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歸納 

從前章可知，本研究之重點在探討步行者個體空間認知，對其各項空間選

擇意願產生之影響，因此，本章探討相關文獻與理論，並歸納步行者空間選擇之

因素；在探討內容上，分為空間認知理論、個體空間選擇影響因素、找路行為影

響因素三部分進行說明後，並將本章內容歸納小結。 
 

2-1 空間認知理論 

由於本研究在探討焦點上，偏向討論個體空間選擇意願形成之過程中，空

間認知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現有空間認知理論中，與本研究相關之理論，則是

以從行為主義
註 1為出發點發展的理論為主。在探討之內容上，亦以空間認知結果

之展現(spatial representation)與空間選擇之關係為重點。以下即針對此部分之理

論內容進行說明。 
 
 

2-1-1  空間認知之定義與影響因素 
欲進行空間認知理論之探討前，吾人應先了解空間認知(spatial cognition)之

定義。而欲了解空間認知知定義前，則應先行了解在心理學中，“認知＂

(cognition)所代表之涵義。 
鄭昭明(1993:16)將個體視為一個學習認知的系統，其構成方式如圖 2-1 所

示： 
從圖 2-1 可知，人類的認知系統是由以下四個次系統所組成(鄭昭明，

1993:16)： 
一、有限容量的訊息傳遞與處理系統。 
二、認知策略的系統。 
三、知識的系統。 
四、監控認知的系統。 
 

從以上對人類認知系統之闡釋，吾人可了解個體認知系統為存在於個體腦

中，並與個體資料取得、以及學習具有高度關聯的內在動態系統；而認知系統與

個體能力有關，依據個體持續之學習、將學習成果與經驗儲存於腦中之過程。 
 

                                                 
註 1鄭昭明認為(1997:9)，行為主義的心理學是沒有「心」的心理學；有機體可以經由其行為的觀

察，而予以完全的了解。行為主義對「感覺與知覺」的看法是，兩者都必須透過「刺激─反應」

的連結去理解。行為主義者反對使用本能(instinct)概念對行為發生的解釋，相反的，行為主義者

注意情境刺激對行為決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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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學
(資料來源

了解認知系統後，接著對空間認

義，Hart與 Moore(1976:259)將空間認
認知展現與知識。Kaplan與 Kaplan(1
以儲存、了解及重新組合的過程。它不

的事件、個人或群體性的情感屬性及象

題，告訴人們應在何處實現其需求以及

了解，空間認知應為人們受環境及空間

儲存、組構，並將此結果展現於腦中

 

監控認知系統

覺知指揮 

       
 
      ○ 
  － 

                          ＋ 新知識或策略？ 

認知策略系統 
學習與記憶 
思考與解題 
 
動

作

系

件記憶（長期） 

件記憶（短期） 

注意與辨識 

感覺的訊息登錄 

           刺激訊息 
習─認知系統圖 
：鄭昭明,1993:16) 

 
知下定義；過去研究中有關空間認知之定

知定義為空間關係、實體與結構之內在或

981)認為，空間認知是人們對於環境刺激加

僅涉及空間中的實質元素，並且涉及其中

徵意義；空間認知能幫助人們解決空間問

如何到達該處。從上述空間認知之定義可

刺激後，對空間各方面之了解進行學習性

的過程。Amorim(1999:152)認為，人類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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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igation)牽涉幾個資訊過程之階段：分別是獲得(acquisition)、譯碼(coding)、
感覺資料之統合(integration of sensory information)，而此處理環境資訊之過程即

為對空間之認知。 
在影響空間認知的因素方面，蕭秀玲等譯(1991)引述，Moore將影響空間認

知的因素分成兩類，其中一類是屬於個人的因素，諸如年齡、性別、環境熟悉度

等；另一類則是屬於實質環境的因素，諸如市鎮街道規劃等。蕭秀玲等譯(1991)
書中則認為個人的生命階段、對地方的經驗、性別、以及認知錯誤四者最受研究

者之注意；其中，人的生命階段即是指不同年齡層的人們，對於空間認知的能力

有所不同。 

 
 

2-1-2  空間認知理論發展 
在空間認知理論之發展演進方面，Hart 與 Moore(1976)歸納空間認知理論

後，將發展之基本理論分成 Cassier 的符號造型與空間理論(Cassier’s theory of 
symbolic forms and space) 、 Werner 的 空 間 有 機 發 展 理 論 (Werner’s 
organismic-developmental theory of space)兩種；而在空間觀念(space notion)的詳細
理論方面，則有 Piaget的兒童空間概念發展平衡理論(Piaget’s equilibration the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space)。以下針對此三理論說明(Hart 
and Moore,1976:262-264)： 

 
一、Cassier 的符號造型與空間理論 

Cassier 是第一個處理空間發展的理論家，其認為空間與時間是經驗的基本

模式，在他的符號造型與空間理論中，將空間經驗分成有機或活動空間(organic or 
active space)、知覺空間(perceptual space)與符號或摘要空間(symbolic or abstract 
space)三種基本類型；其中，最低階的稱為有機或活動空間，第二階層稱為知覺

空間，此階層僅出現在較高等的動物才有；最高等級為符號或摘要空間，這是獨

有人類所發展出之了解與展現摘要空間的能力。 
 

二、Werner的空間有機發展理論 
Werner 認為所有發展形式的基本，是整體下的各部分與其差異性

(differentation)，當人們在考慮的過程中，會有來自整體情況的了解，新增的特殊

化部份，以及階層性地結合新增加特殊化的進展。若一個系統比另一個系統有較

多的差異性與階層性，則此系統會比另一個系統在發展上(developmental)要進
步；Werner 認定發展的三個層次：為具體熟悉環境後，從自動感覺的
(sensorimotor)、知覺的(perceptual)及深思默想的(acquaintance)方式去摘錄遞增的

知識；而發展的三個過程，則分別是累進自我目標差異性(progressive self-object 
differentation)、累進建構主義 (progressive constructivism)、累進綜覽主義

(progressive perspe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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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iaget的兒童空間概念發展平衡理論 

Piaget從對兒童空間認知實證研究中發現，構成(form)空間認知內容的詳細
空間關係有三類：拓樸學的(topological)關係、投射的(projective)關係、歐幾里德

(euclidian)或矩陣關係。 
在空間概念發展的理論上，Piaget與其同僚獻身於空間問題上，從事了許多

相關研究，從其相關研究中，可得到以下四個結論(Hart and Moore,1976:266-267)： 
 

(一) 首先，Piaget發現，空間展現出現活動自同等與內在化，成人依靠對物體擴
展地操縱，或在實際環境中之移動來了解並展現空間，而不是依靠對環境立即知

覺地拷貝(immediately perceptive copy)。 
(二) 意象 (image)的開始，是出現在延遲模仿的內在化 (the internalization of 
deferred imitations)剛開始時。 
(三) Piaget 發現，人類形成空間組織的結構有四個層級，分別是感覺動作期

(sesorimotor period，從出生到二歲)、直覺期(period of preoperational thought)、具
體運思期 (concrete operational period，七歲到十二歲 )、形式運思期 (formal 
operational period，十二歲以上)層級。 
(四)此外，在被建構的詳細空間關係內容部分，Hart 與 Moore(1976)整理了空間

