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研究背景 

一、 前言 

 “Time is money.”這句耳熟能詳的諺語是富蘭克林(Benjamin 

Franklin)在 200多年前所說的。雖然時間並非真的是金錢，但時間對

於我們的價值卻與金錢相類似。從原始人類社群的徒步行走、鑽木取

火，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發明飛機、汽車、電話，至近代的電

腦使用及網際網路的出現，人類文化經歷一次又一次的大變動。如此

漫長的轉變，代表著愈來愈方便的生活，更深遠的意義也許是節省下

更多時間，好讓我們在生命中更有機會去實現自我。時間的本質的確

是個神秘客，在人體裡沒有明確的時間知覺管道及相對的感覺受器，

但我們的的確確感受到時間的流逝，到底時間是什麼呢？四季的運

轉、月經週期的激素分泌、候鳥的季節性遷移等週期計時，或是心理

學家 Skinner提出操作式制約理論中固定時距(fixed-interval schedule)

的增強程序，於其中受試可以學會在主觀經歷一個固定時距後壓桿才

能得到增強物，這些表現都以具備時間估計能力為前提。 

時間包含的時距範圍很廣，Mauk 與 Buonomano（2004）將之

歸納為四類，最小的從1至10-3毫秒之間百萬毫秒的處理（microsecond 

processing），主要用於聲音的定位或是聲音從一耳傳至另一耳的處

理；第二類介於1毫秒至103毫秒之間的時間（millisecond processing），



主要用於語言的產生與辨認、動作的偵測或協調；第三類介於103毫

秒與數分鐘之間的時間（second processing），主要用於知覺時間的

估計；第四類介於一小時與數天之間的時間（circadian rhythms），

主要用於處理睡眠與飲食的問題。 

「時間」的定義也可由計時運作的角度界定之，Meck (1996) 將

週期計時與時距計時(interval timing)歸納整理出三項不同點，第一，

時距計時處理較短時間，可以涵蓋幾秒至幾分鐘的時距，而週期計時

所泛指的是生物體內的生物時鐘，可以受到內分泌荷爾蒙所影響，處

理較長時間範圍。第二，時距計時在啟動上是彈性的，可以立即的被

重新啟動(reset)，其計時的過程需要知覺參與；週期計時無需外界刺

激引發知覺反應即可運作，且無法重新被啟動。第三，時距計時具有

估計標準誤隨著計時時距的平均值變大而有變大的趨勢，週期計時並

未具有此性質。週期計時與時距計時雖都是時間的運作，但這兩者之

間的關係仍充滿很多未知數(Friedman,1990; Damasio, 2002)。由於週

期計時的運作機制較複雜且時距較長，本研究重點定為介於幾秒鐘的

時距估計之計時行為，而非長達一小時以上的生物時鐘，以認知的角

度探討人類主觀的時間知覺之計時行為表現。 

時間知覺包含兩個主要概念（Fraisse, 1978），發生事件的順序

(succession）與時距（duration）。欲知道發生時間的順序需要受試者



能夠記憶與判斷兩個連續刺激發生的先後順序，時距乃指一個特定事

件持續發生多久或是兩個連續事件的間距。本研究的興趣在探討受試

者對於估計時距之行為表現。 

 

二、時間知覺扭曲現象 

美國心理學之父William James在他1890的著作「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一書中，以認知的角度說明一般人對於時間知覺的扭曲

現象，他說道： 

    當人處於歡樂時光中，會覺得時間過得很快，但事後回想起這段

時間卻是充滿回憶而變長；另一方面，若人處於枯燥乏味的情境下，

會覺得時間冗長，但是事後回想起這段時間會覺得既空洞而短暫。 

William James描述的時間知覺扭曲現象，從人類的主觀認知觀

點著眼，隱約地道出了對於時間知覺的長短和個體當下所從事的認知

活動狀態有關。 

 

