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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圖與偏好矩陣璟境心理學研究方法之介紹

李永展申

COGNITIVE MAP AND PREFERENCEMATRIX

一AnJntroduction ω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by

Yung-Jaan Lee *

嬌妻

所謂(草草境心理學〉最簡單的設法就是利用行為科學的手法及技巧，嘗試去探索、了解人類和黨質療境之崗的互動關

係。也就是說，了解人類如何認知及體驗室實質璟發;人類在實質環境中如何行為;以及贊賞潔瓊如何影響人類。本文引介

美商密西根大學 Kaplan夫婦的(熟悉度〉、(認真日國〉及(偏好矩痺〉之概念，來探討潔瓊心理學如何幫助我們了解人和璟境

之織的互動關係，章主後直在說研如何利用這些概念來繳稅、評估璟境設計。

ABSTRACT
Environmental Psychqlogy, using the techniques and skills of Behavioral Science , hell's us realii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hnmanan吐his physical environment. That is to say, it helps us in studying
hqwpeople perceive and experience thephysical environment; how people>behaV'ein thephysicalen
vironment;and, in turn, how the physical env叮onment affects people. In this paper, I introducethe
concept of “Famil祖rity"，“Cognitive M旬"， a.nd “ Preference Matrix", which aredevelopedby R.Ka
planan<i S. Kapl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By using these concepts, Itr}' to unravel theire站，

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md his physical environment. .I alsq. explain howto put these/concepts into
practice. Qverall, these concepts can beviewed as effective guidelines to design and evaluate theell
vironmen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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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什麼我們會喜歡某些實質事環境，有時候卻會討厭某