關係的三種形式：拓樸性質(topological properties)、投射性質(projective properties)
與歐幾里得或矩陣性質(Euclidian or metric properties)的空間關係；在個體發展之
過程中，了解拓樸學的關係在投射的與歐幾里德關係之前，而後兩者是平行的。 
 
 
2-1-3  大尺度環境的空間認知發展─認知圖(cognitive map) 

Hart 與 Moore(1976)歸納空間認知研究之發展中，探討人們對大尺度環境

空間認知之發展，以認知圖之發展為主流。由於探討此議題之研究者，以相當多

的名稱來稱謂認知圖(Hart and Moore,1976:271，Kitchen, 1994:2)；Hart與Moore
以“地形的展現＂(top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名稱來稱謂認知圖，並認為地形的

展現是個體對大尺度環境之認知展現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 Hart and 
Moore,1976:271)。Golledge(1999)認為，認知圖是被用來作為探討人在空間資訊

上之內在展現。因此，認知圖應為個體對空間認知後的具體展現。以下即針對認

知圖進行說明： 
認知圖此一名詞，最先被 Tolman(1948)所引用，Tolman 認為認知圖是藉由

程度、類比之方式，描述環境中人類行為之程度；其假設在人類神經系統的黑盒

子(black box)中，建構著像地圖般之展現，以作為人們每天活動(movement)之參

考。認知圖理論被廣泛應用在許多人文科學領域中，由於此理論被應用之學科與

用途相當廣泛，導致其應用之方式與呈現之結果，視應用學門與用途之不同，而

有著極大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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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即針對認知圖定義、重要性與功用、組成與展現形式分別進行說明： 
 

一、認知圖定義與特性 

Stea and Blaut(1973:227)描述認知圖為一個結構，能讓人在不易立刻察覺之

環境中作預測之工作，其可建立環境經驗之矩陣，並將新的經驗納入，與舊經驗

合為一體，環境經驗架構更加完整。Downs and Stea(1973:7)認為，認知圖是個體
獲得、儲藏、回憶、且譯解有關每天空間環境現象之屬性，以及相關區位一系列

資料組合之過程。Kaplan與 Kaplan(1981)則認為，認知圖是一種能將人們對所處
世界之假設、確信、事實及誤概念化具體化的假說(Hypothesize)知識，這些假設

及確信，提供了闡釋新資訊且給定義新狀況之合適回應之架構。Golledge(1999:6)
認為，認知圖是從領悟環境特徵或目標在空間關係中的內在展現方式。 

畢恆達(2001)定義認知圖形成，是由一系列的心理轉化所組成的過程，個人

藉此獲取、密碼化、儲藏，回憶及譯解，與日常生活空間環境中各現象的相關位

置與屬性有關的資訊，而意象及認知圖則為此等資訊所轉換的，具體化可供個人

辨識、理解及參考用的精神圖像。 
參考以上諸多學者對認知圖定義後，吾人以 Kitchin對認知圖之定義作一綜

合歸納，Kitchen認為認知圖為一暫時之印象、想法、感覺與主張，對有些理由，

有知覺或沒有知覺的心理請求、改變，且為了一些立即目的，經常扭曲處理其內

容，在這樣途徑下，認知圖藉由過去經驗，以了解現在與未來之狀況，允許我們

連結時間，其不只是一系列代表相關狀況(position)之空間心像結構，其內容屬於
價值與意義(Kitchin,1994:2)。 

 
從上述對認知圖的定義進行了解後，吾人可知認知圖應為個體對空間或事

務等認知後，認知結果之具體展現，至於認知圖之特性，則有以下三項： 
(一)為動態性知識結構。 
(二)為過去經驗獲得資訊之組合結構，能隨經驗增加而拓展。 
(三)是人類面對所處複雜環境中，作為下決策與預測之依據。 
 
二、認知圖之重要性與功用 

有關認知圖功用之探討方面，Kaplan 與 Kaplan(1981)認為即使個體缺乏許
多資訊，認知圖仍能提供我們做決定滿意的基礎；更甚者，既然連結認知圖可將

以前沒有經驗的代表物串聯起來，認知圖可提供個體從事新的活動之用；最後，

這個結構提供了預測之基礎。Kitchen(1994:6)於文中引述 Cadwallader 的看法，
認為認知圖至少影響決定要停留或走、決策去哪裡、決定要走哪條路三種決策

外，又另外增加了一種決策：決定如何去。且 Gärling et al.(1986)認為個體在都
市旅程中，會以腦中的認知圖(cognitive map)為主要參考，並配合實際環境中之

空間資訊進行驗證，對原擬訂之旅行計畫進行修正；Säisä與 Gärling (1987)認為，
人們在都市中的空間選擇，其實就是對空間認知之展現，如果決策者腦中有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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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般的空間知識，就可運用此空間知識在單點或是一連串的空間選擇中，將旅行

距離最小化；Gärling(1989)比較給予受測者不同形式之空間資訊，對個體空間選

擇形成的差異，發現認知圖在個體空間選擇時，將影響個體空間選擇之形式；

Kitchen(1994:6)認為，認知圖不僅解釋且引導我們對空間的了解，並且認知圖實

際上是影響行為及測試(examing)整個空間產物(space product)的心理構築(mental 
construct)，認知圖假設提供人們作空間決策時所需的資訊，並執行隨之而來的行

為，藉由認知圖，我們可了解空間決策及隨後的行為；此外，Kitchen 歸納眾多
認知圖研究，認為認知圖的理論價值在於可影響與解釋行為、可解決三項空間問

題：空間選擇與空間決策、找路與空間指向、獲得空間資訊與學習，可幫助記憶

與隱喻設計、地區、全區見解與綜覽、建立並複製想像世界(Kitchen,1994)；
Golledge(1999)認為個體心裏結合(mental integration)過程之結果即為認知圖，而
認知圖在人類進行空間選擇與行為時被當作參考依據。Allen(1999:72-73)歸納
Perrig與 Kintch、Taylor與 Tversky等人之研究後發現，讀者能夠從兩種不同的

描述中，得到無方向的環境展現；其中一種描述旅行者在連續區位的視野(例如：
路徑之描述)，另一種則提供了階層性組織的回顧(例如：測量之描述)。衡量空間

知識之主要手段，已經被推論驗證與速寫地圖的正確性。而有趣的是，雖然似乎

整個是混亂記憶的認知圖，卻被當成是每天經驗的似真的(plausible)計算，在建
立與知覺連結(link to perception)上是不可或缺的。 

 
Kitchen(1994:5-13)認為認知圖的理論價值有以下幾點： 

(一)一般：影響與解釋行為。 
(二)空間問題之解決：空間選擇與空間決策。 
(三)空間問題之解決：找路與空間指向。 
(四)空間問題之解決：獲得空間資訊與學習。 
(五)幫助記憶與隱喻設計 
(六)地區/世界見解與綜覽。 
(七)建立並複製想像世界。 
 