三、時間估計的兩種派典及其估計方法 

當受試者在有意識情況下進行時間估計，即受試在時間估計前已

知要做計時作業，稱為事前知道計時派典(prospective paradigm)；而

另一種情形為受試者在實驗操弄時距過後，才被要求做計時作業，受



試通常會以回憶的方式估計先前已逝去的時距，此種派典稱為事後回

溯計時派典(retrospective paradigm)。此兩種派典涉及不同的認知處

理歷程，差別在於事前知道計時，受試有意識的分派注意力資源於計

時作業上；而在事後回溯計時派典中，需在事後靠著回憶先前處理認

知作業的訊息以估計時距(Block, Zakay, & Hancock, 1999; Zakay & 

Block, 1996)。 

時間估計的反應方式通常有口頭報告(verbal report)、製造

(production)、複製（reproduction）等三種，不同的估計反應方式涉

及不同的認知處理歷程(Zakay, 1997)。當受試將所估計的時間以口頭

報告時，受試者在經驗一段時間過後,需將所經驗到的知覺時間轉換

成人為的時鐘單位，例如以秒為單位報告出來。口頭報告極依賴人為

制定的時間單位，因此較其他估計方法的變異大。製造的時間估計反

應方式，則是實驗者將目標時距以口頭方式呈現，要求受試者藉由反

應器自行界定等同於目標時距的一段時間，例如，主事者口頭告知受

試者製造六秒鐘的時距，受試藉由按鍵反應的方式表達所估計之時距

等同於受試者所認為的六秒鐘長度之時間。複製一段時距的方式則是

要求受試者在經驗實驗者提供的一段非口語表達之時距後，以按反應

器的方式界定一段時距等同於其知覺到之前以特定感官刺激呈現的

目標時距長度。 



本研究主要探討受試在有意識情況下的計時歷程，由於口語報告

及製造這兩項的時間估計之反應方式皆牽涉人為的時間單位，所反應

的時間之變異性較大，因此本研究採用複製的方式為時間估計之反應

方式的實驗作業。 

 

四、純量計時理論(Scalar expectancy theory；SET) 

