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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化教學：圓的認識 

姚惠瑜、陳麗萍 

英華小學 

引言 
小六有關圓的教學內容，分兩個課題。其一是圓的認識，其二是圓周

率與圓周公式，建議各用 6教節（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前者包括： 

1. 認識圓的特性及圓心、半徑、直徑和圓周； 

2. 用不同的方法作圓（45 頁）。 

後者包括： 

1. 認識圓周； 

2. 探究圓周與直徑和半徑的關係； 

3. 認識圓周率「π」； 

4. 認識古代中國數學家找出圓周率的故事； 

5. 應用圓周的公式（45 頁）。 

一般的教學慣常依課程指引的建議，前段只介紹名稱和作圓的方法，

既無計算，挑戰性亦不高。今年嘗試以數學化觀點把教學程序重編，務求

加入多些思考元素，使學習不致沉悶及被動。 

骨架方案 
新構想把兩課連在一起重編，圓周公式的運用除外。為了使圓心、半

徑、直徑等概念循數學化軌道浮現，整套教學以「尋找最長的弦」入手。

這樣引入，除了令學生得知直徑為最長的弦之外，亦免卻純由教師介紹名

稱的單向講授的弊病。探究的過程能使特性和名稱（直徑、圓心、半徑）

自然地出現，讓學生主動學習，可謂一舉數得。由實驗和觀察得知 

1. 最長的弦並不唯一，而且有無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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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圓上任何一點，都有一條最長的弦連接 

3. 每一條最長的弦都是圓的一條對稱軸 

4. 最長的弦全部共點，這點是每一條最長的弦的中點 

完成第 2 點便可引入直徑的意義：即圓上最長的弦；完成第 3 點便知

道圓有無窮條直徑，它們都是圓的對稱軸；從第 4 點得知存在一點，叫圓

心，與圓上所有點等距，即每一條連接圓心和圓上一點的線段（叫半徑）

都等長，此長度為直徑長度的一半。因此，圓是由一移動點，依固定距離

環繞圓心走一圈所得的圖形。有了這些認識，介紹圓規的用法便有充分的

學理基礎。 

經一些作圓活動之後，教師總結前面經驗指出，只要有直徑的長度，

圓的大小便已確定。換言之，單憑直徑已可確定圓周，即兩者之間必存在

某種固定關係，於是展開圓周直徑關係的探討。接下來的，是慣見的動手

找圓周和直徑的活動。預期得出的周徑比只會近似於 3，往後就是教師的

講述。首先，引用墨經介紹古率周三徑一。然後以圓內接正六邊形的周界

代替圓周，解釋古率的合理性（見圖一）。順理成章，講解增加內接多邊形

的邊數，可使算得的周徑比更接近圓周率。為了增強可信性，特別設計了

Sketchpad 課件，以顯示即使用上內接正 64 邊形，所得的周徑比也不過準

確至兩小數位，從而令學生更能欣賞劉徽和祖冲之的成就。當介紹了劉徽

和祖冲之的工作之後，便可介紹圓周率「π」的一些近似值。最後教師展示
圓周率「π」的一百個小數位作結，令學生觀察得它是個無窮不循環小數，
稱為無理數。 

 

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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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流程 
1. 直徑的發現 

實施方法 ： ♦ 給予學生相同圓形的工作紙（見附件工作紙 1a），

著學生找出一條最長的弦（圓周上任兩點相連的直

線） 

♦ 引導學生指出這條最長的弦亦是圓的對稱軸 

♦ 介紹圓上最長的弦稱為「直徑」 

成效／反思 ： 教學設計加入了需要思考的元素，因為學生要思考如何

可以找出最長的弦及說明哪條就是最長的弦。觀察所

見，有些學生用直尺由圓的一側逐漸移向迫近圓的中

間，從而量出最長的弦。亦有不少學生會把圓形對摺來

找出最長的弦，用這方法的學生會自己發現圓最長的弦

亦即是圓的對稱軸。學生對直徑的意義有深刻的認識。 

2. 介紹圓心及半徑 

實施方法 ： ♦ 提問學生︰「一個圓是否只有一條直徑？」並著學

生找出在同一圓上其他直徑。不斷提醒學生每找出

一條直徑後，應進行量度檢定是否最長的弦。（如果

比之前確立的直徑長，則可否決之前確立的直徑） 

♦ 引導學生細心觀察及發現：各直徑相交於一點 

♦ 討論：是否所有圓形內的直徑都有這個特性？ 

♦ 給予學生不同半徑的圓（工作紙 1b），找出每個圓

的直徑進行討論。 

♦ 引導學生細心觀察這一點的特別之處： 

� 這點與圓周上任一點的距離相等 

� 這點是直徑的「中點」 

♦ 介紹直徑的共點稱為「圓心」 

♦ 介紹圓心與圓周上任一點的距離稱為「半徑」 

♦ 引導學生發現直徑是半徑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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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問：是否由圓上任一點均可畫出直徑？如何畫