Portugali(1996:23)認為，認知圖是外在環境之內在展現，它內在展現了外在

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之人造物，如建物、道路、公園、城鎮、城市鄰里建立經由

長期且複雜的文化、社會與空間歷史過程；而近來的環境則是人類操縱環境能力

之結果，且外在地展現人對世界之內在模型─即他們對世界之想法、價值、預測、

計畫與希望。 

Golledge(1999:15)認為，認知圖之功用在於可隱含思考且激發環境資訊之譯
碼，所以認知圖可被用來定義個人，在每個時段或在那裡，在周遭環境中詳細譯

碼之事物，如何從一地到另一地，或是如何將空間知識與他人溝通。 
代表物之間的關連是我們所經驗的順序的結果，這個假設和代表物形成的

基礎之學習原則是相同的，這個原則便是「連續性」。代表物之間的關連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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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經驗之順序的結果。 
 

三、認知圖之內容 

一般說來，認知圖為個體對資訊認知轉換與記憶之結果，Portugali(1996:60)
引述 Donald 認為認知圖的三個主要認知轉換：模仿之轉換 (the mimetic 
transition)、字彙之轉換(the lexical transition)、外在化的記憶(the externalization of 
memory )；而認知圖即為認知轉換的展現。 

Hart 與Moore(1976:272)歸納個體在地理環境中對空間指向之確認，具有自

我中心導向(egocentric orientation)傾向，並認為認知圖之基本元素，是個體在環
境中之空間指向參考系統，其引用 Shemyakin之看法，將此基本元素分為路徑地

圖(route map)與概略地圖(survey map)兩種不同的基本展現。 
Golledge(1999)認為認知圖之用語有建議地圖或圖畫之傾向，但是許多研究

卻指出其雖然像地圖，但是印象且不是地圖，其有以下之性質： 
1.其展現常是片段的。 
2.展現常是扭曲的。 
3.展現是許多分開的，但卻是許多環境之小片段的交織展現。 
4.展現不需完全靠視覺。 

Kaplan與 Kaplan(1981:51)認為，認知圖事實上是由連結而非連續的代表物

所組成。這個觀點強調了代表物的重要性(如地標、標的物)，也因此強調了這些

代表物在環境中所代表的地標；此外，認知圖較一般地圖而言，具有階層性。 
此外，Golledge(1999:15)認為，認知圖包含了以下幾種空間內容：點(point)、

線(line)、面積(area)、表面(surfaces)。其中空間中地標對個體而言，是作為組構
之概念，其可作為辨別與方位之參考依據，線型空間則是被當作邊界或連結之路

徑，面狀空間則當作 2D空間之分類方法或認知概念，表面則是為實質的地形學

或密度之參考。至於這些空間幾何元素在個體空間認知中的詳細作用，則如表

2-1所述： 
 
四、空間中各元素在認知圖中所扮演之角色 

Siegel與White(1975: 9-55)認為，人類在地理空間(geographic space) 上之空
間知識具有層級性，其假設空間知識可分為地標知識、路徑知識與概觀(survey)
或組構之知識三級。此外，由表 2-1亦可知，空間中的各項元素，在個體的認知
圖中皆有其所扮演的角色，以下即針對各項空間元素在認知圖中的角色加以說

明： 

(一)地標 
Siegel 與White(1975:23)認為，個體使用地標作為在中間點時維持行進之參

考，他們將地標作為在都市中航行(navigation)時在指向上之參考。Kaplan 與
Kaplan(1981:64)則對地標在認知圖中之角色，做了以下之假設： 
1.地標會傾向於成為人們作選擇的地點。如果在改變方向或要做決定時沒有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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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那麼鄰近的地標會成為重要的決策點。 
2.人們回想時通常會常把地標記成比事實上更重要(大小或明顯)情景。 
3.人們通常會把地標想像成緊緊的跟著上一個地標之後，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4.地標會提供關於距離的資訊。 

Golledge(1999:17)認為地標具有以下之功用： 
1.地標常成為個體將其他空間資訊建構至計畫(layout)中的固定點(anchor point)。 
2.地標在找路時成為組織的特徵：舉例來說，若某人住家的位置並不明顯，則他

(她)可能以鄰近的地標作為住家空間指向的參考。 
 
表 2-1  空間知識之幾何元素 

空間結構的知識 

點(points) 線(lines) 面(areas) 表面(surface) 

A.地標作為組構之概念

地標辨別(landmark 

identity) 

地標區位(landmark 

location) 

地標主導(landmark 

dominance) 

B.地標作為航行

(navigation)的幫助 

地標作為選擇點 

地標作為起訖點 

路徑方向節點的地標 

地標作為區域性不同的

特徵 

地標當作回家指標 

地標當作路上之選擇點

地標作為影響期望之首

要特徵(landmark as 

priming features 

influencing expectations)

A.線當作邊界

(boundaries edges) 

B.線當作路徑 

群眾流動距離與連結

超越地面之連結

(over –the –ground 

connectors) 

長度(全部或片段) 

線或弧 

固定點(anchor)之指向

痕跡限制 

網絡 

經驗學習之工具 

精簡(parsimoniously)

經驗面積之方法 

 
 

A.面當作 2D空間之分類

方法 

區域 

鄰里 

社區 

都市場所 

政治區(political districts)

認知圖中的片段

(fragments) 

形式(shape)或模式

(pattern) 

B.面當作認知概念 

地標或點的配置內容 

制式的地區(uniform 

regions) 

結點區域(nodal region) 

A.實質的地形學 

坡度或傾斜度 

連續或破壞(侵蝕) 

B.密度(人口) 

偏好表面(preference 

surfaces)的峰態或凹陷 

樣板模式或形式 

克服(negotiate)之難與易

(資料來源：Golledge,1999:16) 

 
 (二)路徑之角色 

Golledge(1999:6)認為，認知圖是從領悟環境特徵，或目標在空間關係中的

內在展現方式，在心理連結不同的路徑及組織特徵到網絡中，路徑學習及路徑跟

隨策略幫助人建立起認知圖以結合(integration)過程。因此，其歸納路徑在認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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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以下幾種角色(Golledge,1999:19)： 
1.連接場所。 
2.持續前述統合成網路。 
3.形成之輪廓具體化成路徑之階層。 
4.熟知且常用之旅行路徑片段提供線性之定點成為認知圖之片段。 
(三)網絡輪廓(network configuration)： 
Siegel與White(1975: 9-55)認為，組構之知識至少有三種形式： 
1.地形上察覺之外廓。 
2.圖像之骨架(graphic skeleton)。 
3.比喻之暗喻。 
 

Golledge(1999:6)認為，在空間組構中，路徑單向度地連接片段(或點)，再結
合其他的路徑成為街道網絡。路徑學習及路徑跟隨策略幫助人建立起認知圖。

Siegel 與 White(1975)認為，輪廓(Configuration)是由形態心理知識所組構成之空

間展現，其可給所有者在找路及組構經驗之進階資訊。 
 
 
2-1-4  內在展現網絡(Internal Representation Network, IRN) 

以認知圖理論為基礎，Portugali(1996)發展出“內在展現網絡＂(internal 
representation network，以下簡稱為 IRN)，以說明個體對空間認知之過程。Portugali
認為人類對空間之認知，是將外在環境建構於內在過程的產物，並藉由認知圖展