些黨質事實境?撇鬧個人的直是真(餾性、態度等)不談，是

否對璟境約熟悉與否會影響人對車里境的偏好?反過來說，

是否王實質臻績也會葭接影響人的鋪好?人究竟怎樣把以說

的璟境經驗累積趕來?這些經驗如何在適當的時機幫劫我

們辨草草璟境。不同憫人之詞所擁有的璟境經驗可不可能互

絡傳授，會不會主棺影響。

在國內，研究貨質璟壤的人很少談到這個問題，也甚

少教科書書、論著探討這些問題，使得社會大眾忽略文章要

性。反戳在癸筒，從五十年代末期照始便有愈來愈多的人

關心主實質潔境的照題，同持各種不河背景的專業人士和行

為科學家也紛紛投入(人一嗓境〉互動顯係的研究，使(璟

境心理學)的研究逐漸安人奠親(設 1 ) 0 1960 年K

Lynch 出版了 (都市意象) 一霄 ， 研究都市居民如何認知

它們所居住的都市空間，為第一本有系統研究璟境心理學

方茵的論薯，發展至舟，草鞋境心理學的研究已將近三十年

的歷史。

從事草草境心理學研究的眾多學者之中，美劉空宮茵根大

學的 Kaplan夫婦從人類進化、人類需求、以及認知學習

的鼓點提出〈備好矩陣)作為檢稅單單境設計鈞一個有力工

具，本文史哥哥目的在哥|介這一套被視工具及相線之慨念。

首先從(熟悉凌〉蒂亞(蓋亞、知鷗〉的角度來探討認知在草草境學

習、體驗上的重重要性，然後分析人類需求和草草境偏好之獨

自告關係，殼後提出備好戀戀為專家和使ffl者溝通、檢視環

境設計的指標。希望經樹木文來拋褲引玉，喚起盟內重重視

〈人一璟境)主動串串係的研究，也重重視璟穹童心玉皇學的自藍煩。

二、人在放境中的經驗

想像自己藏在樹上從茂密的樹葉中觀察人們如何誇憋

小溪，溪上沒有橋，只有幾塊石頭作為緒皇軍右。現在來了

一伯人，他小心翼翼地將第一腳踏在離難邊接近的石頭

上，然、後，四周哥哥了一下，試驗怯地踩在下一塊石頭上，

又收了血來，再試一次，確定不會滑倒之後才將他的關完

全踩在第二塊石頭上。這個動作還覆幾次之後，他終於安

然渡過小溪. j51JT岸邊，我們歡察的這位英雄主任了下來援

大大地喘了一口氣。

現在想像另一種情況:有一個人昂首總步地走到岸

邊. --翻踩在第一塊石頭上，第二腳跟著移到第二塊石頭

上，然後持續大步地踩在石頭上往前邁進，一步也不停，

毫無猶豫、遲疑地渡過小溪。

看到這襲，讀者可能認為這主題所談的是三個不同的

人。事實上，放心理學的觀點而言，我們約確可以假設p畫

是二個有著不何個性、態度、以及人生觀鈞人。但我們瞥

符撇關這些不談，來看看男外一種情況:可不可能這二種

情況是同一個人在不何時間發生的?如果是，那麼是什麼

情況會使同一個人在幾乎棺偽的璟境下產生如此大的差

鈞、有按學的行為發生在後，那麼這種差異沒什麼值得驚

訝的，因為我們可以料到經驗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也可

以預見熟悉草草壞的人會比初到草鞋境的人來得真有效率。

了解這個理由之後，本文一綿始所鍵的二個渡溪行為

的觀察便不會議人驚訝了;事實上，這個行為觀察稽示我

們:價1悉〉必然是一億紹當有力且有用的概念。的確，

(熟悉)的力覽一干耳其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展現出來，例

如，我們有待會函病痛憨到閥擾，這時醫生可能頂多給這

個liE狀一個名稱(亦測，把這{區症狀用一個較為人熟悉鈞

名稱來被述，例如傷風、早早窗等) .我們知道病名之後，

使寬心多了(除非是聽到像癌症等嚴重重的病)。另外一個

171J子 ， 在劉外聽到蹋人作比較時常用的一句話是 (這件事

在台灣怎樣怎樣) .這時他正嘗試利用(類似發〉

( Analogue) 來幫助他熟悉他所處的新療境 ， 試著應用

他對菜價熟悉草草境的知識到陌生草鞋境之中。

然而，如果每次外出放行時都要把以前的(熟悉〉繃帶

在身上，似乎有點不可思議，自此我們要問:是否一定要

由經驗的累積直接獲得知識 9幸好這個答案是否定的。長

久以來，經由許多主童話故事，孩子們對於從來沒見過鈞璟

境變得比較熟悉。大人們也真有這種能力，至少，當介紹

陌生人峙，我們會聽到下面的設法如此鼓應用: (哦，久

仰大名，好像我已經認識你很久了。

我們對〈熟悉〉的重要性通常都認為海所當然，我們每

天安安軍事態、信心十足地過E子，而往往忽略了這些都是

受惠於熟悉度。如果某件事超出了我們所熟悉的範鹽，我

們便馬上感到困惑、不知所措、甚至不慌，即使只是和臼

常熟悉的頭境稍微脫7節，也會使順暢的行為突然、中止。

例如，想像你早上鰻眼惺松下樓吃零餐，拿起杯子端

盤呼嚕地就喝了起束，然而，你的朋友知道你喜歡喝啤

酒，偷偷把杯子裊的熱牛奶換成冰啤酒。我們大概可以正

確無誤地預測的、會突然中11:你的行為，而不是緩慢溫和的

一〈奇怪，寺天的牛奶怎麼怪怪的。)

而不熟悉的嗓境可能使我們的思維感到岱惑和不連

續。有一則這樣的故事.一隻大象從小鎮的篤戲盟軍溜了出

來，警察忙著找這愛大象時，接到一位太太的電話: (我

家花獨有一雙大怪獸) .這位太太按著說﹒〈它正用它的尾

巴吃我的青菜! )被搞迷糊的這位警察獨道: (它要這些青

菜做什麼?)(告訴你，你也不會相信付這位困惑的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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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

三、熟悉和認知詞

自上一節的分析可知，一個人熟悉璟境意味奪他擁有

一些有用的、省價值的(東西〉在主要眩，但這些(東西)究竟

是什麼?熟悉和認知領究竟有什麼闕係?

