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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都會人口密集，居住空間重新分配，集合式住宅已是台北都會區居住型態的

主流，隨著住宅市場之都市化演變，住宅市場的供給面對於集合住宅的產品規劃

也較以往複雜1，換言之，建商主導整個住宅供給市場，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

我國住宅供給市場特有同一社區建案規劃多種坪數產品之現象2，成為建商獲取

超額利潤之投資策略之一。 

    台灣住宅市場的生命週期3分為四個階段（參照圖 1-1），即投資、生產、交

易以及使用階段，住宅市場的供給面主要為投資、生產乃至於交易，加總前述三

個生命週期之期間仍遠不及使用階段期間來得長遠，然而，主導住宅市場供給面

的建商存在利潤考量有多種面積規劃之產品，易忽略住宅市場應以「使用」為目

的，且集合住宅聚居的方式，不僅改變了住戶間接觸機會與共用關係之生活密

度，亦常見集合住宅在管理維護上糾紛、爭議不斷。  

 

 

 
圖 1-1 住宅市場生命週期 

     在過去供給者研究中，台灣建商將住宅產品規劃不同面積種類產品之特別

現象，僅在住宅市場的供給面被討論。郭益銘、張金鶚（2008）研究顯示不同面

積之住宅產品進行投資組合成為建商降低風險與穩定報酬的手段，然而，產品異

質可能進一步形成購屋者異質，造成社區生活品質不穩定，產生負面影響。是故，

                                                           
1 住宅之產品定位具有許多不同面向，包括建材、景觀、公共設施配置等規劃，本研究聚焦於住

宅面積規劃上。 
2 郭益銘、張金鶚（2008）住宅面積為住宅之重要特徵，我國都市土地資源稀少，此限制下生產

者與消費者均十分注重住宅面積大小。亦即同一社區中常存在多種面積規劃，在數種不同面積產

品混合之下，可能造成個案目標市場擴大、客層增加，進而提升個案銷售率。 
3 張金鶚（2003）房地產投資與市場分析理論與實務，上篇：房地產投資分析，第 8 頁。投資→
生產：約需 1~2 年或 3~5 年甚至 5 年以上；生產→交易：需 1~2 年；交易→使用：通常為幾個

月；使用→投資：源於房地產的耐久性，使用時間可長達 40~50 年。 

供給面：面積混合 需求面：管理維護 

time 

交屋 

生產 交易 投資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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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混合可造成供給與需求面之矛盾，本文試圖延伸過去此現象在需求面探討的

不足，並彌補「面積混合度」之衡量限制，能更確切掌握至所有面積及其對應之

戶數，而非僅離散程度，期於學術上提供更客觀的衡量標準作為本文探討主軸。 

     對於需求者住戶而言，過去購屋者行為理論指出購屋者面臨坪數選擇時，

隱含不同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家戶人數等不同的背景之考量（Lu,1999；
陳建良等，1998； 張維升、張金鶚，2008）。則此種實體上（physical）的坪數