現之方式，外在化地展現人類對環境內在認知之模型。從 IRN 之觀點來看，人

們所閱讀到的事物，是內在與外在展現交互作用的結果，個體之區位活動，亦是

心中的內在展現 (internal representation)，與在環境中外在展現 (external 
representation)交互作用的結果。 

由於早期對認知圖之研究，是以行為主義(behaviorism)為基礎，使用的方式
則是將主要注意力，放在可被觀察的外在環境中。腦中則被視為黑箱，是不能被

直接觀察到的內在過程。然而，近期古典認知科學的主流，則將注意力轉移到黑

箱上來，尋找心理的內在過程。IRN則是其中的產物(Portugali ,1996:11)。 
Stern and Portugali(1999:105)認為，IRN架構乃基於個體詳細之空間知識，

此空間知識，則是來自於人們在都市中航行所建立之空間認知，此空間認知包含

了資訊與經驗，作為輸入之空間知識。 

在 IRN 理論之內涵中，環境學習被視為個體在外在環境中建構模式，且在心

中反映此模式，其結果就是 IRN認知圖，此認知圖部份在外在環境建構之元素，
成為外在展現，而部分在腦中，成為內在展現(Stern and Portugali,1999:103)。 

此外，在 IRN網絡中，有些元素在實際環境中，構成了「外在展現或過程」

之內容(content)，而網絡的內在部分，則與古典認知科學的認知有關，此認知是
個體腦中對外在環境之譯碼(encode)、儲存(store)，以及恢復(retrieve)的過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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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過程可視為是整個由外在元素與內在元素組合的過程，故 Portugali 稱之為
內在展現網絡(IRN)。 

Portugali(1996:24)認為，認知圖是複雜的網絡，是將外在環境內在化過程的
產物，亦是人們對世界在腦中所展現模型的外在化展現方式。 

IRN 認為，一般的認知系統，以及個體所聯想的認知圖，是將個體腦中之

印象擴展到外在環境中，其概念是認知系統是將內在元素展現於外在環境，而外

在元素展現在個體的心智(mind-brain)中；外在元素藉由模仿的、語言的以及人
工的能力，參考人們展現構思、情感、想法以及一些外在之能力，。 

 

一、內在展現網路之實驗例子─Bartlett說明書 
說明 IRN過程的實例，可用 Bartlett 說明書(Bartlett Scenario)來說明；Bartlett

說明書開始是對測試者展示一個形或主題，之後要求測試者記住它，並且要求一

次次地重新回憶，並將此回憶作外在化地展現(external representation)(Stern and 
Portugali,1999:104，Portugali, 1996:24)。 

開始時，雖然測試者的展現會有強烈變動，但是在最後的階段，這些外在

展現的結果卻形成不太會改變的穩定狀態，Portugali 認為 Bartlett 說明書的重

點，在於讓人了解形成認知之自我組織過程，通常是內在地且發生地很快，近乎

是同時地而無法觀察；Portugali認為，Bartlett 說明書之所以是說明 IRN的例子，

乃是基於以下幾點(Stern and Portugali,1999:104，Portugali,1996:24)： 
 

1. IRN為結合內在表現與外在表現的認知網絡。 
2. 為發展連續介於網絡中內在與外在展現的認知過程。 
3. 此連續之內外在交互作用發展成一種自我組織的過程，而此自我組織的過程

可被觀察。 
 
二、合作(Synergetics) 

Portugali(1996:14)曾敘述，合作(Synergetics)是 Haken 在其自我組織理論的

名詞，其是開放的、複雜和自我組織系統的理論，此理論提出根據穩定之陳述，

系統是被一個或幾個順序參數所支配。 

欲說明合作之意義，則可以用液體動態典範 (fluid dynamics paradigm) 
(Portugali, 1996:47)來說明，此例子則是在解釋，一容器內裝滿液體，在其底部

加熱，則在開始的階段，液體的移動並沒有辦法被觀察，但是當下層的溫度與上

層溫度不同時，從液體的滾動形式可讓人觀察到液體之移動；根據合作理論，在

開始之階段，滾動的輪廓在過程持續中形成，而許多順序參數進入了競爭的狀

態，之後會被其中一個順序參數贏得，而此順序參數就會約束次系統；這個過程

之重要性質為：開始時系統感覺上是多向度穩定的，其包含了許多可能的模式，

這些模式依靠開始的狀態成為真實。 

根據合作理論，模式構成之過程類似以上所述，人的認知系統當在包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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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項度穩定的，當個體看到部分實體的特徵時，一些特徵之輪廓和其順序參數

會藉由聯想記憶(associative memory)被形塑，這些順序參數進入競爭狀態，最後

由一些順序參數獲勝(Portugali, 1996:48)。 
在個體之空間認知中，記憶中最近能觀察到環境中由許多實體所組成之圖

畫，其每一個重點與實體中包含了其他的實體與整個輪廓，認知系統運用合作理

論，只在部分物體特徵之基礎上，聯想認知圖建構或形塑整個模式。因此，在合

作的語言中，個體可說環境部分的特徵集合顯示到認知系統，是起因於介於幾個

特徵輪廓之競爭與其順序參數，直到其中有獲勝者且束縛此系統，則認知圖即被

建構(Portugali,1996:48-49)。 
 

三、IRN在認知圖建構的應用 
在認知圖建構中，應用 IRN之理論，則要特別考慮環境學習、在不同型式

與蒐集之認知過程轉換等課題。 
過去關於用認知圖構成之過程作環境學習之相關研究，皆有以下之基本假

設：環境是在外的(out-there)，心腦學習環境之任務，藉由譯碼與已經有的內在
展現來學習環境。在 IRN之內涵中，環境學習被視為個體在外在環境中建構模
式，且在心中反映模式，其結果是 IRN認知圖，是部份在外在環境建構之元素，
成為外在展現，而部分在腦中，成為內在展現(Portugali, 1996:56)。 

從 IRN之觀點來看，人們看到什麼是內在與外在展現交互作用的結果，每

個個體之區位活動是介於建立在心中的內在展現，與建立在環境中外在展現之交

互作用，每個區位活動不僅外在地建構了其內在的認知圖，而且也是當蒐集實體

與記憶時，同時間參與建構了外在環境(Portugali, 1996:28)。圖 2-2表示以合作的
IRN模型構成的圖解過程。 
 

若以個體進入一新環境為例，個體會為了學習環境而作幾次遊覽，每次遊

覽的活動經驗，會被時間及個體的體力(energy)所限制，而個體亦會對環境中某
些特徵明顯的物體(如標的物等)作記號，此結果是第一次空間經驗之輸出
(output)，不是完全的認知圖，在環境中只有一些物體和模式會被標記，並成為

個體認知圖之元素，每次新的經驗，會為先前建構的認知增加更多細節，或會增

加認知之範圍，個體對環境之認知是藉著不停地重複來確認，而在這重複空間經

驗的過程中，個體的認知會不停地變動，直到經過確認後而穩定下來，一旦達到

穩定的狀態，個體新的空間經驗，對已形成的地區認知圖結構，就不會有太大的

影響與改變(Portugali, 1996:57)。 
IRN 之中心特徵為：外在環境之順序參數(order parameter)，在個體和集體

認知圖之聯想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Portugali認為，個體在建構個人認知圖的
許多構想、分類、圖解與模式，被自我內在主觀選取之順序參數的複雜性所組織

與約束(Portugali, 199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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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個體拓展鄰里之圖面展現 
(資料來源：Portugali,1996:57) 

