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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國小五年級學童對於時間概念的認知表現及其差異情形。採調查
研究法，以紙筆測驗收集研究資料。紙筆測驗樣本取自台中縣、南投縣等七所國小共 21
班的 617 位學童。針對時間學習概念表現調查外，並就不同版本之使用學生表現做差異分
析。
由資料分析結果，歸納出大部分學童知道鐘面指針指示的意義並能瞭解時間等量關係
概念，而在時間化聚概念方面，和差關係表現較優，倍數表現欠佳。指針指示之單位不因
參照不同版本教材學習而有顯著差異；時間等量關係，參照不同版本學習之成就差異不顯
著；時間化聚概念呈現參照翰林版學童顯著優於康軒版學童。
關鍵字：不同版本、時間概念、國小五年級學童

壹、 緒論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時間的單位化在我們每天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行事運作依據，如果沒有了時間單位化
的處理，不知道此時此刻要如何表示，生活步調也會含混不清。根據一些研究發現，兒童
對於時間的掌握並不是很好，實際處理時間的問題上，存在許多困難，在時間概念認知上
仍有許多迷思，如林清強等（1995）指出在時間單位的化聚方面，高年級兒童容易將時間
複名數與單名數的互換混淆，尤其是複名數化成單名數時。陳佩玉、鍾靜（2003）在「國
小學童時間單位量概念之研究」中指出，學童在時間單位量與時間換算中的迷思概念，一
到三年級易受心理時間的影響，三年級在時間單位換算會受數字大小及十進位影響，高年
級會受到六十進位的影響。現行九年一貫國小數學課程的時間概念單元分佈在一至五年
級，五年級的學童已經將基本時間概念全部學習完畢。因此國小五年級學童在完整學習一
至五年級時間概念的課程後，在時間概念的表現情形如何，是值得再加以探討的。
學生學習表現之相關因素非常多，教師的教學技巧影響尤大，不同版本的實施、教材
內容安排順序、教師引導技巧之說明對教師參考教學之影響可能也是學習表現差異之因
素。教科書開放民間發行後，有很多版本可以選用，目前較多學校採用之版本分別為翰林
出版事業（簡稱翰林版）、康軒文教事業（簡稱康軒版）及南一書局（簡稱南一版）出版
之版本，各版本教材內容、課程進度及教學活動方式有些差異。若一至五年級皆使用相同
版本學習之學童，時間概念瞭解情形如何，不同學校參用不同版本教學，學生在時間概念
方面之學習成就是否有所差異，亦頗值得加以研究。目前國內尚未見針對國小五年級學童
以使用不同的版本進行時間概念學習差異之研究，因此研究者在考量教師的教學技巧差異
之影響因素的探討難度較大，以及個人時間與多方面之限制下，乃針對教材差異之影響方
面進行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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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為探究國小五年級學童時間概念具備情形與探究參照
使用不同版本之國小五年級學童具備時間概念的差異情形。
二、 待答問題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主要探討下列相關之問題：
(一)國小五年級學童時間概念具備情形如何？
1. 指針指示之單位概念瞭解情形如何？
2. 時間等量關係概念瞭解情形如何？
3. 時間化聚概念瞭解情形如何？
(二)參照不同版本學習之國小五年級學童時間概念具備情形是否有差異？
1. 學童指針指示之單位概念具備情形是否有差異？
2. 學童時間等量關係概念具備情形是否有差異？
3. 學童時間化聚概念具備情形是否有差異？

