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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空间中数字化增强对社会联结性和包容。１ｔ＝白９影响
文／Ｓｏｐｈｉｅ Ｂｒｅｎｎｙ杨天天圳军（埃Ｗ霍温科技大学Ｊ：业设计系：江南大学数媒学院）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ｓ
圈譬一本文通过多次设计迭代，使用交互公共艺术装置作为媒介来探索增加观众的联结感和包容感的方法。
本研究使用社会联结性量表修订版和图式个体社区包容性量表作为考量尺度，大学餐厅作为研究主体。为探
究几种不同种类的交互元素所导致的差异，我们测量了参与者对相同空间中其余个体联结感和包容感所受到
的影响。后续的采访支持了调查问卷的结果．并阐明部分结论。结果表明，使用数字互动方式对物理空间进
行增强将带来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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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来加强城市居民的联结感，使之感受到

人们的联结感与被包容感的数字公共艺术

更多的被包容感。增加空间的包容性而非

装置？”我们产生了“让人们留下自己的

排斥性已成为全球性的研究热点，中国新

印记”的概念。出于对命题本身以及原始

发展中城市的城市规划对这一议题尤为重

设计概念的综合考虑，首先需要确定的是，

视［５，６］。本概念设计的范围是整个城市

当我们为参与者创造出可以留下自己印记

由于居民与城市发展的步调不一而导致的

的公共空间。在这些开放的公共空间中，

进行自我表达的条件（例如提供纸和笔）

城市归属感的逐步减少。人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设计了一系列名为“留下你的印记”

的时候，参与者是否具备真正参与的意愿

一、引言
城市正以迅猛的速度发展。高速的发
展伴随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其中之一为：

在城市的公共空间内并不多做停留。交互

的装置并形成网络，装置包含一块可以让

公共艺术装置为增加人群与城市之间的互

参与者在上面自由表达想法的黑板。此时，

这一点是整个项目能否成立的基础。为此，

（即确实使用提供的条件进行自我表达）。

动带来了新的契机，安装交互公共艺术装

该装置网为参与者们创造了一个由数字化

我们提出假设：

置后，人群作为参与者由被动观察的位置

元素与城市中其他区域实时相连的环境，

转化为主动，以自主的方式与艺术装置进

并且参与者可以自行对公共空间的艺术效

自我的条件（例如纸和笔）的时候，他们

行互动［卜４］。许多蓬勃发展中的城市都面

果进行加强。以此，人们对于所处空间的

并不会确实进行自我表达。

临如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问题。更高质

联结感与被包容感有所增加。

Ｈ１：当我们为参与者创造出可以表达

推翻假设Ｈ１是研究得以继续进行的必

量的生活是大多数人心之所向。为了满足

整个项目源起一个自问命题：“如何

要条件。公共空间的建设牵涉到多种不同

这类需求，城市发展正采取一系列转型策

设计出一个用数字化增强物理空间来提高

的几何图形。在设计创造交互公共艺术装

作者简介：Ｓｏｐｈｉｅ Ｂｒｅｎｎｙ；埃因霍温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交互设计。
杨天天（１９８４一），江南大学数媒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交互公共艺术装置研究。
胡军，博士，埃因霍温科技大学（ＴＵ／ｅ）工业设计系副教授，江南大学数字媒体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交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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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几何图形的应用十分重要，在考虑
装置如何融入环境时应将其纳入考虑。由

◆

此，我们继续提出假设：

我表达的方式。

不鲜见，有时人们甚至可以欣赏到一些公

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的暗示后，将不

共空间中地面上的精细粉笔画作。人类在

使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

公共空间中采用极富创造力的方式进行自

Ｈ４：：参与者在得到“可以使用几何图

我表达已有一段历史。尽管这其中的一些

形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的暗示后的联

行为是无组织甚至并不合法，仍有一些设

结感与“仅可以使用黑板”时并无差异。

计或是精心组织的活动给人们提供社区中

在后续实验中，我们提供给被试人员

７’７卜
，

·、。

’感染城市’是南非开普敦小镇上的一

种低门槛的媒介，人们都知道如何与之进

个小型节日（图１（ａ））。这个节日是由非洲

行交互。由此，我们使用黑板测试此法是

中心发起的，目标是尝试通过艺术活动来

否可以提高参与者的联结感与被包容感。

打开城市居民之间的联结性，正如他们所

对于数字化元素的相关讨论将在本文的其

说“使公共空间真正成为大家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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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Ｙａｙｏｉ