 
此外，Portugali 認為，個體內在展現之內容，應包括空間意象與在空間中

活動所建立之規則，而外在展現之內容，則包括了個體外在化之記憶，其內容包

括了地圖、故事、主題、圖畫，及建物、城市、鄰里等人工環境(Portugali, 1996:33)。 
Portugali 認為，具有合作性質的 IRN 模型，對塑造連續的認知過程聯想一

般的課題，如記憶中間樣式轉換，與一般認知過程之自我組織來說，是合適的分

析工具(Portugali,199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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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個體空間選擇影響因素 

2-2-1  個體空間選擇之特性與影響因素 
欲探討影響個體空間選擇之因素，首先應先了解空間選擇之特性。現階段

有關決策之研究，普遍認為選擇是多屬性的(multiattribute)，此觀念應用到空間

選擇上亦然。Gärling(1999:82)提出空間選擇具有下列三點特性：多屬性

(multiattribute)、連續性(sequential)、陳述(stated)多於實際(actual)。Gärling, Karlsson, 
Romanus 與 Selart(1997)認為個體在都市空間中進行空間選擇時，先前的選擇與

隨後的選擇間具有相關性，較前的選擇結果會限制或改變隨後的選擇決策，決策

者在進行一連串的空間選擇前，會預先評估，以確認做了某項選擇後，對隨後其

他選擇可能產生的影響。 
在探討影響個體空間選擇之屬性方面，Timmermans與 Golledge(1990)提出

一些常被用來描述選擇的屬性，如實質距離或是可及性、居住區位、娛樂設施等。 
Kurose等(2001:405)提出，行人逛選行為乃是受到對商家之知識、街道的網

絡(the street network)、商家的分配、決定去哪個店及選擇之優先順序、以及哪個
路徑之選擇機制的影響。 
 
一、空間認知結果 

有關個體空間認知之研究發現(Säisä and Gärling, 1987， Gärling et al., 
1986)，人們應用誘導式之方式(heuristic rule)，在都市空間中所做的空間選擇，
其實就是其對空間認知後之展現，如果決策者腦中有像地圖般的空間知識，他們

就可以運用此空間知識將旅行距離最小化，或是在一連串的空間決策中，將旅行

距離最小化；從此發現，可確認個體空間選擇，乃是受到其空間認知結果之影響。

Kurose等人(2001)以空間認知為出發點，所發展之隱藏的誘導式選擇規則(implied 
heuristic choice rule)為基礎註 2，對市區街道使用者步行逛街行為進行分類，並建

構出使用者路徑選擇決策之程序，以預測其逛選行為。 
Gärling et al. (1986)認為個體在都市旅程中，會以腦中的認知圖為主要參

考，並配合實際環境中之空間資訊進行驗證，對原擬訂之旅行計畫進行修正。另

一種說法是路徑知識與認知圖，隱含著不同形式的學習；個體在大尺度的環境中

旅行是一連續性的過程，此時其在腦中會重組在環境中地標與其他地標在空間上

排序之關係，並成為這些地標在歐幾里得 (Euclidean)關係上的前導知識

(Golledge ,1999:7-8)。 
Golledge(1999:33)文中提及，從 Sholl 之研究中顯示，當人們對一地區的空

間網絡或形態知識已建構完成的情況下，能夠在已知的地點間作出適當的地點選

                                                 
註 2 Kurose等人(2001)之研究假設，建構在人們自行發現式使用規則，乃是依賴對環境認知之展

現，其假設個體若對所處環境有心象地圖(map-like mental representation)般之認知，則對於逛選

之路徑選擇決策，會傾向於讓總旅行距離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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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由此可知個體空間知識亦為個空間選擇之影響因素，而此空間知識則為個體

空間認知結果之展現。 
(一)找路判斷認知結果 

步行者進行空間選擇時，必定會對所處空間中地點與地點如何連結，就其

腦中認知圖之空間架構(spatial configuration)，進行方向辨認與距離判斷，以作為

活動地點空間選擇的參考依據，此辨認與判斷行為則稱為找路(wayfinding)。由
於人們找路之最終目的，是在發現從一地到另一地之路徑(Raubal and Egenhofer, 
1998:897)，因此，步行者找路判斷之結果，亦會成為空間選擇之重要參考。

Golledge (1999:6)提及找路與路徑跟隨(route following)對個體認知圖具有貢獻；
成功的找路判斷反映了旅行者在不確定下，在空間與其他限制下到達迄點之能

力；此其他限制乃泛指旅行者腦中有限的空間知識等限制；人類之認路知識建構

在對一地區之構造輪廓、勘測或形態知識已完成之狀況下，由此可知找路判斷是

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展現。 
Allen(1999)認為，個體在面臨不同之找路課題時，會因其找路課題之目的

性不同，採用不同之找路手段；而這些找路手段執行成效，將導致個體找路之容

易程度，進而對個體空間選擇形成影響。 
(二)環境資訊認知結果 

Gärling(1999)認為多屬性空間選擇之影響因素，可區分為空間屬性與非空間
屬性兩種，空間屬性之影響因素，包含有實質距離、空間輪廓(spatial configuration)
等，而非空間屬性之影響因素則包含有個體經驗中地區之吸引力、旅行時間、找

路的容易性、安全性、沿路之景色、決策上之排序等。此外，個體在進行空間選

擇時，空間屬性與非空間屬性影響因素，彼此間會因個體目的性活動之不同而有

不同之交換(trade off)。 
 

二、空間能力 

此外，個體對空間之能力會影響其對空間認知程度，進而影響個體空間之

選擇，Allen(1999)認為每個人因個人特性之不同，因而在空間能力之表現上亦大

不相同；Allen(1999)並引述 Lohman認為描述空間最常用的因子有視覺化、速度

更替、以及空間指向；此外，Allen(1999:74)引用 Lorenz與 Neisser之發現，提及
空間能力測驗之單一因素，且在環境心理知識上有三個不同構面，分別是：地標

知識、路徑知識、主要方向感。 
Allen et al. (1996)提出一般空間能力可分為：1.空間連續性的記憶，此記憶

為拓樸式的知識 (topological knowledge)、 2.綜合地隱藏 (perspective-taking 
latency)。一般的空間能力可用(1)外觀發展(surface development)(2)形體比較(cube 
comparsion)(3)地圖之配置(map planning)(4)隱藏的圖像(hidden figures)(5)形態的
完成 (gestalt completion)等五項變數衡量；此外，拓樸式的知識 (topological 
knowledge)可用(1)情境的再認知(2)情境之連續(3)地圖之配置(4)路徑中距離的錯

誤(5)路徑 reversal錯誤來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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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1999:53)整理過去各項實驗與研究之證據後提及，人們之空間能力具

有複雜性之階層組織，最低階的能力只需視覺知覺、注意力短暫的記憶，在中階

層的則是需要介於觀察者與刺激物間空間關係之調節或轉換能力；最高階則是視

覺化，需要轉換刺激物以涵蓋表面或其他。 
 
 