貳、 文獻探討
一、時間概念
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於時間的意義，提出各自的看法，在時間的觀點方面，張振東（1989）
認為時間不是變動的事物，Piaget(1970)認為時間概念有時間順序與兩個事件間的間隔的兩
種說法；在時間的分類方面，陳朝陽（1992）歸納整理各學者的分類，一是分為物理時間
與社會時間，一是分為時鐘時間、日曆時間與歷史時間；在時間特性方面，丁祖蔭（1996）
與 Leushina(1991)說法大致相同，認為時間具有流動性與不可逆的特性。
劉秋木（1996）認為時間等時性(isochronism)是指時鐘的指針或鐘擺的運動都是維持
相等的速率，所以以時鐘測量一項動作的時間，不會因動作的不同而使時鐘的運行變快或
變慢。時間的等量關係是指等相對量感的不同階刻度的變化，應用不同刻度間的關係（鍾
靜，1998）。朱振生（2002）提到多數的單位量皆以十進位為其進數結構，但是時間單位
是特殊、複雜的進數結構，包含了「非十」的時間進位制及簡易的十進位數字。由以上學
者的論述研究者對於時間的概念更加瞭解，並參照這些概念編制試題。
二、時間概念發展的相關研究
在國內有許多學者進行時間概念的研究，如楊玉娥（1996）研究發現大部分的四、五
歲兒童對於時鐘的概念都顯得困難，對於時鐘所指示的時間相當模糊；陳佩玉（2003）等
人研究發現在時間單位轉換的表現情形，三年級會用累加的方法來運作兩個不同的單位，
四年級是使用乘法的方式，五、六年級是使用乘法或除法的方式。而在時間單位量與時間
單位換算，一到三年級時間單位會受心理時間的影響，三年級在時間單位換算會受數字大
小及十進位的影響，高年級易受六十進位的影響；蕭毓秀（2002）等人研究發現不同時間
概念的解題表現，學生傾向用大的時間量去減小的時間量，因為學生認為加法會使答案變
大，而減法會使答案變小，因此學生沒有時間概念，缺乏解題所需的先備知識。以上文獻
所探討的內容概要及時間概念的相關研究，可作為研究者設計評量工具的重要參考以及資
料分析的對照。

參、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藉由紙筆測驗探討參照不同版本之國小五年級學童時間概念的具備情
形，研究方法有關之要項如下說明。
一、研究程序
本研究之程序分為兩個階段，分別為筆試和資料整理。分述如下：
階段一：本研究以紙筆測驗方式蒐集學童時間概念的資料。選取國小五年級學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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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人作為研究對象，進行紙筆測驗，以瞭解學童在學習一至五年級時間課程之後，在時
間概念的表現情形，再依據作答情形進行分析、統計，進一步探討。
階段二：根據筆試的資料進行綜合分析及研究，最後歸納整理提出研究結論與建議，
並撰寫研究報告。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樣本，選自台中縣及南投縣的七所國小，這七所國小學童其一至五年級分別參
用翰林版、康軒版、南一版的版本，基於研究時間、經費、人力上的限制及研究的便利性，
本研究採立意取樣，只考慮版本的因素，研究者自其中部分班級取樣，合計 21 個班級，
共約 617 人。研究者欲探討這些學童從一至五年級的完整時間概念，因此在這些學童剛升
上六年級之上學期進行施測。筆試樣本的分佈情形如表 1：
表1 研究樣本分佈情形統計表
參用
版本

縣市

南投縣
南投縣
台中縣
南投縣
康軒版
台中縣
台中縣
南一版
台中縣
總計
翰林版

學校
甲學校
乙學校
丙學校
丁學校
戊學校
己學校
庚學校
7

五年級
班級數
3
2
6
2
9
2
5
29

施測
班級數
3
2
2
2
5
2
5
21

筆試
人數
80
55
65
57
163
39
158
617

總
計
200
220
197
617

三、研究工具
表2 試題概念對照表

筆試測驗工具是研究者依據九年
一貫暫行綱要數學領域的能力指標，

概念項目
指針指示
之單位

與參照國內依九年一貫暫行綱要編寫
審核通過的翰林版、康軒版與南一版
的課本、習作及教師手冊的內容，以

時間等量
關係

及參考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中的研究
項目及定義，來編擬筆試試題。在筆
試試題的編排方面，是將試題依概念
類型分類排列順序。試題概念對照表
如表 2：

時間化聚

試題所屬概念內容
時鐘上長針指示之單位
時鐘上短針指示之單位
點（計）算兩時刻間的時間量
1 日＝24 小時
日和時二階單位關係
24 小時＝1 日
1 時＝60 分
時和分二階單位關係
60 分＝1 時
1 分＝60 秒
分和秒二階單位關係
60 秒＝1 分
日和時複名數的化聚 加法問題
減法問題
日和時複名數的化聚 乘法問題
除法問題
加法問題
減法問題
時和分複名數的化聚
乘法問題
除法問題
減法問題
分和秒複名數的化聚 乘法問題
除法問題