Ｋｕｓａｍａ）

的联结感与被包容感，我们又提出四个假

创造了艺术作品Ｔｈｅ

设：

Ｒｏｏｍ（图１（ｂ））。她构建了一个纯白色的房

Ｏｂ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Ｈ５：在公共空间中让参与者在黑板上

间，然后给每个参观者发放一张彩色波点

以设计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不能增加参与

贴纸，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将贴纸贴在

者对空间以及相同空间内其他事物的联结

空间中的任意位置。以此，空间中的每一

感

个波点贴纸都是参观者们对该空间的参观
经历的一种表达

。

相投影，让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画作得

社区黑板活动（图１（Ｃ））是由美国弗

到分享等方式对参与者的联结感不造成影

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的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ｉｔｅ所组

响。

织。它的组成内容就是一块公共黑板，代
Ｈ７：在公共空间中让参与者以受控的

表了对美国第一修正案的纪念——第一修

方式使用设计好的黑板进行自我表达对参

正案中提出，任何人都有分享想法与意见

与者的联结感不造成影响。

的权利

。

Ｈ８：将不同黑板中得到的反馈进行互

张凯迪（Ｃａｎｄｙ Ｃｈａｎｇ）在失去一位深

相投影，让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画作得

爱的人之后于新奥尔良发起了“在我临终

到分享等方式对参与者的被包容感不造成

前”项目（图１（ｄ））。项目的主体是一块画

影响。

好格子的黑板，上面写了一个不完整的句

本文将首先介绍一些相关已有案例，

ｌ

彰显个性交流思想的机会，例如’快闪。。

一块黑板用于留下自己的印记。黑板是一

Ｈ６：将不同黑板中得到的反馈进行互

图２“黑板”概念ＯｂＩ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ｏｍ：（ｃ）社区黑
板：（ｄ）艺术作品“在我临终前”

城市中建筑物或墙面上的涂鸦作品并

Ｈ３：参与者在得到“可以使用几何图形

他章节进行。为研究被试人员与黑板相关

ｆ

二、相关工作

Ｈ２：参与者将不使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自

图１（ａ）南非开普敦的公共艺术装置］：（ｂ）装置艺
术作品Ｔｈｅ Ｏｂｌ 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ｏｏｍ：（ｃ）社区黑板：（ｄ）
艺术作品“在我临终前”

ｊ０

结论。

子，以“在我临终前”为起始，句子的剩

随后提出我们的理念，并进行对上述研究

余部分可以由参与者用粉笔补充完整。任

问题和假设的初步探索。后续章节中将依

何路过这块黑板的人都可以使用粉笔写下

次阐述实验中所使用的考量方法，最终实

自己在临终前想要完成的事情。这个极具

验方案及解释，装置安装，参与者及实验

启发性的项目已经扩展到了全球的其他１８９

过程。文末将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并作出

个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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姗‘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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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百分比
一部分对于内外动机影响的研究与我
们手头的主题有密切的相关性。已见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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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的关于包容性和联结性相关的研究都局限