在有關計時的理論當中，目前以純量計時理論最為完整，因其在

神經生理與認知歷程之相關基礎實驗證據皆獲得支持。純量計時理論

起源於動物計時行為的實驗佐證(Gibbon, 1977; Gibbon, Church & 

Meck, 1984)，但後來也運用於解釋人類的計時資料(Allan & Gibbon,  

1991; Wearden, 1991 & 1992)。此模式是以訊息處理觀點所建構的，

主要包含計時器、記憶、決策等三個相關的處理階段，每個階段的處

理歷程之任一元素的運作都是時間估計準確度的變異來源，大致的流

程如圖一所示。    

------------------------- 

置圖一於此 

------------------------- 

計時器階段主要負責將客觀時間轉換成主觀時間，包括振盪器

(pacemaker)、轉換器(switch)、累計器(accumulator)。振盪器以一定

的速率釋放出拍子(pulse)，當轉換器偵測到有時間訊號時，拍子才得



以通過進入累計器。記憶階段包括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 

與參照記憶(reference memory)負責處理儲存時間訊息，工作記憶彷

彿是個緩衝儲存器，負責將目前所累計的時間結果暫存於此，另一方

面也將此訊息送至參照記憶。參照記憶從過去經驗裡面提取訊息，之

後各自將此兩記憶區的資料送至比較器(comparator)，Church（1997）

認為比較器依據當下所累計的時間(a)與過去時間經驗(m)作比較，

個體在依(m-a)/m的比較原則作決策，比較後所得的值愈小，即估

計的時間與參照記憶裡的時間值愈接近，受試愈會作出反應，當值愈

大時，作出反應的可能性愈低。此比較原則的單位為相對單位而非絕

對單位，這種比較原則稱為疊加原則（superposition rule），具有純

量性質，為韋伯定律( Weber’s law)的例子之一。當受試者反覆估計

同一時距時，主觀時間的反應值分佈會形成以真實目標時距值為中心

的一鐘型曲線分配，即落在真實目標時距的反應次數為最多，而隨著

遠離目標時距值愈遠的反應次數會愈少，此現象稱為高峰時距計時

(peak interval timing, PI timing)﹔估計的目標時距愈長，估計的誤差

變異就愈大。(Gibbon, 1977; Gibbon, 1991; Allan, 1998)，如圖二所示。 

------------------------- 

置圖二於此 

------------------------- 

五、注意力與時間知覺 



（一）注意力對於事前知道與事後回溯之計時的影響 

Zakay（1992）以平均年齡為 7.75歲的兒童為研究對象，操弄 

指導語探討事前知道與事後回溯兩種計時步驟方式對於要求受試者

以複製的方式反應先前的目標時距，結果發現以事前知道計時步驟的

受試者投入了注意力在時間估計事件上，因此複製出來的時距較事後

回溯方式所複製之時距正確率高。Block、Zakay與 Hancock（1997）

利用後設分析(meta analysis)的研究方式回顧二十篇研究，澄清事前

知道與事後回溯計時兩種計時步驟是否包含相似的訊息處理過程或

參與機制。其結果顯示經事前知道的計時步驟估計出的時間相較於事

後回溯計時的時間長且變異較小。他們推論受試在事後回溯計時步驟

處於當時並未知道要做時間估計，因此注意力未放於此計時事件上，

這種計時歷程應以記憶模式來解釋較合理，而事前知道計時歷程則應

以注意力模式為主要參與機制。 

在事前知道計時步驟中，受試者對時間估計的訊息處理需要運用

注意力資源的分配。根據 Thomas 與 Weaver (1975)提出的數學模式

說明注意力資源分配影響時間判斷，認為負責處理時間訊息的計時器

(P(t))與非關於時間估計之認知作業（nontemporal，以下簡稱非時間

作業）的訊息處理(P(i))皆需運用注意力資源。此模式認為個體所知

覺到的時間，是時間訊息處理與非時間作業訊息處理的加權平均數。



當注意力資源投入於時間知覺作業較多時，對於所知覺到的時間較正

確，非時間作業處理的較差；若對於非時間作業處理的要求增加，則

個體會分配較多的注意力資源至非時間作業上，投入於時間估計作業

的注意力資源則相對減少，因此對時間估計作業會表現較差。 

上述 Thomas 與 Weaver的模式並不能完全說明作業難易度的影

響效果與事前知道與事後回溯等計時派典，因此 Zakay（1989）整合

上述理論提出時間估計的資源分配理論(Resource Allocation Model of 

Time Estimation)，認為根據情境的不同，時間訊息處理(P(t))與非時

間作業的訊息處理(P(i))可以單獨存在或共同存在， 因此可以解釋

事前知道與事後知道等計時模式。有關時間計時行為的資源分配理論

模式以圖三表示。 

------------------------- 

置圖三於此 