概念編號
A1-1
A1-2
B1-1
B2-1
B2-2
B3-1
B3-2
B4-1
B4-2
B5-1
C1-1
C1-2
C1-3
C2-1
C2-2
C2-3
C2-4
C3-1
C3-2
C3-3

四、研究工具的信度與效度
筆試工具之信度：本研究採調查研究法，以 SPSS10.0 for windows 軟體進行因素分
析，指針指示之單位概念、時間等量關係概念與時間化聚概念 Cronbach’s α 值介於.7823
至.9318 之間，顯示本測驗具有不錯的內部一致性。
筆試工具之效度：本研究採用的效度為專家評定內容效度，研究者將編擬後的研究工
具，請指導教授、國小數學科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及數學教育研究所研究生，提供研究工
具的修改建議，以避免研究者過度主觀的看法。
五、資料處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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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資料之處理方式是將學童筆試試卷的作答結果批改後，先以 Excel 軟體分別建
入電腦中，並以百分率統計各個版本每一概念中每一試題答題情形，，以瞭解各個版本學
童概念的具備情形。接下來利用 spss 軟體來進行資料的考驗，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的方式
來進行不同版本之學童所具備各時間概念的具備情形是否有差異，若變異數分析達顯著水
準，則進一步以 Scheffe’s 事後多重比較，以考驗不同版本之間的差異情形。

肆、 研究結果
一、時間概念的學習表現
（一）指針指示之單位

100
99

指針指示之單位

由圖 1 所示可知國小五年級學
童在指針指示之單位概念的表現，
大多數學童（約 92%）能清楚知道
長、短針所指示的意義。就所參照

答對百分比(%)

98

的版本學童表現而言，以翰林版的

A1-1 (長針)
A1-2 (短針)

97
96

(96.0)

95

(95.0)

94
93

(92.7)

92

(92.2)

(92.9)
(91.4)

91

(90.5)

90

學童在時刻概念的答對百分比較
高，康軒版、南一版略低。

(89.5)

89

全部

翰林

康軒

南一

取樣版本
圖 1 指針指示之單位作答情況

（二）時間等量關係
由圖 2 所示可知國小五年級學童在時間等量關係的表現，大部分學童（約 78%～
92%）能清楚瞭解時間二階單位簡單化聚，以點（計）算兩時刻間的時間量概念（約
92%）表現最好，日和時二階單位關係 24 時＝1 日概念（約 88%）表現次之，日和時
複名數的化聚加法問題概念（約 78%）表現最差，。依參照的版本不同的學童表現而
言，以翰林版與康軒版的學童在時間等量關係的答對率較高，南一版略低。
時間等量關係

92

B1-1(點算時刻)
B2-1(日→時)
B2-2(時→日)
B3-1(時→分)
B3-2(分→時)
B4-1(分→秒)
B4-2(秒→分)
B5-1(日時加法)

答對百分比(%)

90
88
86
84
82
80

時間化聚

90

C1-1(日時減法)
C1-2(日時乘法)
C1-3(日時除法)
C2-1(時分加法)
C2-2(時分減法)
C2-3(時分乘法)
C2-4(時分除法)
C3-1(分秒減法)
C3-2(分秒乘法)
C3-3(分秒除法)

85

答對百分比(%)

94

80
75
70
65
60
55

78

50

76

全部

翰林

康軒

45

南一

全部

翰林

康軒

南一

取樣版本

取樣版本

圖 2 時間等量關係作答情況

圖 3 時間化聚作答情況

（三）時間化聚
由圖 3 所示可知國小五年級學童在時間化聚的表現，答對比率範圍大致為 51%～
81%，和差關係（73％～81％）較優，倍數關係（51％～78％）欠佳。以時和分複名數
的化聚減法問題表現最好（約 81%）
，分和秒複名數的化聚減法問題表現次之（約 80%）
，
分和秒複名數的化聚除法問題表現最差（約 51%），將近一半學童未完全具備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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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學童所參照的版本來看，以翰林版的學童在時間化聚的表現較佳。
二、參照不同版本學習之學童時間概念差異情形分析
由表 3 所示可知在指針指示之單位概念中的表現，F=2.461，p＞.05，F 值未達.05 顯
著水準，表示參照不同版本學習的學童表現雖在成就百分比上有些微差異，但並未達顯著
程度，顯示不論是選擇翰林版、康軒版或南一版的教材，並無對於此概念的學習有太大的
差異影響。在時間等量關係概念中的表現，F=.728，p＞.05，F 值未達.05 顯著水準，表示
參照不同版本學習的學童表現沒有顯著差異，顯示不論學童是選擇學習翰林版、康軒版或
南一版，並未對於此概念的學習有太大的影響。在時間化聚概念中的表現，F=3.802，p
＜.05，F 值達到.05 顯著水準，表示參照不同版本學習的學童表現差異較明顯。再以 Scheffe
法來進一步做多重比較，參照翰林版與康軒版的學童表現有顯著差異，p＜.05，而翰林版
與南一版、康軒版與南一版的學童表現差異並未達顯著程度，p＞.05，得知翰林版的平均
數高於康軒版，可以推論翰林版學童在學習時間化聚概念中的表現優於康軒版的學童。
表3 參照不同版本之學童時間概念的差異檢定
翰林
N＝200
M
指針指示之單位1.91
時間等量關係 6.87
時間化聚
7.72 a

