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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教學的疑難和困擾
馮振業
香港教育學院數學與資訊科技學系
引言
生活在現代社會，不可能對「時間」一無所知。即使是沒有機會接受
教育的長者，面對日常生活所需的時間觀念，也不見得有很大困難。由此
可以推論，日常生活所需的時間觀念，是可以從生活學到的，只是不清楚
歷時多久而已。今天，人們上學也要學習時間。我們不禁要問：學校課程
教授時間，是純為生活作準備嗎？若是，這與從生活中學有何差別？若否，
又多了哪些內涵？
與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筆者的即時反應都認為學校課程教授時間，
不應單為生活作準備。一方面，要令學生把生活所需的時間觀念學得比從
生活中學更快和更有系統；另一方面，更要讓學生接觸時間的科學一面，
為他們日後可能涉及關於時間在科學或其他知識領域方面的應用作好準
備。
儘管這個良好願望看似理所當然，實踐時卻有不少掣肘。目前，在中
小學課程之內，時間主要在初小的數學課程內教授。其他如常識科、地理
科、科學科或物理科，雖有觸及時間的課程內容，但大都沒有正面探討時
間的本質，形成初小學完便要待唸大學才有機會深化學習。換言之，初小
數學課程內的時間學習，要能有效地支持整個中小學有關時間及其衍生的
各種學習，可謂任重道遠。本文試從教師備課的角度出發，探討時間教學
的疑難和困擾，並提出一些個人的想法，希望有助教學工作的定位。

生活角度與科學角度
現時初小的時間學習重點（見附錄）
，主要是從生活的角度著眼。成年
人在生活上會碰上的時間用詞，包括「年」
、
「平年」
、
「閏年」
、
「月」
、
「日」、
「星期」、「時」、「分」、「秒」、「午夜」
、「上午」、「正午」
、「下午」等，都
在學習範圍之內。日常用上這些詞語，一般小學生都可以應付。然而，這
些詞語背後的科學意義，倒不知道何時可以得知，甚至不肯定有否機會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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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例如，學生也許知道閏年年份必定是 4 的倍數，在他們有生之年，
碰到 2012、2016、…、2096 等，都可得出它們是閏年的正確結論。正如大
多數普通人一樣，他們也許不知道年份是 4 的倍數只是閏年的必要條件，
卻並不充分。只要長壽一點，活到 2100 年，就會發現這年並非閏年！
年份是 4 的倍數，但又不是閏年的例子，上一次出現的時候是 1900 年。
在 1900 年與 2100 年之間，再也找不到其他例子了。如果只為滿足生活需
要，今天活著的人大概也不必為了解這個問題而煩惱。正確地說，閏年的
年份，就是所有 4 的倍數，剔除 100 的倍數之中，哪些不是 400 的倍數的
（詳見顧、葉、王，1995）
。儘管這結果是以數學概念來描述，背後的理據
卻並非出自數學本身。如果我們不打算超越生活，大可糊塗地記著年份是
4 的倍數就是閏年，反正有生之年都出不了甚麼亂子。如果我們不打算採
用一個科學的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恐怕無從得知箇中原因。
以科學的角度著手，不可能迴避時間的本質，其中有關時間單位的討
論更是不可或缺。如果把時間的量度與其他度量範疇的課題相比，會發現
兩者的處理手法，在同一課程（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之下出現明顯
的差別。先看關於長度（和距離）
、重量和容量三個課題，會發現以下如出
一轍的內容重點：
2.
3.

直接比較物件的長度和物件間的距離。
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長度和物件間的距離。
（頁 22）

2.
3.

直接比較物件的重量。
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物件的重量。（頁 29）

2.
3.

直接比較容器的容量。
以自訂單位量度及比較容器的容量。（頁 34）

再看關於時間的課題，會發現這種由直接比較，走向自訂單位，到最
後介紹公認單位的細緻學理鋪陳，是全然欠奉的（見附錄）
。換言之，在量
度活動中，孕育單位的科學角度，在關於時間的課題卻被生活應用的角度
取代了。於是學生記著年、月、日、星期、時、分、秒，以及適當的換算
公式，也懶得去問為何時間的單位如此之多，換算方法又如此複雜。
即使我們希望繞過相對論揭示了時間的非恆常性（有興趣，而又具備
一定物理學知識的讀者可參看 Hawking，1988，或其翻譯本許、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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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時間單位的形成，仍與不少學問領域相關，能提供豐富的學習機會。