------------------------- 

（二）注意力與計時作業 

人類的計時行為表現會因不同實驗設計的作業而有所影響，

Block, George與 Reed (1980)設計受試者觀看鍋子估計水沸騰的時

間的實驗，說明在事前知道計時的情況下，期望對於計時的影響。在

這種情況下，注意力將會優先放在時間估計(P(t))上，導致較長的主

觀估計時間。計時當時的情境除了受受試者的主觀期望、實驗者的指



導語外，若同時需處理非時間作業，其作業本身的複雜度與練習效果

也會對計時結果產生影響。一些的研究同時呈現時間估計作業與非時

間作業，以此種雙重作業(dual task)方式探討非時間作業的歷程會如

何影響計時作業表現。例如 Sawyer（2003）要求受試者製造出 20秒

的時間並要求受試者在測試時間內將 Wisconsin 卡片作分類

(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在基準線嘗試（baseline trial）情境中

只有製造 20秒的計時作業，受試者平均製造出 19.8秒的時間；在雙

重作業的第一次嘗試中實驗情境中，受試者需完成雙重作業，他們平

均製造出的時間為 34.7 秒；在第二次嘗試中所製造出的時間為 29.1

秒；在第三次嘗試中所製造出的時間為 24.7 秒；第四次嘗試時實驗

者暗自將分類規則做變換，受試者平均製造出 34.6 秒的時間。因此

Sawyer 推論此實驗結果支持在事前知道的時間估計情況下的注意力

分配模式；受試在基準線的計時嘗試中，沒有其他的認知作業要完

成，因此將所有的注意力投入於時間估計作業當中，其內在計時器所

釋放出的拍子能較正確被累計，因此最接近 20 秒的時距。在雙重作

業的第一次嘗試當中，受試需投入部分的注意力（至少在某種程度以

上）於卡片分類作業中，因此個體內在計時器所釋放出的許多拍子極

可能被遺漏，未能被適切的累計，導致主觀估計的 20 秒變長了。但

於緊接的第二次及第三次嘗試時，主觀估計的 20 秒較第一次做卡片



分類時短，即一旦受試者學習到此分類卡片的規則時，便不需投入大

量的注意力資源於卡片分類中，而可分派較多的注意力資源在時間估

計作業，其內在計時器所釋放出的拍子較少被遺漏，以致主觀估計的

20 秒更正確。而當實驗者將卡片分類規則暗自變化時，受試者猶如

第一次做卡片分類時一樣，需投入較大量的注意力於卡片分類作業

中，造成內在計時器所釋放出的許多拍子被遺漏而未能被累計，所以

受試者的計時器要累計到 20秒的拍子所需的時間變的更長了。 

Brown（1998）以二十五名大學生為受試者，探討非時間作業的

練習效果是否會對時間估計造成影響。此實驗非時間作業為要求受試

者以慣用手使用滑鼠並盡可能快速地追逐電腦螢幕上一個不斷旋轉

移動的物體，並以另一隻手每隔 5秒按一次按鈕做計時反應。實驗共

分為四天進行，受試每天接受三個區組測試，第一天的第一個區組為

受試者首先只單獨作估計 5 秒時間按一次按鈕的作業當作控制對照

情況的前測成績，第二個區組要求受試者完成雙重作業（計時與追逐

作業）當作實驗操弄雙重作業之前測成績，第三個區組讓受試者只做

非時間作業的追逐練習；第二天與第三天各讓受試者接受三個區組的

非時間估計之追逐作業練習；第四天第一個區組請受試者練習追逐作

業，第二個區組請受試完成雙重作業當做實驗操弄情況之後測結果，

第三區組請受試者單獨作時間估計作業當作控制對照情況之後測成



績。其結果發現後測成績的時間估計之平均相對差異係數有顯著的降

低，但在實驗操弄情況的平均相對差異係數仍大於控制對照情況中的

平均相對差異係數，顯示非時間作業確實會對時間估計造成干擾效

果。四天中共八個練習區組成績分析顯示追逐表現隨練習區組次數增

加而變好，證明練習的確使追逐作業變得更熟練，減少個體注意力資

源的耗費，以致相對的計時作業能力提高。但從實驗操弄情況與控制

對照情況的前後測成績分析來看，實驗中的練習並未使非時間作業達

到自動化，因此只能減少非時間作業對計時作業的干擾，而無法達到

完全不耗費注意力資源、完全不影響計時作業的程度。 

Zakay (1998）採用雙重作業方式，並將之區分為首要作業

(primary task)與次要作業 (secondary task)方式，以指導語操弄不同

程度的注意力分派於各作業中。除了計時作業外，另一項作業要求受

試者完成叫字或叫色字(color-word)的非時間作業。其研究結果發現

非時間作業的複雜度及兩項作業的注意力分派優先順序，對於主觀計

時會造成顯著影響。當受試者將計時作業當作首要作業時，其非時間

作業的錯誤率會增高，但所計時的時距表現較接近目標時距；但當受

試以計時作業為次要作業執行時，其非時間作業錯誤率降低，計時表

現較差，且這項結果會隨著非時間作業的難度增加而更顯著。 

Macar、Grondin與 Casini（1994）的研究以指導語告知受試者分



派不同的注意力比例至時間作業與非時間作業（判斷字詞是否為動物

名），共分為七種情況：（1）單獨只有時間估計（2）100﹪注意力資

