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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的「六種思路」

大腦每秒都會發生數百個認知過程。但是，為了簡化到與產品和服務設計

更相關的層級，我建議將它們侷限在能夠實際測量和影響的分組中。

這些過程是什麼？它們的功能是什麼？讓我們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解釋。

想像你要購買一張適合你的中世紀現代住宅的椅子。也許你會對那個時期

的經典設計感興趣，比如圖 1-1中的伊姆斯（Eames）椅和腳凳。你想上
網購買，所以正在瀏覽一個電子商務網站。

圖 1-1
伊姆斯椅和腳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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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注意力和自動性

一來到這個家具網站，你的注意力和目光可能會先注意到照片，以確認

你來到了正確的網站。你也許會選擇尋找搜尋選項來輸入「伊姆斯椅」，

或是在頁面上用視線掃描「家具」或「椅子」之類的單詞，然後從中搜

尋適當的椅子類別。如果沒有找到「椅子」，你可能會尋找可能包含椅子

的其他類別單詞。讓我們假設在檢視圖 1-2中所示的選項時，你選擇了
「Living（起居）」選項。

圖 1-2
Design of Reach 網站的導覽列

找路

一旦你相信自己找到了進入網站的方法，下一個任務就是了解如何瀏覽其

虛擬空間。在實體世界中，我們已經熟悉自家和周圍的地理位置，以及如

何到達喜歡的雜貨舖或咖啡店等最常去的地方，但虛擬世界未必會提供大

腦熟悉的導覽提示，因為我們的大腦是專為三維空間設計的。

通常的狀況是，我們並不確定自己在網站、APP或虛擬空間中的位置。
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在虛擬空間中瀏覽。在網頁上，你可能會想要點按一

個字詞，如圖 1-2中的「Living」。但在其他情況下，例如在 Snapchat或
Instagram中，許多超過 18歲的人可能很難理解如何透過滑動、點按甚至
搖晃手機來解決問題。了解你在空間中的位置（真實或虛擬）以及如何在

該空間中瀏覽（在三維中移動、滑動或輕觸手機），對於良好經驗是至關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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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思路

總結起來，前面部分（如圖 1-4所示）描述的截然不同的過程（通常個別
位於獨特的大腦區域）匯集在一起，創造出我們每個人所認為的獨特經

驗。雖然同領域的認知神經心理學家都會同意，以上是對人體解剖學和過

程的過度簡化，但有一些合理的整體主題，能夠讓我們將產品設計與神經

科學串連起來。

語言 找路

視覺╱注意力

記憶情緒

決策

圖 1-4
經驗的六種思路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同意「單一經驗」根本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層面的、細

微的，並且由許多大腦過程和表徵所組成。顧客的經驗不是發生在螢

幕上，它發生在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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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裡
」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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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什麼╱哪裡通道

在幾乎毫無意識的控制下，你的大腦將亮度、邊緣、線條、線條方向、顏

色、動作、物體和空間（外加聲音、感覺和本體感覺）的個別表徵，匯總

成為單一的經驗。你並沒有意識到這些都是獨立和獨特的表徵，或許它們

被匯集成單一的經驗了，或許是過去的記憶影響你的感知，更或許是它們

喚起了某些情緒。

這是一項偉大的成就。要建造一台機器來正確區分具有相似顏色和形狀之

物體是非常困難的。舉例來說，在馬芬蛋糕和吉娃娃當中，身為人類的我

們在短暫檢視之後，每次都可以得出正確答案（圖 2-2）。

關於視覺、物體識別和感知，我可以分享的東西很多，但是，以數位產品

設計的目的來說，最重要的是：（a）有很多流程同時發生，而你幾乎沒
有意識或控制力，（b）許多計算上具有高難度的流程不斷發生，但並不
需要你特別付出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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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馬芬蛋糕還是吉娃娃？

諾貝爾獎得主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精彩著作《快
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中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觀點，那就是人
的大腦有兩種截然不同的運作方式。你對第一組的流程（「慢想」）有意

識，並能進行有意識的控制，但是，對另一系列的自動流程（「快思」）

幾乎沒有任何有意識的控制或內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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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躍出

雖然人類能夠控制眼球運動，但大部分的時間我們都是讓自動流程來負

責。讓眼球運動「自動駕駛」在一定程度來說是很好的設計，因為當視野

中有東西從視覺場景的其他特徵中脫穎而出時，就會強烈抓住我們的注意

力。這些異常值會自動「躍出」，以吸引我們的注意力和眼球運動。

身為產品設計師，我們常忽略要善用這個強大的自動流程，但它是吸引人

們關注眼前的正確元素的好方法，想想芝麻街的兒童歌曲（「其中一個與

其他東西不同，其中一件事不屬於這裡 ......」）。圖 2-6展示了一些你可以
在場景中創建視覺躍出的方法。我還想在這張表中加入其他重要特徵，

那就是視覺對比（相對亮度和暗度）和運動。右下角的項目之所以「躍

出」，是因為與同一組的其他形狀比起來，它們同時有獨特的屬性（例如

形狀、大小、方向），還有獨特的視覺對比。

形狀 尺寸 方向

粗細 位置 顏色

圖 2-6
視覺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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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語義