表２形状内外元素分享情况

在纯数字或者纯物理的领域中。此类研究
使用例如ｂｌｏｇｓ或移动电话等工具作为概
Ｈｏ）在工作中

地点走过时，可以看到一个陌生人正在安

贴纸张的地点进行监测，发现现象如下：

研究了个人定位对用户使用移动通讯服务

装了摄像头的那块黑板前留下属于自己的

第一、二个被分享元素（绘画或者文字）

意愿的影响。

印记的景象。这些过程中均使用了视频反

出现的时间相对较长；在纸张上已有分享

与之前已有报道不同的是，本研究对

馈。最终，参与者可以看见并非自己本人

元素的情况下，在较短的时间内即有较多

公共空间中公共艺术装置的包容性和联结

而是其他地区参与者的参与情况（经过或

的参与者参与分享，分享的平均时域降低。

性的考量将不再局限在纯数字或纯物理的

者在黑板上进行自我表达）。

这种现象表明，参与者之间的参与性呈正

念。例如何淑英（Ｓｈｕｋ Ｙｉｎｇ

向相关。

领域中，而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下面我们
将简要阐述“留下你的印记”的概念。

第一个基于纸和笔的探索表明，当有

四、探索

纸笔提供时，参与者具有在张贴于校园内
三、“留下你的印记”

的纸张上进行书画的意愿。公共空间受到

探索１

推进本概念的第一步是确定是否可以

该空间中建筑物的形状与形式的限制。这

我们为参与者提供了一种有趣的交互

触发参与者在公共空间中与他人进行分享

种制约也许是使用我们的最终概念来对物

方式让他们以“绘画”的方式在公共空间

的意愿（假设Ｈ１）。为此，我们进行了首次

理空间进行增强的一个有趣的机会。但是

中留下印记（图２）。我们以趣味激发及内

探索。我们在埃因霍芬理工大学（Ｅｉｎｄｈｏｖｅｎ

在这些限制下，比如假设本例中我们在纸

在激励的方式鼓励参与者们进行自我表达。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张贴了８张

张上剪刻出固定的形状，参与者是否仍会

本概念涉及异形投影，并使用了数字化增

Ａ０尺寸的白纸（图３（ａ））。每张大纸上都

参与进来？

强的黑板，目标是构建一个城中公共艺术

贴了ｉ－２张彩色标贴，同时写有“留下你

探索２

生长系统来增加城市居民对所处公共空问

的印记。写吧。画吧。来吧。”的字样作

及相互之间的联结感和包容感。

为引导参与者的触发点。纸张的平均悬挂

区别于在探索ｌ中悬挂了８张ＡＯ大小的普

看点１：

时间为１周。

通纸张，而此处我们对悬挂的纸张进行了

ｏｆ

探索２使用了与探索１一样的形式。

试想，一座城池，一栋建筑，一块黑板。

纸张上共计有被分享的事物１４４个（表

剪刻，使之内部有一些不同的几何形状（图

有人经过，执粉笔而书画其上，留下自己

１）。其中，７７个为绘画形式，４４个为文本

３（ｂ））。这些几何形状的象征意义是建筑物

的印记。同时，将这些黑板上留下的印记

形式。据此我们推测在类似的情境中，与

上的门窗。

投影于整个建筑，换言之，对物理世界进

文字相比，人们更倾向于使用绘画的方式，

行数字化增强。

所以在最终概念中我们应同时开放这两种

个（其中２０个为文字５０个为绘画）。几何

看点２：

方式。３７个（３２．５％）的被分享事物来自于

形状内部的绘画数目为４５（３５．７％）。几何形

张贴在学校礼堂附近的咖啡厅内的纸张，

状外部收集到的元素个数为２５（６４．３％）。详

的成分。部分地点的黑板装置了摄像头，

这张纸也是八张纸中获得最多书／画的一

细数据请参阅表２。

摄像头所捕捉到的画面将被投影到城市中

张。这是我们将该地点选为后续试验的地

据此，我们可以推论，给出的几何图

另一地点的黑板上。当有人从接受投影的

点的原因之一。实验过程中我们每天对张

案可以引发参与者对给定图案的利用（绘

我们在概念中还添加了更多“联结”