源投入於時間估計，0%注意力資源投入於字詞判斷（3）75﹪注意力

資源投入於時間估計，25%注意力資源投入於字詞判斷（4）50﹪注意

力資源投入於時間估計，50%注意力資源投入於字詞判斷（5）25﹪注

意力資源投入於時間估計，75%注意力資源投入於字詞判斷（6）0﹪

注意力資源投入於時間估計，100%注意力資源投入於字詞判斷（7）

單獨只有字詞判斷。其結果發現注意力資源投入於時間估計的比例愈

高時，時間估計的錯誤率愈低，但字詞判斷的錯誤率愈高；反之，注

意力資源投入於字詞的比例愈高，字詞判斷的錯誤率愈低，時間估計

的錯誤率愈高。以單獨只有時間估計情況與前述第（2）種作業情況

相比較，受試者處於前者情境之時間估計錯誤率低於後者，這結果說

明了即使非時間作業不需作答，但只要是在雙重作業的情況下，受試

者仍然會自動的分散一些注意力資源於非時間作業中，導致投注在時

間作業的注意力資源減少，計時作業錯誤率增高。另外，以單獨只有

字詞判斷的情況與前述第（6）種作業情況相比較，受試者處於前者

情境之字詞判斷錯誤率與後者無顯著差異，說明受試較能專注於非時

間作業，不受另一項雖呈現但不需作答的計時作業所影響。 

    上述藉由雙重作業的操弄，吾人可知事前知道計時確實需要運用



注意力資源。當注意力資源分派至計時作業較多時，計時作業將有較

正確的表現，但另一類非時間估計之認知作業則相對地表現較差；若

受試分派較多注意力資源於非時間作業時，則有相反的結果。此外由

上述可知，注意力資源的分派受到實驗者指導語、實驗情境、受試者

的期待、非時間作業的難度、雙重作業執行順序等操弄而影響。以上

證據皆採集自成人受試，它是否能直接適用於解釋較小年齡層之受試

仍屬未知。不同年齡層的個體對於注意力資源的運用不同，計時行為

理應會受到年齡發展的影響，因此探討計時行為與年齡的關係，將能

進一步縱向了解人類的計時行為。 

 

六、年齡與時間知覺 

就有關時間知覺研究中的人類受試而言，過去的文獻報導以成人

這年齡層的受試佔大多數。有一部分研究以發展的角度探討老化現象

對於時間估計的影響，如 Vanneste 與 Pouthas（1999）以平均年齡為

20.2歲的年輕人與 65.3歲的老年人為研究受試，在電腦螢幕上出現

A、B、C三個字母形成一個三角型的三個頂點，每一個數字在每次

嘗試當中將會依實驗者事先所設定的目標時距值出現一段時間（6

秒、8秒或 10秒），要求受試者估計某一個、某兩個指定字母或甚至

全部三個字母所出現的目標時距，之後針對特定字母所出現的時間為



目標時距值，受試被要求做時間複製。其研究結果發現在兩個年齡層

的受試當中，皆有因同時估計目標時距字母增多而使複製某一字母目

標時距的誤差增加之現象，尤其以老年組的誤差顯著的較年輕人組

大，此現象可能由於老年人注意力資源減少與工作記憶缺失所導致。 

另一部分的學者著重探討學齡前的小孩與低年級的小孩在時間

估計上的發展表現，Zakay（1993a）的研究即是以平均年齡為六歲的

小孩為受試者，操弄兩個變項，第一實驗變項為在時間估計作業當中

非時間作業的難易，第二實驗變項為實驗後有禮物贈予之指導語的有

無，藉之形成受試者的期待。實驗組別共可分為難的非時間作業與有

禮物期待、難的非時間作業與無禮物期待、簡單的非時間作業與有禮

物期待、簡單的非時間作業與無禮物期待等四種操弄組合。其結果發

現時間複製正確率最高的情況是介於注意力資源對於時間訊息處理

的分配最高（有期待與簡單的非時間作業組）及注意力資源對於時間

訊息處理的分配最低（無期待與難的非時間作業組）之間。 

Gautier與 Droit-Volet（2002a）所作的年齡發展與計時作業的研

究以五歲與八歲的小孩為受試，探討單一計時作業或不同認知處理程

度的雙重作業對於估計時間的影響。從一系列呈現黑色線條輪廓的圖

片中認出物品名並估計出當下這段測試時間的時距，這個黑色線條輪

廓繪圖會與模糊線條輪廓做相比較。研究結果發現當涉入非時間作業



時，受試的時間複製估計時距會有縮短的現象(shortening effect)，在

五歲組受試尤其明顯。五歲組在涉入較高認知處理或較低認知處理的

非時間作業的情況中，時間複製皆顯著的縮短，作者推論可能是因為

五歲小孩在注意力資源分配運用的策略較差。儘管不同的非時間作業

所需的注意力不同，但五歲小孩較不能控制注意力資源，因此一旦需

要同時處理兩件事，注意力資源的量便很快耗盡。 

其他相關的兒童研究，如 Zakay（1992）以七至九歲的兒童為受

試者，在受試估計目標時距當中，突然在其視線之內出現一隻小青蛙

玩偶並發出聲響，以此干擾來測量受試對於時間估計的影響。其結果

支持注意力模式，即當有小青蛙出現時吸引實驗組受試者的注意力造

成分心，因此其複製的時間較未分心組所估計的時間短。 

由以上的文獻整理可知，有關人類計時的研究雖然很多，但對象

多為成人或老人。兒童的研究也僅以學齡前與剛上小學的受試為範

疇，相較之下，對於在小學階段不同年齡層的幼童計時行為之比較卻

沒有完整的研究。 

 