用一個簡單淺顯的設法，一個人熟悉璟境，表示這個

臻境中的某些重要元素已存在他的腦中，熟悉草草境意味著

他比較不需要依賴環境提供他的情報資訊;也說是說他不

必花太多心忌，不必太依賴外界的白鎖'1lSI為他知這環境

就在那里，知道吾吾預期什瘦。

一假人熟悉璟境就好像這錯璟婆的摸魚地頭已經建混

在他的腦中，這是主模式或地屬非常有舟，因為他們是實物

的縮小，且根當容易操作。人們可以〈玩)這些模型，可以

在地盤上作假您的綠行，而這二三種活動都精示兵有預期、

檢視各種可能性約能力(註 3 ) 0 (在此所謂(模裂)和

(地關〉可加上〈心.IH1約〉或(認知的) .以強調它們不是表示

贊質的物件而是儲存情報的型式

混在我們要探討一個在認識璟尊重、發驗璟境上相當重

要約概念一一認知竄，所謂認知關就是外在環境在人盟員中

建構出來的模型或關衰。而(一般性的思考、辨識和組織

璟壞的方式)就是療事重認知(註哇)。認知圍繞念最早由

E.C. Tolman ( 1948)提出，然後. K. Lynch ( 1960)
利為這假概念來描述人如何認知他所處的放市，其後有許

多學者將這個概念應用到各種深境中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利用苦Ij認知圈，如下面這張漫

畫畫所示。這張漫畫同時也說明了另一億適切的課題和

別人分享認知闊的服殼。路中的事喜樂嘗試把他腦中一張清

晰的認真口國移植到另一個人的腦中，郤造成那億人的挫折

感，這意味著對熟悉某個聚餐的人來說是嚮攘的卻不覓得

能把這個簡單性移撤回i另一個人的腦中;當然認知屬可以

溝通，但溝通的過程相當緩慢且煩人，綴常會造成傳授的

人和設傳授的人的彼此反感(註5 )。

認知盟的構丘克需要經驗，可是這飽經驗和我們對某個

特定璟撓的單一經驗截然不同'1lSIl!t我們可以說認知頭一

定是(經驗的某種形式之累積或總合).換言之，它是(人

對某個熟悉環境的組織化知識註6 )。這種組織知識

對我們在不熟悉的的璟境中辨識方向，以及指點別人迷律

是很有幫助的。一值人所擁有的璟樣?情報必然會影響這個

人如何感覺潔境:什麼東西會被法蠢，什麼會被忽略。

自以上分析可知，認知圍在草鞋獲認知上的確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截然一個人對璟壤的反應及感覺和他如何了解

這個臻境有鏘，也和他所擁翁的模型有蹄，認知隘的概念

可以當作是人類諜報經驗和外在贊賞ilt界之間的重要速發

點。就黨用性的觀點而言書，這個概念讓人很容易接受，也

兵眷很高的發展潛力。

儘管認知固有這按好處，它還是有許多傻得繼續深入

研究的課題:我們所討論的心理模型或聽表是一個界定相

當鬆袍的類似鐘，它鈞界限在那裳?在什麼情況下人腦中

有一張庫里?它們和一般地星星一樣是彩色的嗎9是否北方朝

上?是否一定得打開後才能閱讀?我們如何讀取一張正確

的國並正確無誤地指出我們所在的位置?