康軒
N ＝220

南一
N＝197

SD
M SD
M SD
.40 1.80 .59 1.84 .51
1.89 6.81 1.87 6.64 1.93
2.32 7.05 b 2.70 7.35 ab 2.46

F
P
2.461 .086
.728 .483
3.802 .023*

*p＜.05

伍、 結論與建議
一、國小五年級學童時間概念具備情形
(一) 絕大多數（92％）知道鐘面長針與短針所指示的意義。
在指針指示之單位概念的表現，大多數學童能明白長、短針所指示的意義。
(二) 大部分（78％～92％）能瞭解時間等量關係概念。
在時間等量關係概念的表現，大部分學童能清楚瞭解時間二階單位簡單化聚，以
點（計）算兩時刻間的時間量概念（約 92%）表現最好，日和時二階單位關係 24 時＝
1 日概念（約 88%）表現次之，日和時複名數的化聚加法問題概念（約 78%）表現最
差。
(三) 在時間化聚概念方面，和差關係表現（73％～81％）較優，倍數表現（51％～78
％）欠佳。
在時間化聚概念的表現，部分較優，部分則不理想，答對比率範圍大致為 51%～
81%。以時和分之複名數化聚減法問題表現最好（約 81%）
，分和秒之複名數化聚減法
問題表現次之（約 80%），分和秒之複名數化聚除法問題表現最差（約 51%）
，將近一
半學童未完全具備此能力。
二、參照不同版本之國小五年級學童時間概念具備與差異情形
(一) 在指針指示之單位概念方面，不因參照不同版本教材學習而有顯著差異。
就所參照的版本學童具備情形而言，以翰林版的學童在長短針指示之單位概念的
答對百分比較高，康軒版與南一版學童表現略低，可能是翰林版特別強調長針是分針，
短針是時針，讓學童能清楚瞭解長針與短針分別指示的為何。但就所參照的版本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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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差異情形，在指針指示之單位概念的差異檢定結果並未達顯著程度，顯示不論是
選擇翰林版、康軒版或南一版，學童理解長、短針所代表之概念的差異情況不大。
(二) 在時間等量關係方面，參照不同本學習之成就差異不顯著。
就所參照的版本學童具備情形而言，以翰林版與康軒版的學童在時間等量關係大
部分概念的答對率較高，南一版略低，可能是因為翰林版藉由時間線段圖點數時數，
並以＞、＜、＝的符號記錄比較進行時間化聚，繪製時間線段圖引導學生解日和時的
複名數加法問題，康軒版是透過撥鐘活動點算時數，配合生活情境，進行二階單位整
數化聚並應用在時間的四則運算中。但就所參照的版本學童表現差異情形，在時間等
量關係概念的差異檢定顯示並未達顯著程度，顯示學童的成就比率雖略有不同，但差
異並不明顯。
(三) 在時間化聚方面，呈現翰林版學習之學童顯著優於康軒版學習之學童。
就所參照的版本學童具備情形而言，以翰林版的學童在時間化聚的表現較佳，優
於康軒版與南一版，可能是翰林版引入時間線段圖，鼓勵學生將單位標示出來，並提
醒教師應注意學生進、退位的計算問題。就所參照的版本學童表現差異情形而言，在
時間化聚概念的差異檢定達顯著程度，呈現參照翰林版學習之學童的表現優於康軒版
的學童之現象。。
三、對時間概念教學的建議
(一) 宜加強「時間等量關係」與「時間化聚」方面的認知
本研究發現，許多學童對於時間等量關係與時間化聚認知仍不清楚，未能熟練日
和時間為 24 進位，時和分、分和秒間為 60 進位，且容易不清楚進、退位的處理，導
致在進行時間二階單位等量關係的換算或時間複名數的化聚加、減、乘、除問題時發
生計算錯誤，教師宜多加強這部分概念的教學。
(二) 宜注意教材的編排對學童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在大部分時間概念的學習不受版本的影響，但少部分仍有差異，建
議教師能多留意教材的編排方式，擷取適合學童學習時間概念的優點，並適時進行相
關教材的補充，期使學童建立完整的時間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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