七、年齡與注意力 

學齡階段的孩子受到教育與外在環境的刺激較其之前的人生階

段為多，因此在認知能力、注意力、語言、感覺動作等方面正快速的



改變。根據 Klenberg、Korman與 Nuttila（2001）以一般正常三歲至

十二歲的孩子為研究對象，他們要求受試者聽 180個字的錄音帶，若

聽到 “red＂這字時需在一秒內按下按鈕，若聽到的是其他字時則無

須按下按鈕，藉此測量小孩子的聽覺注意力與抑制能力。此外，他們

也測量小孩子的視覺注意力，要求受試者要從一排的臉譜當中快速而

正確地找尋其中一個不同的臉譜。兩項實驗結果皆發現在八至十歲階

段的小孩注意力發展快速，於十歲之後的表現呈緩慢的成長，因此十

歲階段可能是注意力發展進入成熟的高峯期。 

Ridderinkhof與Molen（1995）以學齡前小孩（年齡 5-6歲）、低

年級小孩（年齡 7-9歲）、高年級的小孩（年齡 10-12歲）、成人（平

均年齡 23歲）等受試者為研究對象，以一個小箭頭當作目標物，目

標物兩邊各有兩個較大的干擾箭頭，其與目標物箭頭呈同向、異向或

菱形的符號，請受試者在不移動眼睛的情況下快速而正確的對目標物

箭頭方向作答。研究結果發現在刺激呈現一致的情況下（目標物與干

擾箭頭同方向）時，四個年齡層受試的錯誤率與反應時間並無顯著差

異；但當刺激呈現不一致時，5-6歲受試所受的干擾最大，其次是 7-9

歲的受試，而 10-12歲組表現與成人組的干擾效果則無顯著。 

Goldberg、Maurer與 Lewis（2001）研究注意力在發展上的改變，

以八歲、十歲、平均二十四歲的成人為受試者，為了避免注意力的轉



移造成干擾，實驗前皆訓練每位受試者不移動眼睛作答的能力。實驗

作業為要求受試者在一個伴隨正確線索、誤導線索或中立線索的情況

下快速地偵測目標物，結果發現反應時間的快慢依序為有效線索、中

立線索、無效線索之情況。在正確線索的情況下，三個年齡組的反應

時間無組間顯著差異；但在錯誤線索的情況下，八歲與十歲組明顯的

表現比成人組差。這些結果證明抵抗干擾的能力確實隨著年齡的增長

有強化的現象，年長的受試有較佳的注意力控制於認知作業上。 

由以上注意力發展與年齡的文獻整理可知，注意力發展大致呈指

數型曲線，十歲以前快速地發展，十歲之後漸趨和緩。 

 

八、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相較於事後回溯計時歷程，受試在事先知道計時事件的歷程中，

須有意識知道需作時間估計，因此在整個過程當中會有意識地投入注

意力於時間估計作業中。至於注意力投入於計時的多寡如何影響事前

時間估計，可藉由比較單獨的計時作業與雙重作業(含計時與非時間

作業)得知。就研究採用的受試而言，過去的研究大都以成人為主，

針對兒童計時能力的研究部份，雖曾有以學齡前與剛上小學的兒童作

為研究的對象，但針對小學階段的相關計時行為表現之研究則尚未被

探討過。所以本研究以低年級小學生、高年級小學生、與成人等三年



齡層為受試，探討計時能力在這三年齡層的差異所在。由於與注意力

相關的計時研究通常以雙重作業的模式做研究方式，受試所經歷的主

觀時間經驗相當受到當時非時間作業與時間估計作業兩因素影響，而

非時間作業的內容不同，涉入的處理歷程便不同，是影響注意力資源

分配的重要因素。雖然成人的計時研究已較為豐富，但欲了解人類計

時能力的發展議題，對於較低年齡受試的相關資料收集應屬必要的。

就跨年齡層的比較而言，實驗所用的作業必須考慮其難易度及呈現的

刺激屬性是否適合所有受試的基本能力，尤其是對較低年齡層的受

試。因此在本研究中設計適合三年齡層的非時間作業，以標準化的實

施程序，將所得的結果做比較，以了解從學齡階段至成人階段計時能

力的差異。 

研究假設為（1）低年級組的計時能力較高年級組或成人組差；（2）

低年級組的計時能力之相對差異係數較高年級或成人組大；（3）各年

齡組在含有較複雜非時間作業的雙重作業之計時情境中，其計時表現

最差；在不受其他非相關刺激影響的單一計時作業組中，計時表現理

應較精確且最接近目標時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