万方数据

本次纸张上收集到的元素个数共有７０

嚣”ｉ上ｌ号计总第二十八期Ｉ

２０１３

０５

和礼堂咖啡厅之间选择。采访的平均时长
为３０分钟，其中最长时间为４５分钟，最
短时间为１５分钟。被访总人数为１０人，
人员组成为每一试验组选择２人参与采访。
采访的目的是收集在之前的试验及问卷调
查中被访者没有给出的有用信息。
５．２参与者
１００名学生参与了本次试验（每次试验

图４实验搭建

参与人数为２０）。参与者们囊括了不同的人
种和不同的教育水平（本科／硕士／博士
在读学生）。参与者们的年龄段在１８—３３，
平均年龄为２２．３ｌ。在ｉ００名参与者中，６１
名为男性，３９名为女性。
５．３过程
实验结束后，参与者们将填写前文所
图５试验Ａ场景

图６试验Ｂ场景

述的调查问卷。我们将问卷的目的事先告

图７试验ｃ场景

知参与者，若参与者愿意参加后续采访，
可在问卷的相应位置上留下自己的电子邮
画或共享内容）。尽管由于在最终实验中所

图４实验搭建

件地址。参与此次实验没有任何形式的奖

使用模型的限制，参与者们并不能在镂空

５．１方法

的部分进行绘画。

Ａ．社会联结性量表修订版（Ｓｏｃｉａｌ

励。

五、实验

我们从每一个测试组中挑选两名参与
者进行后续采访以获得其他所需信息。选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Ｓｃａｌｅ）

实验中使用了社会联结性量表修订版

择标准烛其中一位具有较高的ＳＣＳ—Ｒ分值，

（ＳＣＳ—Ｒ）。ＳＣＳ—Ｒ共有２０个陈述，被试者需

另一位总分较低。

实验地点选定在埃因霍芬理工大学礼

要对每个陈述做出判断，根据自己对陈述

５．４数据分析

堂的咖啡馆。这是在笔纸模型的探索中获

内容强烈同意或强烈反对的态度，用分值

对照试验及试验Ａ、Ｂ、Ｃ（详细描述见

得最多参与者分享元素的地点。如果从人

卜６进行描述。该量表具有很高的内稳性

下文章节）中所得到的结果都按照所使用

们身处其中时的的互动性、态度以及心境

（ａ＝Ｏ．８６—０．８９），由此我们认为在实验中使

量表中所描述的方法进行了评估及计算，

的角度上看，该地点类似城市中有咖啡店

用该量表是合适的。

并进行了标准偏差校正。我们进行了单侧

和饭店的广场，

Ｂ．个体社区包容性量表（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是一个具有社会交互性质

的地点。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 Ｓｅｌｆ ｓｃａｌｅ）

方差分析来确认组间数据差异是否具有显
著统计意义。我们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根据课表日程，同一群人每天都经过

实验中同时使用了图式个体社区包容

原因是，至少３组（３次试验）中的参与者

礼堂咖啡馆的情况并不多见。足够的参与

性量表。该量表使用了６组由２个圆圈组

除了都会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测试地点）

者以及参与者之间类似的背景使学习效应

成的图示方式进行陈述，其中一个圆圈代

之外并无其他共同点。基于以上理由，我

较小的组间实验得以开展。

表社区，另一个代表“我”。每组图示与

们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多重比较的选择项

测试时间为星期二和星期五的午餐时

相邻组别以增加相交面积的方式进行区分。

里选择邦费罗尼（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同时，邦

间，１１：３０—１３：４５。实验中所使用到的工具

相交的面积越大，该环境中居民所感受到

费罗尼也相对更适用于对成对、较小数据

有：调查问卷（ＳＣＳ—Ｒ，ＩＣＳ），手工制黑板

的城市包容感就更大。

的分析。

及粉笔（图４（ａ））；投影仪、电脑以及一段

Ｃ．采访

５．５测试设置和条件

预先录制好的影像，影像内容为人们在黑
板上绘画（图４（ｂ））。

万方数据

我们在被访者合适的时间对其进行了
采访。采访地点由被访者在被访者工作处

Ａ．两组对照试验
我们进行了两组对照试验以获得午餐

创意与设计ｌ国际会议专题ＩｎⅫｎａｔｉ∞ａＩ

图８（ａ）使用图形作为基础（ｂ）使用图形作为灵感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ｐｉｃｓ