2-2-2  個體路徑選擇之特性 
過去相關於個體路徑選擇因素之探討方面，Golledge(1999:29)引述 Hirtle與 

Gärling 之看法，認為多重目標的旅程，是由一系列地區性的最適決策組成，不

可能以同一選擇標準一以概之，例如：進行去程與回程的路徑選擇時，步行者不

會採用完全相同的路徑選擇標準。  
Golledge(1999:27)引用其 1995 年的發現，認為當一連串旅程發生時，個體

常會選擇複雜的路徑標準組合，且因旅行目的之不同，個體在路徑選擇上亦有所

不同。其並認為人類找路行為具目的性導向，旅行之目的或旅行連續性，常成為

個體選擇路徑時之主要參考。 
Golledge(1999:29)提出步行者進行路徑選擇之指標(criteria)有下列幾種：先

去最遠行程、先去最短行程、轉向最少、避免繞道、障礙最少、負面外部化最小、

避免擁擠、實際感到擁擠後之反應、左彎之數目最少、交叉數目最少、彎曲路段

數目最少、在地點到地點之連結上維持直線移動、美景最多、努力最少、實際或

感覺花費最少、最快的路徑、意外風險最小。其研究並顯示當面對環境之空間網

絡複雜性增加時，人們在回程上因為重新找尋路徑，因而通常性地簡單化路徑選

擇之決策。 
Golledge(1999:27)認為路徑選擇指標具有動態性，許多人類活動之研究藉由

假設以下兩項： 
1.人們喜歡走舊路優於走新路 
2.人們在路徑選擇上，在應用空間記憶地圖時，容易使用相同之準則。來簡化環

境複雜性，但這些假設不是永遠成立的；Golledge描述當地圖指向改變時，人們
使用在選擇路徑之指標亦會改變。 

 
 

2-2-3  影響個體路徑選擇之因素 
由於路徑選擇是空間選擇的一種，故空間選擇之特性用於路徑選擇均成

立。即路徑選擇據多屬性、連續性之特性。Golledge(1999:27)文中提及 Hirtle 與
Gärling 認為多重目標的旅程，是由一系列地區性的最適決策組成，不可能以同

一選擇標準一以概之；例如：選擇去程與回程的路徑時，步行者不會採用完全相

同的路徑選擇標準。此外，個體在都市中進行路徑選擇時，較前的選擇結果仍會

限制或改變隨後的選擇決策。  
Hillier(1996)的軸狀地圖讓人了解都市空間系統中空間輪廓對使用者活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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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之影響，亦反映都市空間輪廓對個體路徑選擇之影響。Säisä與 Gärling (1987)
認為人們在都市中的空間選擇，其實就是對空間認知之展現，Golledge(1999)認
為個體心裏結合(mental integration)過程之結果即為認知圖，而認知圖在人類進行

空間選擇與行為時被當作參考依據。 
在探討影響個體空間選擇之屬性方面，Timmermans 與 Golledge(1990)提出

了一些常被用來描述選擇的屬性，如實質距離或是可及性、居住區位、娛樂設施

等。而 Golledge(1999:27)認為個體路徑選擇會因旅行目的之不同而有所差異，

Hillier(1996)則以測量路徑在都市空間輪廓中全面的(global)或地區的整合(local 
integration)程度來取代實質距離量測之可及性。 

Hoogendoorn與Bovy(2004:170)文中提及Hill分析步行者選擇路徑策略後結

論，像大部份的走路過程，路徑選擇策略是一大塊模糊的意識(subconscious)，在
選擇一些特別的路徑時，直接性(directness)是最一般的理由，而路徑之直接性不

只是找路的長度，更包含路的複雜度(complexity)；Miller(1992:140)認為個體路

徑選擇包含了個體從已知路徑中選擇路徑之過程，而已知路徑知識之形成是經過

空間搜尋之結果，空間搜尋包含了個體在空間涵構(spatial context)中選擇活動地
點之過程，而找路是空間搜尋的一部份；Raubal與 Egenhofer(1998:897)認為，個
體腦中找路判斷之結果，會影響個體路徑選擇。 

Golledge(1999:41)發現，當個體所在的背景環境空間架構，從規則的架構改
變成不規則時，則個體選擇路徑的標準亦會改變，當空間網路的複雜性增加時，

個體在回程之路徑選擇，則因重新找路而通常會簡單化，由此可知，空間輪廓之

複雜性增加，會降低找路容易程度，因而間接對個體之路徑選擇策略產生影響。 
Hoogendoorn 與 Bovy(2004:170)文中整理相關研究後指出，路徑的活潑性

(pleasantness)與步行者對道路的偏好呈正相關，其他影響路徑選擇的因子有習

慣、交叉數目、污染程度、安全性與惡劣天候的庇護性、以及環境之刺激(如風
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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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找路行為 

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步行者在以休閒、逛街為目的性活動時，空間認知對

其各項空間選擇意願之影響，然而，步行者決定各項空間選擇前，必定會對其所

在地區產生找路行為(wayfinding)，而找路之結果，亦會影響其空間選擇之結果。

因此，本節對步行者找路行為相關研究之發現進行回顧。 
過去有關找路行為之研究，著重在探索影響找路行為之因素有哪些？以及

人腦是以何種形式將空間知識應用在找路課題上，主要的研究方向，在於觀察人

們如何找尋方向，以及在空間中如何行走(navigation)？相關理論重點，則在嘗試

解釋人們如何在實質環境中找到要走的路、在找路時受哪些因素之影響(Raubal 
and Egenhofer,1998)；其中，Weisman(1981)以參與者自我報告的方式，對大學校

園之找路案例進行評估，發現發生嚴重找路問題因素除了環境因素外，主要在於

找路者本身的條件與能力；Cornell, Heth與 Albert(1994)以大學校園為調查基地，
探討同樣環境熟悉度之不同年齡的人們(分成八歲、十二歲與成人三組)，在找路

行為上的差異；Raubal與 Egenhofer(1998)則以計算的(computational)方式，運用
選擇 (choice)與線索 (clue)為元素，以不同機場為案例，比較建成空間 (built 
environment)中，行人在找路行為上之複雜性，其研究方式亦僅止於探討使用者

對所處空間之反應；陳格理(1999)運用對環境心理學之文獻整理，分別從找路行

為、方位、易辨識性、認知圖四個方向，分析造成圖書館找路問題之各種因素及

其之間關係，並對圖書館工作者與設計者提出建議。 

 

 

2-3-1  找路之定義與方式 
Miller(1992:140)認為找路可被看成是空間搜尋(spatial search)行為之一部

分，注重的是個體在環境中的探索與指向；Golledge(1999:27)認為人類的找路行

為受旅行目的之導向，且不易去將其歸類於一般找路之詳細的認知心理過程，許

多人完全不經意地使用詳細的找路策略。 
Lawton(1994) 發展出一套找路策略(wayfinding strstegy)，可粗分為量測策略

(survey strategy)與路徑策略(route strategy)兩類；Allen(1999:51)將找路分為三種分

類方式：旅行到一熟悉的迄點、探索式地旅行，並走回到起點、旅行到一未到過

之迄點。此外，Allen(1999:48-50)將人們在空間中找路之意義(means)，分為方向
尋找(oriented search)、跟隨作記號的痕跡(following a marked trail)、在地標間航行

(piloting between landmarks)、習慣性的移動(habitual movement)、路徑統合(path 
integration)、參考認知圖(referring to a cognitive map)等六種，在面臨到不同之找