除非我們有信心且正確地即答道按照題，否則不能忍

為我們已充分具備了認知闊的知裁，也不能認為我們已有

一個有用的概念。

四、認知圓的特性

為了要界定好的吉亞、知盟議員目，我們必主買了解認知酷的

功能，必讀了解人在草鞋境中行為的要求。

我們會問: (認知獵幫我們做了什麼?)這個答案應該

功能(註7)。沒有訣。但目圈，

方位;

解決了找尋新的或舊的重主位之間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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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防軍悟性:

我們經常發現身處在部分熟悉的嗓壤之中，儘管缺乏

人們去發展利用這個能力一一人們喜歡償還發活動發生的

璟攪和情況(詮 14 )。

就此而言，仿l悉〉在璟境認知上去哥演了相當選婪的角

色。眾所周知，人類備好他知道鈞、熟悉的，同樣的道 ι

道，人類害怕渾然無知以及對陌生人提高警覺也是可以建

解的;熟悉一方lJii增加人類的也信心和能力，另一方面也

提供一餾讓我們使用饒有認知屋里的機會。筆者認為 (7解

周遭璟境〉是最重重要的人類需求之一。

這種〈了解( make sense) )的動機，使人們花費相

當多的精力找尋那一個fff有認知國可適用於某一特定情

況，也使得人們在沒有適切認知屬否?爵的情況下感到不告于

1症 。

但是，或許有人會說太熟悉容易產生輕蔑，人類喜歡

變化問對同樣的東西感到厭倦，這樣看來，人類似乎存在

著矛盾，但事實上，熟悉並非和偏好毫無棺干，而是這個

關係鼓手拉直接的。表1的(熟悉與偏好矩陣〉使我們清楚分

辨熟悉或不熟悉的事實境下人們的偏好程度(設15 )

然而僅僅了解草草境似乎不夠，人們喜歡可以讓他們擴

展競野，或至少有機會擴展視野的璟境。如果人們打算充

分利用其時悶和能力，他們會覺得必須婆身處在一個可以

護他們充分發揮能力的苦奮境。雖然人們不喜歡負荷過度，

但當臻境的挑戰不會造成負荷過度時，人們的表琨通常會

最好，也會最高興。簡言之，天是上人喜好並會追求〈投

入) ( Involvement)