從科學知識到通識
以數學觀點看，量度活動的基本是單位的定義和單位與單位之間的換
算。先看單位的定義。例如，我們可以畫一線段定義長度單位；以一件物
件定義重量單位；拿一個瓶子定義容量單位。同樣的功夫，在時間量度之
上，就是要找一件事件，若重複地發生，跨越的時間是一致的。由於時間
不會停頓（暫且不理相對論引伸的各種結果）
，要討論這麼一個不可能抓著
不放的單位，對小學生而言會有一定困難。再看單位之間的換算。在長度、
重量和容量的學習上，定義了第一個單位，其他單位即可簡單地由第一單
位倍大或等分得出。例如，以厘米為第一個長度單位，隨即可定義 1 米為
100 厘米，1 毫米為 1 厘米的十分之一，1 公里為 100000 厘米；以克為第
一個重量單位，隨即可定義 1 公斤為 1000 克；以升為第一個容量單位，隨
即可定義 1 毫升為 1 升的一千分之一。由於這些都是現代製訂的單位，自
然充分配合現代廣泛採用的十進位值記數系統。相反地，不少時間單位源
遠流長。例如，年、月、日、星期和時都在古代計時和曆法中出現。它們
緊密地結合著人的生活作息：太陽曆以年標示季節氣候的循環，對農業社
會至為重要；太陰曆以月記錄月球環繞地球轉一周的時間，有助推測潮汐，
對漁民及航海人員有特別意義；日標示地球自轉一周的時間，在夜明設施
欠缺的社會，直接指導人的作息循環；星期在經濟活動頻繁的社會，用來
定義休息日或特殊宗教活動日；時把一日等分成若干分，方便人類交往和
活動規劃。基於自然現象的局限性，這些單位之間不一定存在簡單的整數
倍關係，更遑論配合十進位值記數系統。
太陽曆的月與月球運動無關，只是隨意地把一年分開若干份，填補年
和日兩個相差甚遠的時間單位之間的缺口，於是有較大空間受著政治因素
影響。藉著探討諸如公曆月份大小的製訂、復活節日期如何確定及置閏日
等等的問題，可把時間的科學面相引向更廣闊的通識學習。其中天文、地
理、歷史、曆法的交匯，可謂締造了多元學習的理想平台。礙於篇幅所限，
本文無法把偌大的學習範圍詳細交代。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陳、楊（1993）
；
曹（2002）；Bourgoing（2001）；Dershowitz & Reingold（1997）；Duncan
（1998）；Holford-Strevens（2005）；Richard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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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數學科的教學，不可能無止境地延伸至其他學習領域。要進行
這種通識學習，跨學科的專題研習，應該是可行的模式。此外，在目前只
有數學科正面教授時間的課程安排之下，有必要釐清除了生活應用之外，
學生應有哪些關於時間的科學知識，要從數學科學會的。筆者建議最少加
入下列兩點：
1.

生活在地球上，人類有自然的需要用上以獨立方法定義的不同的時間
單位，形成單位之間欠缺簡單的換算公式。

2.

公曆閏年加一日是為修正回歸年（指地球環繞太陽一周的時間，約為
365.24 日）並非日的整 365 倍而設，每 4 年一閏日的做法會使公曆年
累計超越回歸年。剔除年份是 100 的倍數而非 400 的倍數的年份不閏，
是為改善累計超前的情況。