１０１

图９各试验中使用图形的参与者数目

时间校礼堂咖啡馆内联结性和包容性本底

试验Ｃ

别。这表明我们所使用的量表是可靠的。

水平的有效基线。通过对照试验和其他实

最终试验Ｃ进行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

由此，我们将两个对照试验的结果合并。

验结果的对比，我们可以获得更加可靠的

星期五。与试验Ｂ相仿，我们在试验Ｃ中

对照试验的平均分值为５４．９０，标准方

试验数据。对照试验的测试时间为２０１３年

再次使用了投影仪。与之前不同的是，本

差７．７８，标准误差１．２３。与试验Ａ的结果

５月１４日以及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８日。这２０名

试验中我们将如何使用几何形状的暗示（将

比照，试验Ａ平均分值为６０．４０，标准方差

参与者仅需填写与其他组别参与者一致的

这些形状与自己的绘画结合，而不是仅在

６．３５，标准误差１．４２。试验Ｂ的ＳＣＳ—Ｒ平

调查问卷（包括ＳＣＳ—Ｒ和ＩＣＳ相关内容）。

几何形状外面进行绘画）作为投影内容展

均分值为６８．７５，标准方差６．５３，标准误

示出来（图７）。

差１．４６。试验Ｃ平均分值为６０．７５，标准

试验Ａ
Ａ组测试时间为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２日。两

本试验将得出，是否需要使用几何形

个相同的黑板被放置在通往礼堂咖啡馆的

状作为约束，使用几何形状作为约束是否

隧道内的自动售货机的两侧（图５），黑板

有价值的结论。在上文中，我们提到，这

Ｂ、Ｃ之间的统计显著差异来判断，它们的

旁提供有彩色粉笔。我们打印出“留下你

些几何形状代表着生活中公共空间内现实

ＳＣＳ—Ｒ分数有显著不同（Ｐ＝０．０３７，０．０００，

的印记”字样并将其悬挂在黑板上方。每

存在的情况（建筑物的门和窗），这些真正

０．０２２）。表中结果同时表明，测试Ｂ和

一位在黑板上分享事物的人都被邀请并填

的公共空间才是本概念最终实施的目标地

测试Ａ（Ｐ＝０．００２），测试Ｂ和测试Ｃ（Ｐ＝

写了与对照试验中一致的问卷。由于大部

点。我们希望根据试验Ｃ的结果得知参与

０．００２）这两组试验对比中，ＳＣＳ—Ｒ分数也

分参与者的观看或分享行为仅牵涉两块黑

者们是否会使用提供的几何形状，从而对

有显著不同。但测试Ａ和Ｃ之间并无统计

板中的其中一块，第二块黑板的存在是多

我们的概念进行微调。

显著差异。

５．６结果

Ｃ．个体社区包容性量表ＩＣＳ

余的，在后续实验中被撤消。
测试Ｂ

测试Ｂ在测试Ａ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字

Ａ．几何形状使用情况的观察结果
在试验Ａ中，２名参与者使用了几何形

方差７．２９，标准误差１．６３。
如表３所示，从对照试验与实验Ａ、

对照试验的平均分值为３．９０，标准方
差０．８４，标准误差界限０．１３。试验Ａ平均

化元素，其余部分与测试Ａ类似。测试时

状作为绘画的基础或灵感。在试验Ｂ中，

分值为４．５０，标准方差０．６０，标准误差界

间为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８日。我们预先录制了

６名参与者使用了几何形状作为绘画的基础

限０．１４。试验Ｂ平均分值为４．８５，标准方

一段长度约为２小时的人们随机经过黑板

