觀察

四、本節課的學習活動
(一)學習的主要概念與活動
活動目標

對應的學習活動

1-1 能正確分辨並說出簡單幾何圖形的
內部、外部、周界。

1-1-1 透過投擲黏黏球的團體活動，引發學生對於分辨幾
何圖形內部、外部及周界的需求關注。
1-1-2 藉由影片與圖片的討論，讓學生發現生活中需要分
辨幾何圖形內部、外部及周界的具體情境。
1-1-3 介紹「沙壺球」的歷史與規則，並從遊戲中加強幾

1-2 能明白完整的幾何圖形才有辦法分
辨內部、外部及周界。

何圖形內部、外部及周界的認知。
1-2-1 藉由成語故事「亡羊補牢」，強化學生對於正確分辨
幾何圖形內部、外部及周界的認知。
1-2-2 藉由磁鐵在三角鐵的相對位置，明白封閉性的幾何
圖形無法明確辨別內部、外部及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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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概念連結

與本節課活動內容的關聯說明
T1：引導學生將生活情境與遊戲情形中的待解問題進行
覺察與思考。
T2：以生活中的實例、學生曾經玩過的黏黏球投擲遊戲
引發學生對於辨認相關標的物位於幾何圖形相對位置的
描述需求。

做

■ D1 概念操作理解
□ D2 解題策略探究
■ D3 數學語言溝通

D1：藉由改良式沙壺球遊戲中建立學生對於物品與幾何
圖形的內、外部的直接經驗。
D3：從學生原有經驗中對於標的物位於幾何圖形相對位
置的描述轉化為共通約定的「內、外部與周界」的數學
語言描述。

得

□ G1 思考能力提升
■ G2 解題態度培養
■ G3 共同學習增能

G2：以「沙壺球」相關藝術作品與比賽體驗，讓學生感
受數學幾何圖形的素養，並發展出關心多元文化與數學
語言的表徵方式。
G3：以「三角鐵」的教學實例，引導學生共同探索對於
幾何圖形的封閉與否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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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對應素養導向
教學設計要點
(轉 T、做 D、得 G)

1-1-1

【活動一】擲準大賽

學生投擲黏黏球的落點會出

1.老師手持黏黏球，詢問學生是否玩
過，嗣後老師於黑板上畫出一個圓
形，並請一位學生站在講台下，持黏
黏球投擲五次，由其他學生判斷是否
投進，或未投進圓形的圖形內。