抽掉細節

雖然你可能沒有意識到，但是我們在接收場景或對話時，會不斷地忽視

場景中大部分的具體呈現，真的關注的內容反而是非常抽象、概念性的

表徵。不過，也許你覺得自己是個「視覺思考者」，所有的細節都能注意

到。好！請告訴我圖 4-1中哪一個是真正的一美分硬幣（US penny）。

圖 4-1
哪個是真正的一美分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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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美國人，你的一生中可能見過成千上萬的一美分硬幣。對於一個

視覺思考者來說，這肯定不難！（你可以在本章末尾找到這個問題以及下

面謎語的答案。）

好吧，如果你不是美國人或很少使用實體貨幣，那麼上一個測試可能不太

公平。若是這樣的話，讓我們來想想你見過數百萬次的字母：「G」。下列
哪一個是小寫字母「G」的正確方向？（見圖 4-2。）

圖 4-2
哪個是真正的「G」？

沒那麼容易，對吧？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我們看到東西時，會覺得腦子裡

有一個相機快照。但是，在不到一秒的時間內，你的腦子就會拋棄物理細

節，並回歸到對它的刻板印象或抽象概念，以及隨之而來的所有假設。

請記住，並非所有刻板印象都是負面的。《韋伯字典》對它的實際定義是

「符合固定或一般模式的東西」。幾乎任何東西都有刻板印象：電話（圖

4-3）、咖啡杯、鳥、樹等。

想到這些東西時，我們的記憶會喚起某些關鍵特徵。這些概念也在不斷演

化（例如從有線電話到行動電話）。只有年紀較長的世代，才會將右側視

為「電話」。

從認知的經濟效益來看，我們不會將見過的每支手機的每個視角、顏色和

光影角度儲存下來，這在邏輯上是合理的。相反的，我們會從特定某支手

機，快速轉移到對手機的概念。概念的表徵會填補我們記憶中關於特定手

機的任何空白（例如你實際上從未見過的手機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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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產品設計師的我們，首先需要理解的就是顧客如何定義他們正在解決

的問題。我們需要跟顧客並肩，然後隨著時間過去，協助將他們重新導向

實際（而且可能更複雜）的問題，並在此過程中幫助他們。這被稱為重

新定義問題。

[ 旁註 ]
架構問題和定義問題是非常不同的，但兩者都適用於本節。為了提高某款產

品的線上銷售量，你可以將它訂在中間價位，如此便成功架構了產品定價

（參見圖 6-2）。使用者不會單獨將它視作 349美元的果汁機，而是一個「中

間值」的選項，雖不是太便宜但也不到 499美元。身為顧客，要意識到架構

價格的技巧會如何影響你的決策。身為設計師，要注意架構的力量。

圖 6-2
美國 Williams Sonoma 果汁機

殘缺的西洋棋盤

一個重新定義問題空間的實用例子，來自認知心理學家克雷格．卡普蘭

（Craig Kaplan）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所定義的「殘缺西洋
棋盤問題」（mutilted checkerboard problem）。它的基本前提是：想像你
有一個棋盤。（如果你在美國，你可能會想像成紅黑相間的方塊；如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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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可能是黑白方塊。這兩個版本都適用於此範例。）這是一個普通的

棋盤，只是將棋盤上兩個對角的黑色方塊移除，留下了 62個方塊而不是
64個。你手邊有一堆多米諾骨牌（dominoes），每片會蓋住兩個方塊（見
圖 6-3）。

圖 6-3
殘缺的西洋棋盤

挑戰：在棋盤上排列 31張多米諾骨牌，使每張骨牌蓋住一組紅╱黑方塊
（不能對角線斜放）。

在問題空間中移動：當你拿這個問題來挑戰某人時，他們必然會開始把多

米諾骨牌放在棋盤上來解答。在該過程接近尾聲時，他們就會不可避免地

陷入困境，然後嘗試重頭來過。（如果你能在不破壞多米諾骨牌的情況下

解決問題，請務必將答案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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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4
情境訪談的結果範例

第 2步：將每個受訪者的結果歸類到六種思路中
在為每個受訪者完成這個步驟後，我會將所有便利貼黏在牆上，依照受

訪者分類。然後我將它們排成六欄，六種思路每種一欄（圖 8-5）。像是
「無法找到 [加入收藏 ]功能」這樣的評論，可能會放在「視覺╱注意
力」欄位下，而「想要馬上知道這個網站是否接受 PayPal」可能會被歸
類為「決策」。關於這一點的更多細節，將在接下來的幾章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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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搜尋功能
會提供預先鍵
入的選擇。

找不到 [加入
收藏 ]功能。

找不到購物車。
最後發現 [購物
袋 ]就是購物車

被要求搜尋椅
子時，我搜尋
了 [伊姆斯世
紀中期現代休
閒椅 ]。

希望他的服裝
暗示他的職位
（ 高 級 副 總
裁）

擔心：如果我
買 的 5000 美
元椅子在運輸
途中損壞怎麼
辦？

我喜歡產品評
論是按照人氣
排序。

以為點按書籍
封面會顯示它
的目錄。

找不到播放電影
預覽的按鈕。

圖 8-5
將發現歸類到六種思路中

這種方式難免會遇到部份重疊現象；這是完全可以預料的。但是，為了讓

本練習對你有用，我希望你判斷身為設計師，這項觀察中最重要的部分是

什麼，並依此分類。視覺設計是最大的問題嗎？互動設計？語言足夠專業

嗎？它是正確的參考架構嗎？你是否為人們提供了正確的工具，來解決

他們在做出更大決定的沿途上所遇到的問題？你是否以某種方式擾亂了 
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