或灵感。在试验Ｃ中，１５名参与者使用了

差０．６７，标准误差界限０．１５。试验Ｃ平

并进行绘画的视频，将其投影在板上（图

几何形状作为绘画的基础或灵感。图８给

均分值为４．５５，标准方差０．８３，标准误差

６）。每一位在黑板上分享事物的人都被邀

出了其中一些例子。

Ｏ．１８。

请并填写了与对照试验及测试Ａ中一致的

Ｂ．社会联结性量表修订版（ＳＣＳ—Ｒ）

问卷。

万方数据

两个对照试验的结果并无显著统计差

使用ＳＰＳＳ对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对照试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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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给出暗示仅仅导致参与者
们使用几何图形进行绘画的行为（见上文

验Ａ中的参与者所感受到的联结感与包容
感类似。由此，假设Ｈ４成立。
６．２ ＳＣＳ—Ｒ量表

将所有试验结果的平均值进行比较，
与对照试验相比，所有其他试验中参与者

表３各试验ＳＯＳ—Ｒ分数的邦费罗尼ＳＰＳＳ结果

们所感受到的联结性都有显著增加。．
结果表明，试验Ａ与对照试验有统计

试验Ａ，Ｂ，Ｃ的结果平均值有显著统计不

些参与者仍是极少数。

显著不同。这意味着，当空间中存在一块
可以与之互动的黑板时，空间内人群之间

同（Ｐ值分别为０．０３１，０．０００以及０．０１５）。

Ｈ３：参与者在得到“可以使用几何图形

试验Ｂ对试验Ａ，试验Ｂ对试验Ｃ，以

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的暗示后，将不

的联结性增加。试验Ｂ，Ｃ与对照试验之间

使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

具有与此类似的差异性。

及试验Ｂ对试验Ａ的ＩＣＳ量表的分值无统

在试验Ｃ中，我们在黑板上使用投影

由霍桑效应（Ｈａｗｔｈｏｒｎｅ Ｅｆｆｅｃｔ）的存

方式给出了暗示。在这种情况下，相较试

在，我们知道，任何引起参与者注意的环

验Ａ，Ｂ的结果，试验Ｃ中较多的参与者在

境影响或变化对参与者所感受到的联结感

绘画中使用了给出几何的图形作为绘画的

均可产生影响。必须承认的一点是，试验

计显著不同。

六、讨论

本研究为探索性研究，研究目的旨在

一部分或绘画灵感。在试验Ｂ中，使用图

寻求项目初期所寻求问题之解。我们己将

形的参与者数目是试验Ａ中的２倍多（图

这些问题使用提出假设的形式分解为若干

９）。

小问题。
相对本概念所关注的研究目标“城市”

结果之间的不同是否完全是由于黑板的设
计尚未明确。无论如何，试验Ａ表明，试

验结果确实产生了差异，尽管试验Ａ更多
观察ＳＣＳ—Ｒ和ＩＣＳ的统计分析结果，

将试验Ｃ与试验Ａ，Ｂ进行比较，我们可以

而言，试验以一种更可控的方式在一个较

得出结论：是否给出“使用几何图形作画”

小的环境中进行。必须指出的是，试验结

的暗示对参与者所感受到的社会联结感及

是作为试验Ｂ、Ｃ的参照，在试验Ｂ、Ｃ中，
我们更多关注了数字增强的部分。试验Ｂ、
Ｃ与对照试验之间的比较与试验Ａ类似。
Ｈ５：在公共空间中让参与者在黑板上
以设计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不能增加参与