現三種情形，即球落在圓形
的內部、外部及周界上，唯
此時學生在進行判斷時，可
能會以自身經驗回答：「有
投進和沒投進」。

接：以學生熟
悉的幾何形體
及曾經玩過的
投擲遊戲進行
美球落點的位

2.每投擲完一次，教師將球取下，並
以彩色磁鐵代替球黏住的位置，並在
一旁以數字表示投擲的序數。
3.待 5 次投擲完後，老師即引導學生

經過討論後，學生可能出現
的回答：黏黏球黏在圓形圖
形的上面、裡面、左邊、右
邊、線線上…等。此時老師

置判斷。

進行討論。

不宜直接宣告「內部」、「外
部」、「周界」等名詞。可和
學生共同約定使用的名詞，
例如：「裡面、外面、線
上」，藉以引發學生的學習

教師提問：
1.剛剛甲同學投擲五次的黏黏球，分
別落在圓形圖形的何處位置？請學生
二人一組相互討論。

5分

T1 情境問題轉
化：以教師提

動機。

問引發學生對
於的判別內、
外部的思考。

2.請學生說一說這五個磁鐵的位置。
→請學生依其經驗及討論後情形描
述。
1-1-2

T2 新舊經驗銜

D3 數學語言溝
通：由學生發
表對於黏黏球
落點的敘述

【活動二】正確分辨內、外部

通過相關的影片及照片觀

1.教師播放以下圖片或短片：
A.排球運動對牆高手托球的落球點判

看，加深學生對於圖形內、
外部的印象。

5分

T2 新舊經驗銜
接：以生活中
的情境，提升

斷。
B.古早味童玩─打彈珠影片
C.直升機降落的位置。
D.停車

學生對於幾何
圖形內、外
部、周界的描
述需求。

2.請學生說說各個影片或照片的最
後，有多少標的物品停留在各個幾何
圖形的內部、外部(共同約定使用的
名詞，例如：「裡面、外面、線
上」)。

1-1-3

3.教師小結班上同學對於標的物品停
留在各個幾何圖形的內部、外部的描
述，共同討論如何敘述會更容易說

D3 數學語言溝
通：引導出約
定的數學用

明、更有效表示。
→引出約定的用語：「內部」、「外
部」、「周界」

語：「內部」、
「外部」、「周
界」

【活動三】沙壺球大賽
1. 以簡報方式介紹英國畫家約翰·納
許(John Nash)等人的相關畫作以
及沙壺球的比賽照片，讓學生認
識起源於英國的傳統遊戲。

配合簡報進行說明。
說明：十五世紀的英國宮

2分

廷，悠閑的貴族們，偶然發
現推硬幣帶來的新奇、刺
激，他們將硬幣滑向長桌另
一端畫有界限或得分區域

G2 解題態度培
養：以藝術作
品讓學生感受
數學幾何圖形
的素養

(幾何圖形)，藉以計算分數
比較勝負。

(圖片來源：

10

2.請學生 2 人一組，利用教室地板上

可鼓勵學生於講台上或教室
內平坦的地方進行。
教師可適度進行行間巡視，
留意學生的比賽情形，以及

的幾何圖形(正方形地磚)，或是共同
繪製一個幾何圖形，當作目標區域，
每人推三顆球(以象棋棋子代替)，進
行簡易式的沙壺球比賽。

學生對於判別每一球所使用
的語言是否能與「內部」、
「外部」、「周界」進行連
結。

https://fineartamerica.com/featured/1-playingshuffleboard-on-board-a-german-mary-evanspicture-library.html )

規則：停在目標區域(幾何圖形)內部
的棋子即得 1 分。

分

D1 概念操作理
解：由推沙壺
球的遊戲中建
立物品與幾何
圖形的內、外
部的經驗。

D3 數學語言溝
3分

通：強化學生
使用數學用

3.遊戲結束後，請學生說說看：
(1)自己有__顆棋子停在內部，__顆
棋子停在外部。
(2)是否有無法判斷的情形？

語：「內部」、
「外部」、「周
界」

→棋子停在圖形三角形邊界上的情
形，該怎麼說？
→引導學生認識「周界」。
1-2-1

【活動四】：成語故事《亡羊補牢》
補充：老師講述《戰國策．楚策四》

使用成語故事主要用意在讓
學生加強感受「非封閉」的

中的成語典故：《亡羊補牢》的故
事，強化學生對於圖形「內部、外部
與周界」的理解。
教師邊說故事的同時，於黑板上畫出

幾何形體無法區分內外，因
故事內容學生耳熟能詳，因
此不刻意營造劇情效果，主
要重點在於讓學生體會「補

一個長方形的羊圈，並以磁鐵代替羊
隻，畫完後擦去一邊，代表破洞。

與不補」關係到羊圈是否完
整，在不完整的情形下(非封
閉)，羊圈內的羊及羊圈外的
大野狼無明確的區隔。

5分

故事轉化為內
部、外部與周
界的問題。

關鍵提問：

學生可能回答：『要將羊圈

D3 數學語言的
溝通：從學生
原有經驗中對
於標的物位於
幾何圖形相對

1.當羊圈破了一個大洞，我們怎樣做
才可以分辨內部和外部嗎？
請學生發表想法。

補起來』或是『將羊移到別
處』等情形，教師應適度引
導學生就現有羊圈破掉的情
形作檢視，並與「內部、外

位置的描述轉
化為共通約定
的「內、外部
與周界」的數

部及周界」的觀念作連結。

學語言描述。

(圖片來源：
http://www.qnong.com.cn/news/tupian/11695.html)

1-2-2

T1 情境問題轉
化：透過成語

【活動五】缺了一角的三角鐵
1.老師拿出一個三角鐵，並固定在黑
板上。
2.使用磁鐵依序放置於不同的位置，
如下圖：

5分
學生對於三角鐵的實物形狀
與幾何圖形三角形的連結可
能會有迷思，此時可適度忽
略立體特性，將其看做 2D
的平面圖形。

T1 情境問題轉
化：藉由三角
鐵的實物，引
導學生留意到
非封閉的圖形
無法區分「內
部」、「外
部」、「周界」

D3 數學語言溝
通：由活動三
的經驗來針對
標的物的位置
的描述。
3.請學生相互討論，這三個磁鐵是位
在三角鐵的什麼位置。

3分

→學生可能沒有發現到三角形已經變
成「非封閉的」情形，因此可能回答
的情形：『這三個磁鐵分別位在三角
鐵的內部、外部與周界上。』

G3 共同學習增
能：引導學生
共同探索幾何
圖形的封閉與
否的意義。

教師提問：
如何分辨圖形的內部和外部？
學生可能回答：內部和外部是用圖形
的周界來分辨的，如果周界不完整，
這個圖形也就不完整，就無法明確分
辨內部和外部了。
4.教師於黑板上畫出另一個完整的三
角形，並放置彩色磁鐵於內、外部和
周界，供學生進行確認。
1-2-2

歸納總結：
教師以簡單幾何圖形為例，請學生分
辨這些圖形的內部、外部與周界。

2分

D3 數學語言的
溝通：從學生
原有經驗中對
於標的物位於
幾何圖形相對
位置的描述轉
化為共通約定
的「內、外部
與周界」的數
學語言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