路課題時，個體會根據不同的目的性，而採用不同之找路手段。以下即將 Allen
對各種找路行為之定義敘述如下： 

 
一、方向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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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行者首先依據資訊來源尋找方向，直到達迄點。 
二、跟隨作記號的痕跡 

空間中可被拿來作記號的，可能是特殊的顏色、特殊的前廳等環境元素；

痕跡也通常被短程造訪者用來作為通往一般終點之記路的記號，以區隔差異極小

之建成環境。 
三、在地標間航行 

此種手段是從熟悉的地標到不熟悉地方的一種有效方式；旅行者依賴獨特

而連續的組合知識，將某地標聯想成特別之指向資料，以引導到另一個地標；成

功地以地標為基準的航行，是依賴地標的重新認知，不管是從較前之經驗或是從

描述，並且記得聯想到它們之間的空間關係。 
四、習慣性的移動 

此種找路手段只適合在熟悉的迄點，許多通勤者在旅途中用最少的注意力

回家，但習慣性的移動隱含了熟悉路徑活動之拓展。 
五、路徑統合 

路徑結合依賴從視覺、聽覺、自感的、腦前庭的資源，可以成為在擴展性

的旅行(exploratory travel)後之回程的有效手段，路徑統合不管是在資訊速度之基

礎上推算，或是在累積的基礎上慣性地漫步(navigation)，其都是依賴監測自我移
動。 

Allen(1999)將步行者面對各種不同的找路課題，可能採用的找路方式歸納

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 2-2  找路課題使用之找路方式效用一覽表 

找路課題 找路方式 
旅行到熟悉的迄點 探索性旅行 旅行到新奇的迄點 

方向尋找 ◎ ◎ ◎ 
跟隨作記號的痕

跡 
◎ ◎ ◎ 

在地標間航行 ◎ ◎ ◎ 
習慣性的移動 ◎   
路徑統合 ◎ ◎  
參考認知圖 ◎ ◎ ◎ 

資料來源：(Allen,1999：51) 

 
個體在找路課題上各有不同的成功，因為它們使用不同的方式，例如：路

徑結合與在地標間航行之兩種方式相比較，在探索性旅行之後回到原有路徑，但

個體也可能在應用特殊的手段上有著不同的能力。 
Golledge(1999:26)認為人們尋找回家的路，基本上藉由以下幾種手法： 

一、記得往邊界外的路，因此其可被重新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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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已知之形勢中，記得以家為基本的相關之區位，且使用如地標等之形勢特

色，藉由直接或間接方式幫助回家。 
三、使用隱含結合之速度，已持續更新從現有區位回家之距離及方位角的路徑結

合程序。 
四、從突出之地點能得到環境之綜覽或鳥瞰之地圖，或是使用地圖。 
 
 
2-3-2 影響步行者找路行為之因素 

Miller(1992)將相關文獻中有關影響找路行為之因素歸納成三部分，一是環

境因素，此包含了空間特徵(如空間差異性、視覺可及性、空間易讀性)，與找路

支持系統(如指示牌等空間資訊來源)二部分，認為環境因素與找路行為間之關

係，可藉由個體的環境認知或心理印象來轉換(mediated)，二為個體對環境之認
知，三為找路決策過程。陳格理(1999:121)文中提及 Ingwerson 將影響找路行為

的主要因素，分為環境特徵、尋路策略和個人之能力三部分。 
本研究根據對相關文獻進行歸納後，可將影響步行者找路行為之因素分成

以下三類： 
 

一、個體空間認知結果 

Siegel 與 White(1975)認為人類對地理空間之空間知識，係由地標知識、路

徑知識與空間輪廓知識(configurational knowledge)三部分組成；並引述 Shol所提
出，人類的方向感 (sence of direction)是找路時重要的一個面向；Hart 與
Moore(1976)歸納相關研究，指出個體在地理方向上是以自我中心導向(egocentric 
orientation)，以其對空間認知結果之展現作為空間指向之參考系統；Allen(1999:71)
分別引用 Shemyakin、Siegel 與 White、以及 Byrne 對認知圖之看法，定義認知
圖是測量知識(survey knowledge)、輪廓知識(configurational knowledge)、與向量

知識(vector knowledge)的同義字。每個具有這些知識的認知圖，隱含了有關在環

境特徵中空間關係多項度資訊知識；這些形式的知識，會從與空間特徵的實證空

間連續相關之多項度資料中得到，參考成為路徑知識(Siegel and White,1975)。此
外，另一種說法則是 Allen(1999:71)引述 Kuipers的研究，認為路徑知識與認知圖

隱含轉換不同神經知識的不同形式的學習；很清楚的，旅行經過一大尺度的環境

是一連續性的過程，並且重組地標在實證上與其他地標之排序關係，可以成為這

些地標的歐幾里得(Euclidean)關係的前導知識。 
Kaplan與 Kaplan(1981:51-65)認為當人們碰到找路問題時，其腦中的認知圖

在空間架構中具有十分顯著的功能。Golledge(1999:20)文中提及 Golledge 與 
Spector 認為個體在找路之認知中，對於環境知識之建構是由點與線連結之網絡

所構成，其並認為個體認知圖之發展，是由找路(wayfinding)與路徑依循(route 
following)兩部分所形成，找路行為會在對於路徑不熟時首先發生(即使個體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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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訖點已認識)，而路徑依循則會在個體對於某些路徑已建構後，在旅行中會在

決策上成為連接空間中各點之參考依據。 
Kitchen(1994)認為認知圖的理論價值之一即為解決找路與空間指向之問

題；Golledge(1999:17)認為認知圖內容中，作為空間點之地標可作為辨別與航行

(navigation)之參考，線型空間則是被當作邊界或連結之路徑，路徑之角色則為連

接場所、統合空間網絡、具體化路徑之階層。Prestopnik與 Roskos-Ewoldsen(2000)
則認為對環境熟悉度(familiarity)是影響個體找路策略之一；Golledge(1999:14)認
為，由於人類了解環境是動態的過程，來自外在環境之資訊藉由個體對環境地學

習而不斷地被更新(update)，經過對環境學習後，形成內在化的空間知識，這些

內在化空間知識外在化的方式常透過字句 (verbal)、描繪 (sketching)、估計
(estimation)、重建(reproduction)或模型技術；Golledge 並認為，個體對場所或地
點內在化展現(internal representation)與找路相關的部份有：從路徑經驗重述或連

結場所區位之言詞上的指示、從其他區位或地方，對某地方區位之指向或距離之

重新估算或言詞估計、從確定之區位中指出地方、從詳細的地區或地方之間重組

路徑片段之次數或排序、從環境中紀錄詳細的行蹤，而常用來詳細展現這些內在

化地空間資訊的方式就是認知圖。 
Raubal與Egenhofer(1998:895)在文中提及Norman認為人們的空間知識並非

完全存於腦中，而是將空間知識一部分存於腦中，一部分則依靠環境特徵作現場

辨識；此外，Cornell, Heth與 Alberts(1994)認為人們對環境的熟悉度是影響找路

能力之因素；Golledge(1999:11)認為大多數人找路時，依賴自有之空間知識能力，

而此找路知識，乃是建構在對一地區之構造輪廓、勘測或形態知識已完成之狀況

下。Golledge(1999:37)也認為找路為高度具有順序之概念，找路結果乃是來自個

體對地區區位、距離、指向、重要度、連結、連續等之基本了解。 
Allen(1999:47)提出人們對空間關係展現之正確記憶，會成為較成功的找路

者；但每個人閱讀空間之能力，卻有著極大的不同。此外，人們腦中的認知圖，

主要是從過去充足的環境經驗中得到，而這些認知圖可讓人們在不同之環境中，

進行連結地點到地點之路徑預測(陳格理,1999，Golledge, 1999)； Siegel與White 
(1975)文中提及每個認知圖均隱含著環境中的空間資訊與知識，這些知識在實際