初小時間教學的兩個焦點
如果不理增潤項目包含的內容，初小時間教學其實只環繞兩個焦點：
（一）公曆的認識和運用；
（二）描述時刻和時段。由於星體運行存在變化，
例如地球自轉一周的時間並非固定不變，形成日、月、星期等較大的時間
單位其實並不穩定，不符合嚴格的科學要求。因此，公曆的認識和運用只
適宜局限於生活層面。在精密的科學應用上，會以銫原子定義的「秒」作
為基礎（可參看香港天文台網頁 http://www.hko.gov.hk/gts/time/basictermsTAIc.htm）。
前面提出的公曆的認識和運用，是以日作為基本單位，要描述時刻和
時段，必須先確定日期。在生活上，很少要求不看日曆找日期。因此，為
生活，懂看日曆就可以了。那些「給一個日期，算算它是星期幾」、「給一
個日期，找若干天（或星期）之前或之後的日期」或類似的問題，涉及較
複雜的計算，只能放在增潤，不能看作對一般初小學生的基本要求。
（但筆
者無法確定全港性系統評估會不會有這種考題！）如果把公曆的認識和運
用局限於看懂日曆和應用日曆，一般初小學生都可應付。剩下的困難，主
要集中於時刻和時段的描述（見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09）
。
時刻的描述比日期的描述複雜，前者包括文字報時、指針鐘面報時、
跳字鐘面報時，當中還要分 12 小時報時制和 24 小時報時制兩種，不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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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描述只要報上年、月、日就可以。無論是方向、位置或時刻的描述，
都離不開參考點和量度單位兩個重要概念。以數值描述的時候，需要有一
個開始數算或量度的地方，這就叫做參考點。輔以適當的數算或量度單位，
即可達到量化描述事物的目的。例如，在描述方向時，必先定義一個方向
作為參考點，再運用某種單位定義其他方向。要定義四個主要方向，可以
用地球磁場定義北方，再以「直角」這個量度單位順序定義東、南和西。
教授八個方向時，只是單位變成「半個直角」罷了（可參看馮、葉、盧，
2008）
；同理，在用來描述位置的直角坐標系統上，參考點就是原點，量度
單位就是坐標軸上 1 格的長度。
數學課程要求學生掌握的時間描述，遠不及方向和位置的描述那麼簡
潔，因為要處理多於一個參考點。在正常的進位系統內，一個數位上的數
字，會從 0 開始，一直增加至要進位的時候，便會回到 0。換言之，一次
數字循環對應一次進位。在生活上應用上的時間描述，較多使用 12 小時報
時制。這種時間描述系統以十二時（有兩個）作為参考點，量度單位是小
時，連續兩個十二時（午夜和正午）把一日分為上午和下午兩個時段。在
午夜（或正午）十二時後 x（< 12）小時的時刻，就以「上午 x 時」
（或「下
午 x 時」）來描述（即報時）
。不難看出，這種時間描述方法存在兩大困擾：
一、走一次 12 小時的循環並未需要進位至較大一級的時間單位（日）
；二、
循環由 12 開始，經 1、2、3、…、10、11，再回到 12，而非由 0 開始，最
後再回到 0。
為了修正這個系統用於嚴謹計算時所帶來的種種不便，人類引進 24 小
時報時制。這個更適合科學應用的報時制度以午夜作為參考點，即所在地
與地心、太陽中心成一直線，而且地心處於中間的時刻。這時刻因地而異，
造成地球上存在不同時區。若以 24 小時報時制描述時刻，一天之中的某個
時刻，即要考慮由午夜開始直至這個時刻的一個時段，以時、分、秒等單
位量度它的長度，所得結果即可用來報時。例如，午夜後 17 小時 43 分 29
秒的時刻，即以 17 時 43 分 29 秒報時，記作 17：43：29。這個簡潔的系
統方便把日與時、分、秒連起來描述時刻和時段，是現代的產物，令計算
可較容易地進行。例如，要計算 2010 年 2 月 9 日 17 時 43 分 29 秒至 2010
年 2 月 21 日 13 時 28 分 11 秒這個時段有多長，只要按位值列出以下算式，
小心地進行不同位值的退位計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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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小時

分

秒

21

13

28

11

9

17

43

29

11

19

44

42

小心的讀者應已看出，21 日 13 小時 28 分 11 秒並不是由 2010 年 2 月
1 日 0 時 0 分 0 秒這個時刻至 2010 年 2 月 21 日 13 時 28 分 11 秒這個時刻
的時間長度，而是由 2010 年 2 月 1 日 0 時 0 分 0 秒的前 1 日開始數的結果。
同理適用於 2010 年 2 月 9 日 17 時 43 分 29 秒，在減法計算時，這一點差
異會自動抵消，算出的 11 日 19 小時 44 分 42 秒依然正確無誤。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指針鐘面報時的問題。由於指針鐘的運動按正比
例進行，即時針走 1 大格，分針便走 60 小格；分針走 1 小格，秒針便走
60 小格，要把文字或跳字鐘報時，轉化成指針鐘面報時，必須借助對指針
鐘運動的正比例規律的理解。這樣的要求，即使高小的學生也不見得人人
可以應付，對初小學生更可說是沉重的負擔。在三級的課程之中，小一只
需能認出時正和時半合共 24 幅鐘面的圖畫，相對較為容易，只要多撥聯動
鐘讓學生觀察，障礙應可清除。剩下小二和小三的問題比較複雜，如果對
評估採取精密嚴謹的要求，恐怕很難看到大部分學生達標。

結語
本文揭示了時間教學的疑難和困擾，其中不少問題仍然未有圓滿的解
決方案，希望日後可有更多臨床的探討，把問題逐一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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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初小的時間學習重點
（摘自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0）。《數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香港：教育署。）
1M4
認識「時」。
以「時」報時。
認識一星期內各天的名稱。
認識一年有 12 個月。
讀出日曆的「年」、「月」、「日」和「星期」。
2M2
認識「 分」。
以「時」 和「 分」報時。
以「 分」為單位，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
以「 小時」（h） 和「 分」（min）報告活動所用的時間。
認識一天 有 24 小 時。
認識「上午」（a.m.）和「下午」（p.m.）的概念。
以「上午」、「下午」、「正午」、「午夜」報時。
認識每月的日數。
認識「平年」及「閏年」的日數。
2M-E1
認識古代量度時間的方法。
認識古代的計時器。
認識使用標準時間單位的需要。
3M2
認識「秒」。
以「時」、「分」和「秒」報時。
以「秒」（s）為單位，量度活動所用的時間。
以「小時」和「分」、「分」和「秒」報告活動所用的時間。
3M4
認識「24 小時報時制」。
用「24 小時報時制」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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