混合，將可能造成購屋者（non-physical）的屬性混合。意即供給面的住宅面積

混合（housing mix）是否意味著購屋者的異質（social mix），居民的基本背景屬

性不同，其社區意識組成的因素構面也將有所不同。一般而言，若坪數集中，住

戶之生活水準及背景較一致且較易溝通，因此其居住水準較高；如果坪數分散，

則因住戶階層分佈較廣泛，彼此不易取得共識，該社區的衝突也較多、社區參與

意願亦相對較低。因此，本文欲探討從供給面購屋面積不同之需求者，可推測不

同生活水平、背景之使用者及不同使用目的4，將可能會產生社區意識、社區參

與意願及社區衝突的社區問題，此社區問題在本質上乃不易客觀衡量與釐清之解

釋變數，若運用傳統迴歸模型易忽略其互為因果之關係，故本文試圖藉由路徑分

析釐清建商供給面面積混合策略是否會對後天需求面之社區問題（社區衝突、社

區意識及社區參與）產生衝突？即產生供給者與需求者間相互矛盾？ 

    住宅面積混合現象可與國外近期住宅混合策略進行比較。國外為了防止居民

同質性過度集中，透過混合住宅面積的規劃提升居住群體的異質性，藉由住宅混

合政策去達到社會混合的效果，但混合後對於後續社區管理維護之實證研究或文

獻探討甚少，未獲得應有之重視。此策略近期研究指出多數住戶並不喜歡混合社

區，其中有類似原因認為在不同特徵的住戶他們其實互動很少，甚至產生社區意

識、社區參與及社區衝突之負面外溢效果。有趣的是此三者同時為影響社區管理

維護運作之重要因素，意即社區衝突、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此三個社區變數為面

積混合之後因變項，亦同時為管理維護績效之前因變項，且三者間顯然又存在因

果關係，構成本文路徑分析之應用，實為本文之重要發現。 

    除面積混合之外，過去研究均認為影響管理維護績效尚須考量新舊社區及社

區規模。前者係指若面積混合隱含購屋者異質而產生意見不和睦，遷徙理論認為

當不滿意程度超過忍受門檻時遷徙就會產生，在經過長時間的搬遷變成舊社區，

該社區住戶是否在搬遷的過程中易找到背景、生活水平較相近且「門當戶對」的

鄰居？相較於新社區是否舊社區將減少混合所造成的不和睦，有利於管理維護績

效？後者則認為規模愈大的團體，住戶的意見也愈紛雜不利於管理維護。因此，

本文與過去不同，乃同時考量面積混合、新舊社區及大小規模。並做交叉比較，

究竟新舊社區及大小規模影響管理維護力量較大？或是面積混合影響較大？ 

                                                           
4 例如標準三房推測該產品客層主要為自住或換屋型客戶；小坪數套房則訴求對象常為投資或

投機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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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總結前述，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一）台灣特有建商存在利潤考量而有面積混合策略之供給面研究，本文延伸至

管理維護需求面探討，探討此種產品異質性隱含住戶異質性，對於管理維護績效

影響為何。 

（二）過去研究面積混合度衡量僅為離散程度，本文則更確切掌握至所有面積及

其對應之戶數，提供更客觀的衡量標準作為本文探討主軸。 

（三）釐清面積混合對於管理維護績效之影響是否存在解釋變數間互為因果之限

制迴歸取向，並是否須透過中介變數為間接影響路徑，而非傳統迴歸直接影響？

又何者影響效果較大。 

（四）有別於過去研究，乃同時考量在高低混合情況下，不同群體（新社區/舊
社區、大規模/小規模）相互比較是否有差異性。混合與新舊社區、大小規模何

者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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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名詞界定 

一、研究問題 

  根據上述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研究可歸納出以下研究問題： 

（一）集合住宅供給者之建商已有研究指出規劃面積混合造成需求客層分布較

廣，成為投資組合之分散風險策略。本文延伸至需求者探討，對於真正使用者住

戶而言，是否因面積混合之異質性隱含住戶異質性而不利於社區管理維護績效？  

（二）過去研究指出面積混合會影響社區衝突、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又此三者

亦為影響管理維護績效之前因變數，且彼此間顯然存在互為因果關係，過去量化

研究甚少考量限制迴歸取向。遂引發本文探討面積混合對於管理維護績效之影響

是否須透過中介變數為間接影響，而非傳統迴歸模型為直接影響？又透過哪個途

徑之影響總效果為最大？ 

（三）除了面積混合，過去管理維護研究認為時間因素─屋齡與屬性─規模為重

要影響因素。混合社區經過長時間搬遷之磨合期變成舊社區，是否將減緩因面積

混合所造成的管理維護負面影響？同樣地，規模較小較易達成共識是否將減少混

合所造成的不和睦，有利於管理維護績效？最後進行交叉分析，究竟新舊社區及

大小規模影響管理維護力量較大，還是面積混合影響管理維護較大？ 

二、名詞界定 

（一）住宅混合 

  住宅混合（housing mix）為國外當前都市議題，係為了防止種族隔離或貧民

區過度集中，換言之，為避免同質性社區過度集中，國外有以面積為混合單位基

礎的政策，重組鄰里社區並混合高低品質的住宅，背後的假設是希望透過混合鄰

里環境，使更多人產生互動與流動效果，達到降低住宅隔離的目的。 

（二）住宅隔離 

  住宅隔離（house segregation）較早源自於分區管理（zoning）的居住單元類

型的劃分、鄰里單元的設計及排斥黑人等其他相關政策，並認為同質性人群喜愛

住宅隔離創造出其安全性和生活舒適度的保障，分化的空間格局為他們創造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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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性、準入性5的住居環境，對維護自身利益提供了保障。 

 

（三）購屋者異質性/同質性 

  住戶在選擇住宅時，單價乘以面積為總價，進ㄧ步形成「負擔能力」之經濟

意涵，本文主軸為衡量社區面積混合度及社區整體管理維護績效，故係以「社區」

為研究單位，又該社區之地價已先決定了住宅單價的水準，因此，同一社區內之

面積種類決定了總價形成不同之「負擔能力」。常見住戶以面積大小藉此作為選

鄰居的標準，隱含不同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家戶人數等不同屬性，代表

的係以不同住宅面積產品區隔不同需求客層，亦即混合程度愈高，則住戶階層分

佈較廣泛其異質性愈高；反之，若混合程度較低，則有較高之同質性。 

（四）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 

   本文所指管理維護（building management）或稱為物業管理（property 
management）。在客觀績效方面，其內容包括公共安全與門禁管理、公共衛生與

環境景觀、公共設施與公共空間；在主觀績效方面，除上述三個項目外，另外加

入管理維護提升房價效果之項目，以觀察管理維護表現是否會影響到房價。 

 
 