環境中得到驗證，並成為路徑知識，而路徑知識則是認知圖初期的形式，是空間

輪廓知識的前導知識。另一種說法是路徑知識與認知圖隱含不同形式的學習；個

體在大尺度環境中旅行是一連續性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個體會重組實際環境中

的地標與其他標的物，在腦中空間輪廓排序之關係，此空間關係成為這些地標在

歐幾里得(Euclidean)關係上的前導知識(Golledge, 1999:7-8)。 
 

二、環境特徵 

Weisman(1981)分辨岀在建成環境(built environment)中影響找路表現之四種

環境變數，分別是視覺可及性、建築物獨特性之程度、提供分辨及指向資訊之標

示或門牌、計畫輪廓(planning config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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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格理(1999:124)與 Golledge(1999:6)均認為環境的易辨識性(legibility)，亦
是直接影響個體找路能力和功效之重要因素。易辨識性有兩層意思，一是人們對

環境特質之分辨與認知能力；一是環境特質被人們辨識與了解之程度；而影響易

辨識性的項目，則有環境中的「標示物」、對外的「視覺接觸」、「樓層平面之佈

置」與「區位之複雜性」等，城市或建築環境中的易辨識性，通常可從人們對環

境、區域特徵、或平面圖上的了解程度中得知(陳格理,1999:124)。 
 

三、視覺可及性 

Gärling et al.(1986)在大學系所方向尋找之研究，提及視覺可及性對個體找
路展現是一重要影響因素，並將環境依差異程度、視覺可及程度、空間配置複雜

性予以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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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小結 

   根據前三節分別對空間認知理論、個體空間選擇影響因素，以及找路行為之

相關文獻進行歸納後，吾人可得以下之初步結論： 

 

一、空間認知理論歸納結論 

(一)個體空間認知形成之過程為一動態性過程，空間認知是不斷累積後所形成。 
在 IRN中，每一次的遊覽(Excursion)，所代表的是不同次數之造訪，故架構

中討論的是個體每次空間經驗累積形成空間認知之過程。 
(二) 個體空間認知結果應具體反映在認知圖、對空間之語言描述，以及實際之
空間行動 

在空間認知形成之過程中，順序參數所代表的是競爭後之優勝者，其主導了

空間認知的結果，故此認知結果應具體反映在以下幾部分內容中： 
1.個體之空間認知圖：此即為個體空間知識之展現。 
2.個體對空間之語言描述，以及實際之空間行動(Portugali,1996:60)。 

從其中 2 部分之“實際行動＂可讀出此部分為個體進行空間選擇後之具體

行動，因此可知，在 IRN 中，順序參數不僅影響了空間認知，亦為個體進行空

間選擇之依據。 
(三) 個體內在展現之內容至少應包含空間意象、個體在空間中活動所建立之規
則，而外在展現之內容，則應包括個體外在化之記憶與實質環境。 

從 IRN中可知，個體內在展現之內容至少應包含(Portugali,1996)： 
1.空間意象。 
2.個體在空間中活動所建立之規則。 
而外在展現之內容，則應包括： 
1.個體外在化之記憶(如：地圖、故事、主題、圖畫)。 
2.建物、城市、鄰里等人工環境實體。 
(四)不同目的性活動下之個體空間選擇影響因素，均可分為外在環境資訊與內在
空間認知結果。 

歸納不同目的性活動之個體空間選擇與找路行為文獻後可發現，無論目的

性活動為何，個體空間選擇與路徑選擇之影響因素，均可分為外在環境資訊與內

在空間認知結果與其他三部份，而個體找路行為之影響因素，則可分為外在地區

環境資訊與內在空間認知結果兩部份。 
(五) 認知圖為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展現方式之一，認知圖中的空間內容應至少
有點狀、線狀、面積或表面。 
從認知圖之研究中可知，認知圖為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展現方式之一，認知

圖是印象但不是地圖，其較一般地圖而言具有階層性，認知圖之展現常是片斷

的、分開的，是由許多環境的小片斷交織而成；認知圖中的空間內容應至少有點

狀(如地標)、線狀(如路徑)、面積或表面(如區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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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體空間選擇影響因素歸納 

根據整理前述對個體空間選擇、找路行為與路徑選擇研究之發現，可歸納

以下幾點： 
(一) 個體空間認知展現之結果中，至少應包含個體對於找路認知結果，以及對
環境資訊辨識認知結果 

由前述文獻可知(Golledge,1999，Raubal and Egenhofer,1998)，個體空間認知
展現之結果中，至少應包含個體對於找路、連結路徑之認知結果，以及對其他相

關點狀或面狀空間之環境資訊辨識之認知結果。至於影響因素歸納結果則如表

2-3所示： 
(二) 步行者找路會受個體空間認知結果與外在環境提供資訊之雙重影響 

找路為步行者進行空間與路徑選擇時的參考依據之一，步行者找路行為會受

到個體空間認知結果之影響，然而，根據 IRN 理論，個體空間認知之過程中，

會受內在空間認知結果與外在環境提供資訊之雙重影響。至於找路影響因素之歸

納結果則如表 2-3所示： 
(三) 環境易辨識性，會影響個體空間知識之連結程度與學習環境之成效。 

個體腦中的空間知識，是連結外在環境特徵與腦中空間認知之結果，故地區

環境的易辨識性，不僅會影響個體學習環境之成效，亦會喚起個體腦中空間知識

之連結，而標的物、區域特徵等均是影響環境易辨識性強弱之重要指標。 
 

表 2-3  個體空間選擇影響因素歸納一覽表 

空間選擇 找路行為 路徑選擇 
地區環境資訊 空間認知結果 其他 地區環境資訊 空間認知結果地區環境資訊 空間認知結果 其他 

可及性 

娛樂設施 

商家分配 

距離 

地區吸引力 

安全性 

景色 

街道網絡 

空間輪廓 

空間知識 

認知圖 

找路容易性 

商家知識 

旅行時間 

決策排序 

旅行目的 

環境易辨識性 

空間差異性 

視覺可及性 

指向資訊標示 

空間資訊來源 

環境特徵 

建物特殊程度 

計畫輪廓 

 

環境熟悉程度

空間知識 

地標知識 

路徑知識 

空間輪廓知識

方向感 

認知圖 

空間記憶 

環境外部化 

人潮(擁擠) 

可及性 

直接性 

複雜度 

道路交叉數目 

美景 

商家分配 

路徑活潑性 

環境刺激 

 

空間搜尋 

認知圖 

商家知識 

安全性 

庇護性 

最少努力

時間 

去程或回

程 

優先順序

路徑選擇

機制 

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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