至整 1 熟悉與偏好組降

低鏽肘

懂

?那但奇怪的東



的療境了。對許多人而言. (投入〉是一個比〈了解〉更容易

看得冕的人類動激:人會被無聊逼得發瘋是眾所周知的現

象，這可以自觀察一個無所事事的背少年是多接鴻墓找尋

經驗的累積而得到證明。位(了解)對人類而言也是相當E重

要的(不模僅是知識上的) .在熟悉的情況中，要人們故

棄不易獲得的自信和能力是沒有道理的，人們總心地方性

以及世界性的次序，郎便不了解不連續的事件也可能使人

感到不舒綴。

六、人類需求與環境偽好

到自富有為止我們把投入與了解當作是人類兩大需求，

它們對人的有效運作和心理健康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和英

他需求一樣，它們通常不是一次就能完全解決的。

正如人對食物或感情的需求一樣，投入和了解是人一

生第持續滿足的。一個人的選擇會隨著需求可以被竊足的

各獲情況而改變，我們喜歡有足夠吃的、能接受更多的感

情等情況，也就是說，我們偏好能滿足未來需求的環境。

然而，嬌好和未來的需求不同，也和目蘭不迫切的需求不

筒，無法滿足需求是痛苦且會崩潰的，無法滿足需求正如

饑餓、不被愛、或是在重要的事情上不起一般;闊無法得

到備好雖然可能令人遺憾，但通常不會單獨減弱一個人的

運作功能。可是，如果選擇被組隔了，如果草鞋境無法經常

滿足，那麼滿足需求的可能性會持續地減弱。

就像普通且影響深遠的需求一樣，了解和投入是璟境

備好的重要組成元素，它們深深影響了人對情報裂式的嬌

好，這些偏好不僅表現在抽象的情況上(例如對草書寫和口

說的訊息之反應) .也表現在實質璟境上。換句話說，人

們喜歡自然地景和小說，這內設計和組織結構，只要他們

保護可以提供了解和投入。

於是偏好可以視為評估人面對各種可能情況時的表

現。雖然緒好是選擇的指標，但不管是否作了選擇都會有

偏好約評估，函此，一個人到了風景地底會叢生感覺，不

管他是否做了選擇。同樣約道理，一個人看菜環或激覽櫥

窗而決定頁或不買不覓得一定跟它的備好有~接關係。偏

好是直接的、綴常是自動的反應，它是認知過程的延{串，

就像預測一餒，備好使一個人，可以隨詩行動 • ~n便在那個

特定持間沒有可利用的行動指南。

本女所探討的備好分析和人面對各種情況可能有闕，

針對此，以下將分析三種不同程度的期<£(註 17) :第

一種是立郎、簡單而直接的評估。正如我們閑自己: (這

是我可以理解的情況嗎?有足夠的次序、規則讓我不會很

間難地了解嗎?)這種評估和(了解)有串串。若以(投

入)的觀點來蓉. lllJ if:生 (立郎的未來〉之評估 ， 其勝鍵在

於是否定夠去發掘踏勘?是否足夠讓雜去維持一個人鈞興

趣?

第二種是比較遠程的未來評估，這個遠程約未來並非

竄援、立即自言，它不處章里直接認知，而是騎心如果一假人

願蔥花時倚在那個情況待可能發生什麼事情，一個人可以

七、偏好短綽

綜上所述. Kaplan 夫婦提出了 (偏好矩陣〉之分析梁

攤(註 18 )。偏好矩縛主要在探討人類二三種情報需求，

~nT解和投入 ， 同時也探討這些情報的空間向度之複雜程

度，合併這二二者可以得到表2之儒好矩障。

義 2 備好總歸

投

現在/立~n I 一 致 使 | 接 會

未來/長期!可辨性|神秘

在研究不同潔瓊下鈞人類偏好哥哥，可能我們最重視的

是空間所扮演的角色。不論是都市安娟、地素或任何黨質

草草境，它們不應縷縷讓我們去認知訪記，也必定真讓我們能

(進至II)複面去;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要進到某個空鬧去探

險、路勤，則一個好的空題應該考慮到讓我們能自然買暢

地運作。因此，矩縛中的縱翰便在於探討空間的問題:現

在/立刻的分析著重在二度安街士，市長期或未來的嬌好

則著重在三凌空閑的分析上。

另一方面，空閑向度的夜雜程度會影響人如何教得所

婪的頭境情報; EjJ!:仁，矩隙中的(一致使〉和(~皇宮性〉意味

著經由較少的提示或分析便可7解、投入二度空闊的環

境，而(可辨佐〉和你申祕性〉則通常需要更多的策略及時綺

才能T解、投入三度空間的璟境。以下分要說明這個個評

估璟境備好程度的重要扇子(詮 19 ) :
一致使:

所謂一致枝走絡組織、建構的容易程度;能將一個人

所君主謂的草草境組織成格當少的、可辨識的軍仗或數盞是達

成一致性的重重要課題。 p里此，一{路元素在璟境中的〈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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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一致佳重重要之要件; (莖複俊〉員IJ是另一倡言重要之課

題。一致性愈高的環境愈受人們喜歡。

盤富性:

盤露姓指晏澆在娘說約贊賞頭境中視覺的〈多樣性〉或

〈夜雜性) ，然後在豐富性中鐘愛維持一致性是塑造好草鞋境

的重要關鍵。草鞋境愈盟會人們愈喜歡。

哥辨性:

-個可辨性裔的潔境讓人很容易了解他所在的草草纜，

而不至於使他克里更進一步發撥給勘的侍候迷失。因此，

(有足夠約空崗讓人們知道往那裡去) ，以及(有足夠的元

素作為地標〉是二個達成可辨怪的要件。可辨性念高的草草

壤，偏好程度愈窩。

神秘性:

神秘1生暗示人在移動或踏勸的過程中可以學到更多;

神秘往也暗示情報資訊並非讓接呈現在銀首詩，而是建議俊

或暗示俊的。和(驚奇〉不同的是，神秘性通常具有強烈之

連續性，而額外釣情報資訊剝隨著一個人更進一步發獵、

路勘璟尊重而增加。愈有神秘性，偏好程度愈寓。

八、環境設計與偏好短陣

了解認知頤和備好矩海之後，我們便可以利用它們來

檢視臻境設計是否滿足人類需求，亦郎，是否是一個好的

草草境設計。首先，專家應該了解使用者的認知毆基嘴上規

晝i設計使用者居住的草草書室 ; 而使用者則可以利用嬌好矩轉

來檢視、評估草草尊重設計是否滿足他們的需求，是否建立在

他們的認知姦礎上。以下提出二倒主重要的思考方向，作為

設計E環境時參考的指標:

一、設計璟境綜f撞得恩有擎的照題

一致性:臻境設計是否組織成可辨識的元件(內部空

間、學棟建築、建築集合發而這些先件是否j需要藍、有

意義。是否使你覺得舒適?

盤富性:王璽境設計是全新的?瑣碎約?還是具有挑戰

性但不具危險性。你能發掘、吾吾齡都市華寶護而不致迷失

嗎?

可辨性:臻境設計~:e容易發人了解?是否和你先富存

在鄰近實質草鞋境的經驗有單單聯。事實境設計是否有治療存

在?

辨認、性﹒璟境設計是否保證未來有新鈞意象出現。是

否讓你想、發掘、路勘未來?

二、設計環境綺值得注意釣技巧

1.不要在意念上便使用者負荷過度

使用者需要簡單J3.易纜的草鞋境設計模裂，間將他們的

設、知圈一次只能處理 5士2績單草境設計概念、原則(詮

20 )。應該設法找出使期者的認知國丟在礎，並予以強化，

也應允許便為者按照他們自己約速度去吸收單單境情報。

2 讓使用者想參與並感興趣

認知燭三主吾吾根據先前的經驗而運作，璟境設計約應將

軍奮境設計以生動的方式義現出來。應(燼丟盡避免使用者使ffl

(強迫性的注意力) (directive attention) ，以避免產生

(精神疲乏)而發便為老失去興趣。

3 提供一個發搶 、 踏勘草鞋境設計約架構

認知路是由概念及互動關係所級成的，應該幫劫使用

者利用就有的概念讓他和都市環境產生互動關係'1\E:建立

一個可以發掘、路勘草鞋境設計約架構。

是‘不華書〈認知上)士也強暴使用者

一旦人們建立7自己約認知圈，通常都不顧意別人隨

意地更改它，這意味著其威脅性的攻擊，會使人們拒絕任

何可能的璟尊重設計改變;也就是說，裹在人們約蓋亞知系統

上從事章是境設計而不要和認知系統作對。要記住的是，目前

謂具威發性的攻擊可能僅僅是(你錯了，那不是好的草草境

設計卜或者是一大堆積雜的都市嗓境使得使ffl者不知如

何處理，以至於迷失在都市草環境中。

環境心護學約發展雖然只有二、三十年的歷史，但它

的還要性愈來愈受重說;簡言之，頭境心理學在探討人和

實質輩輩境之朔的主動關係，希望籍也還門科學的研究增加

人們對實質璟境的了解，從而設計、鄧造更符合人類需求

的贊賞草鞋境。

本文早|介了Kaplan夫婦的(熟悉度〉、(認知鷗〉及

(偏好矩陣〉織念，首先從價1悉II)和(認知閥)的角度來探

討認知在璟境學習、體驗上的重要性，並分析人類需求和

璟境備好之間的哥哥係'殼後再關述(儒好矩陣)的組成元素

之後提出二二餾值得頭境設計專業著思考、注意的稍遜及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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