出？（由圓上任一點通過圓心均可畫出直徑） 

♦ 討論：如何檢定一條弦是否直徑？（只要通過圓心

的弦便是直徑） 

♦ 利用 Sketchpad課件，展示最長的弦都是對稱軸（如

圖二） 

成效／反思 ： 學生透過動手親自找出同一圓上不同的直徑，又要求他

們要進行量度去檢定，培養他們對學習數學的認真態

度。若只用直尺量度來找出圓內多條直徑的同學，因為

量度時會出現少許誤差，各直徑未能相交於一點，但各

直徑都會在圓的中心位置附近經過。因此利用

Sketchpad 課件可協助解釋，如果當誤差修訂後，各直

徑就會相交一點—圓心。他們經過動手做、驗證、觀察、

討論及老師的引導，大部份學生能夠發現及說出圓心、

直徑和半徑的特性及關係，不用老師多講，也不是老師

單方面的灌輸，學生能對學習重點有較深刻的認識。 

 

圖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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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介紹圓規畫圓的原理 

實施方法 ： 利用 Sketchpad及圓規展示如何用不同的直徑畫出不同

大小的圓。 

成效／反思 ： Sketchpad 是一個很實用的軟件，而且比在黑板上用大

圓規畫圓容易得多，學生亦覺得十分有趣。 

4. 直徑與圓周的關係 

實施方法 ： ♦ 與學生討論：圓周的長短與什麼有關？它們的關係

有沒有特別的規律？ 

♦ 找出關係的方法：（工作紙 2） 

� 粗疏的方法：用繩量度早前在堂課簿內畫出的圓

的圓周，再與該圓的直徑比較，找出一個無規範

的圓周率（可能介乎 2至 4之間） 

� 較精密的方法：用量度圓內接多邊形周界的方法 

 圓內接多邊形的周界 < 圓周 

 
 圓內接多邊形的周界 

直徑
  <  

 圓周 
直徑

  

� 利用 Sketchpad 展示圖一，推論出 π > 3 

因為 圓內正六邊形周界 = 直徑 × 3  

 圓周 > 圓內正六邊形周界 

所以 圓周率 > 3 

� 學生用量度圓內接多邊形周界的方法找出圓

周，找出一個較精密的圓周率 

� 利用 Sketchpad畫出多個不同的圓內接多邊形，

從而展示推算圓周率方法的由來 

� 進行量度圓外接多邊形周界的方法，進行相類似

的運算，以找出圓周率的範圍 

成效／反思 ： 在用圓內接多邊形來找出圓周率的活動中，老師為了讓

學生減省大量的量度及運算時間，老師不規限學生要用

正多邊形，學生可隨意在圓內繪畫一 n邊形（n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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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紙條刻上各邊的長度，再用直尺量度一次找出周

界，以作計算。大部份的學生計算出的圓周率都很貼近

常用的 3.14。學生在這活動中都顯得十分投入，找到貼

近常用的 3.14 的圓周率更顯得很開心及興奮，氣氛十

分好。上述的教學設計讓學生再次體驗數學化教學所強

調讓學生有些較完整的數學經驗，使他們明白數學產物

（圓周率），由粗疏到精密的演變過程，經歷類似劉徽

和祖冲之的工作。而且過程中亦培養了學生細心操作、

認真計算、觀察、思考及推論等能力。 

總結 
整個設計以學生動手操作，觀察和歸納為主，聽教師講解為輔。在整

個教學過程中，筆者覺得跟以往此課題的教學最大不同之處有兩點：1. 以

往是老師直接講述多，今次是學生自行發現及講述多。2. 今次學生比以往

多時候要動手做、思考、觀察、歸納及講述，除了學到新的知識外，也是

能力的培養。至於學習氣氛亦十分良好，學生不覺沉悶，大部份都表現得

投入及有興趣。最後礙於學生的數學知識不足，當講解增加內接多邊形的

邊數，使算得的周徑比更接近圓周率時，無法向學生作出任何演繹推論，

但借助動態幾何軟件 Sketchpad製作課件，對加強解說的說服力，有實質的

幫助，效果十分良好。 

參考資料 

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教育署。 

作者電郵： missyiu2005@yahoo.com.hk 

 pansyclp@yahoo.com.hk 



數學教育第二十六期 (6/2008) 

56 

附件 
工作紙 1a 

在圓上找出一條最長的弦。 

 

 

 

 

 

 

 

最長的弦長度是_______cm。 

 

工作紙 1b 

 

 

 

 

 

 

 

直徑是_______cm。 直徑是_______cm。 直徑是_______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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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紙 2 

量度下列各圓周界的長度，並把結果記錄在表內： 

 

 

 

 

 

 

 

 A B C 

直徑（cm）    

圓周（cm）    

 

觀察上表的量度結果，直徑和圓周有什麼特別關係嗎？ 

 

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