果的有效性局限在当前试验环境下。下述

包容感并无影响。然而，参照图９，在与黑

讨论中，我们假设，本试验所得结论对城

板进行交互时，所给出的“使用几何图形

者对空间以及相同空间内其他事物的联结

市环境同样有效。

作画”的暗示以及其他参与者使用几何图

感。

６．１几何图形的使用

形作画的行为，确实可以导致参与者使用

Ｈ２：参与者将不使用几何图形来作为自

几何图形进行作画。

所有试验的结果都与假设Ｈ５相矛盾。
此处，我们可以推断假设Ｈ５不成立。由此，

根据这些比例进行推断，最终更多参

似乎我们可以做出推断，在公共空间中让

第二个实验与最后一个实验的结果都

与者们使用几何图形进行作画的确实行为

参与者进行自我表达可以增加参与者的联

表明，当没有任何使用几何图形的暗示给

可以推翻假设Ｈ３。基于以上几点，在本概

出时，仍有一小部分参与者会使用这些图

念的最终版本中继续使用几何图形是有意

形作为绘画的基础或灵感。由此，我们可

义的。

我表达的方式。

以完全推翻假设２。在不给出暗示的情况下，

Ｈ４：：参与者在得到“可以使用几何图

尽管确实有参与者使用了这些图形，但这

形来作为自我表达的方式”的暗示后的联

结感。这一推断引发了研究者们的深思：
在结果层面试验Ａ、Ｂ、Ｃ之间是否存在显
著差异。

试验Ａ与试验Ｂ：试验Ｂ与试验Ａ有显
著不同。使用数字化增强的方式使参与者

与他人进行实时互动对社会联结感有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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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各试验ＩＣＳ分数的邦费罗尼ＳＰＳＳ结果

细的论述。
结果表明，试验Ａ与试验Ｃ并无显著
差异。这意味着数字化增强对参与者所感

间的结果进行比较，并无显著差异。测试Ｂ

受到的社会联结性并无任何影响。可以推

与测试Ｃ之间的结果也无显著差异。由此，

论在这些情况下，精细设计的数字互动可

假设Ｈ８不能被推翻。

以取代与环境之间的物理性互动，而并不
影响参与者所感受到的社会联结性。

此处ＳＣＳ—Ｒ量表的统计分析结果与ＩＣＳ

通过合作成为某种体系的一部分的感觉。
当参与者们看见其他人在现实中或者
是投影中进行绘画的时候，反应如下：“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一起做一件事情。

量表的统计分析结果产生不一致性。就此，

如果他们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块黑板上进行

ＩＣＳ量表可能缺乏敏感性和有效性，对于此

绘画会影响我更多。我们是一起在做这件

以没有像对照试验和其他试验间一样表现

类试验的适用性值得质疑。

事情，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我画画

出显著差异，是因为霍桑效应。这一观点

６．４采访

的时候看见了黑板上画好的猫胡子。它们

有人认为测试Ａ与Ｃ之间的结果之所

我们将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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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在邀请我一样。我还看见一个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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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时刻”的回答中，参与采访的ｌＯ名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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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使用设计好的黑板进行自我表达对参

程，包括偶发性事件（例如在荷兰，火车

特别好玩的就是投影里面突然出现一个人

与者的联结感不造成影响。

的突发故障）以及特殊情境（例如节日）。

开始画跟我画的差不多的东西。这特让我

当将测试Ａ、Ｂ、Ｃ的结果与对照测试

这个事实向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将人们与

觉得高兴。”已有画作可对参与者造成影响，

相比较时，参与者在非对照实验中均体验

陌生人联系起来的事件可以导致包容感的

降低参与者的心理阈值，邀请观望者参与

到较高的被包容感。这可以从统计学意义

增加。

绘画。被访者描述看到他人绘画时的感觉

上推翻假设Ｈ７。由此可以推测，参与者参

在一些个案中，有人在被访问者所绘

与互动的任何行为，包括仅仅留下“印记”，

制的图形上进行了扩展绘画。这些情况里

当祓要求描述“看到自己的绘画成为

都将导致参与者感受到更高的社区融入感。

面我们所收集到的反馈强烈而类似。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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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享等方式对参与者的被包容感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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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感觉到被排斥。我觉得好像我们真

影响。

去，我对于其他人来说挺有帮助的。”参

的一起在创造什么东西一样，可实际上我

与者们有互相帮助的感觉，并且喜欢这种

们压根就不认识。”这似乎是参与者们的

对测试Ａ与测试Ｂ，测试Ａ与测试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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