 
 
 
 
 
 
 
 
 
 
 
 
 
 
 

                                                           
5 此指社區居民背景及屬性一致將較容易進行社區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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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 

一、研究方法 

（一）因素分析 

  運用 SPSS 軟體進行因素分析，主要目的係針對較抽象或無法直接量測的變

數，簡化成少數幾個因素，如本文之社區意識等資料找出其結構，以少數幾個因

素來解釋一群相互有關係存在的變數，而又能保有原來最多的資訊，達到資料簡

化和分類。 

（二）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係指採用同樣的方法對同一對象重複測量時所

得結果的一致性程度。本研究係採α信度係數法：α係數評價的是量表中各題項

得分間的一致性，屬於內在一致性系數，適用於意見式問卷量表的信度分析。效

度（validity）即有效性，係指測量工具或手段是否能夠準確測出所需測量的事物

的程度，分為收斂效度、區別效度及建構效度，為檢測變數的構面與當初問卷設

計之各構面題項相符合，或有無共線性問題。 

（三）實證分析─線性結構方程模式  

  本研究係以AMOS軟體進行線性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之路徑分析為主要分析方法，一般迴歸模式與計量經濟模型主要是探討顯

性變數之間的關係，迴歸分析強調顯性內生變數與外生變數之間的關係，而結構

方程模式則是綜合了此兩種型態的模式。包含了測量模式（說明可觀測變數與潛

在變數之間的關係）以及結構方程模式（說明潛在內外生變數之間的關係）。 

（四） 兩群結構方程模式之分析 

    本研究除進行結構方程模式之路徑分析外，亦將進行研究對象的相關背景因

素（新舊、大小規模）對主要變數間所產生的影響加以討論，探討群組間差異到

底從因素結構、路徑係數、截距項抑或結構共變數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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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資料6，調查時間為 2005 年 7 月 22 日郵寄問卷，後續

配合電話催收方式，截至 9 月 22 日為止。而後，2008 年 6 月 23 日至 30 日止，

再透過台北市建管處公寓大廈科之報備資料，補充面積種類及其對應戶數之資

料，以利建立「面積混合度」之衡量指標。 

（二）地理範圍 

  隨著公寓大廈社區之發展有愈來愈多的趨勢，根據國泰房地產指數季報之市

調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每季大廈推案類型以台北市為最主要範圍，因台北市都市

化程度較高且人口密度為全台之冠，故住宅型態大多以集合住宅為主，有助於觀

察本文之面積混合現象。其次，為考量樣本的代表性與資料取得之便利性，因此，

選定台北市作為地理研究範圍。  

（三）研究對象 

  基於資料取得之便利性，本文問卷對象針對北市已報備管理組織的公寓大廈

共計有 3,127 筆，扣除辦公大樓 242 筆及遺漏資料 8 筆，母體資料調整為 2,877
筆。有效問卷共計 325 份，回收率為 11.30%，剔除沒有舉辦活動的社區樣本共

307 筆有效問卷。 

 

 

 

 

 

 

                                                           
6 本研究採用陳香妃、張金鶚、葉毅明（2007）之問卷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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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流程 

一、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其內容主要說明研究動機與研究問

題、研究問題與名詞界定、研究方法與研究範圍，以及研究架構與流程；第二章

為「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主要分為住宅混合（隔離）與管理維護兩部分相關

理論與文獻，前者探討國內外住宅混合（隔離）理論之背景、動機與目的之異同，

歸納出混合策略造成之影響；後者以居住環境品質理論為基礎，了解管理維護績

效之形成因素，最後圖示國內外住宅混合背景差異，試圖找出面積混合影響管理

維護績效之關鍵因素，作為研究假說建立之理論基礎。第三章為「資料說明與樣

本資料分析」，其內容為研究設計與樣本資料分析，樣本資料分析主要內容為資

料取得、混合度之衡量、因素分析、信度分析及效度分析，係為了保證問卷具有

較高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根據分析結果篩選問卷題項，調整問卷架構，從而提升

問卷的信度和效度。第四章為「面積混合對管理維護實證結果」，主要內容為理

論模式配適度之驗證與路徑分析，前者主要為檢測整體模式的理論因果模式圖與

實際資料是否適配與潛在變數內部是否一致性；後者則根據結構模型圖驗證台灣

集合住宅面積混合對於管理維護績效之直接或間接影響路徑，並探討何者為最大

影響效果。第六章為「面積混合與新舊社區、大小規模之差異」，同時考量高低

住宅混合情況下，新舊社區與大小規模不同群體是否有組間差異性，找出差異來

源，並比較混合與新舊社區、大小規模對管理維護績效影響何者較大。第五章為

「結論與建議」。 

二、研究流程 

  經由上述研究架構之說明，本文之研究流程如下圖 1-2 所示： 

 



集合住宅面積混合對社區管理維護影響之線性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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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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