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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回顧混合理論與管理維護兩部分相關理論基礎與文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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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混合策略所可能

造成之影響；後者則以居住環境品質理論為基礎，了解哪些因素係影響管理維護

績效，釐清面積混合影響管理維護績效之關鍵因素。本章分為四部分，第一節探

討住宅隔離與住宅混合理論之相關文獻；第二節為管理維護之相關文獻；第三節

為國內外混合之比較；第四節則總結上述理論基礎，建立線型結構方程模型之假

說。 

第一節 住宅隔離與住宅混合之理論基礎 

一、 住宅隔離理論 

（一）定義 

  Li, Xue, Wei（2007）早期的芝加哥學派採用人類生態學的觀點、運用“入

侵”，“演替”、“競爭”等對居住空間進行研究，住宅作為不同居住人群的主

體出現並構成社會區（social area）。而個人行為、種族和文化差異也被認為是住

宅隔離的主要原因。而 Clark 實證住宅與居民的“家庭生命週期”及其住宅選擇

的傾向（housing preference）為緊密聯繫。總體上，城市居住空間隔離被視為個

人選擇、組織（機構、政府）影響、社區網路及特定政治經濟背景影響的綜合結

果，其中又以個人選擇（所得、家庭型態等）之影響最為重要。 

（二）正面說法 

    住宅隔離（House segregation）理論一直是先進國家爭議的議題，同質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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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保護性、準入性7的住居環境，為維護自身利益提供了保障。Hise（2004）並指

出住宅隔離被視為區劃法的必然結果，典型的例子如商業區、居住區等的劃分、

分區管制（zoning）8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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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認為居住隔離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與所謂“社會網路”

（socialnetwork）概念相聯繫（Portes and Zhou,1996）。在此背景下，住宅隔離常

被視為維持鄰里社區的共同特徵，具有不可逆轉性（Grant, 2002），此種居住隔

離 現 象 包 括 了 種 族 隔 離 、 所 得 社 經 地 位 隔 離 與 教 育 程 度 差 異 等

（Ostendorf,2001 ;Galster, 2002;Andersson et., 2007）。故空間元素構成的社會隔離

也普遍存在，如︰赫斯曼時代巴黎的樓上樓下居住隔離，Manchester 前街後街的

                                                           
7 此指社區居民背景及屬性一致將較容易進行社區融合。 
8 Grant（2004）指出 Zoing 於 1920、1930 年代廣泛被採用，這個根深蒂固的分居概念使用遍佈

北美，它變成是個受歡迎且適度的約束契約，去維持鄰里社區的共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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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隔離等（Marcuse and Kempen, 2002）。 

（三）負面說法 

  然而，荷蘭與北美等國家害怕造成種族隔離或興起貧民過度集中，Wilson
（1987）就引起很大的爭論，認為鄰里社區同質性高（集中失業者、沒有技能、

犯罪者、年輕黑人），工作上會帶來負面的社會化過程，甚至有污名化的烙印，

此種現象又稱之為「所得的鄰里社區」（income neighbourhoods）（Ostendorf, 
2001）。由上可見，居住隔離模式一方面可為聚居的特定群體帶來一定利益，居

住品質控制較易有立竿見影的管理效益，但另一方面也帶來嚴重的社會與空間排

斥（Li, Xue, Wei, 2007）。 

二、 住宅混合理論 

（一）定義 

    在居住區尺度與密度上，住宅混合（housin mix）理論主張可以帶來多方面

的社會效益。Fainstein（2005）指出「多樣性代表了住宅規劃師們新的指導原則。

這一新原則已經同以往強調均質劃分地塊（segregation of homogeneousdistricts）
的規劃理論形成了對立」。住宅混合模式之涵意︰多樣化的人群架構，多樣化的

景觀、房屋設計，多樣化的住房契約，差異化的價格，混合的功能的公共領域等

等，並可達到社會融合進而降低貧窮率。然而，由純粹環境改造出發的貧困社區

重建項目無一例外的都失敗了（Downs, 1999），因此，國外早於 1975 年9左右便

提出直接地藉由「住宅混合」（housing mix）政策去達到社會混合的效果；此外，

前述住宅隔離理論早期之分區管制（zoning）已開始修正並提出包容性分區管制
10（Inclusionary Zoning） （Grant et., 2004）。此兩者皆認為藉由住宅混合是最直

接且政府介入達到社會混合較合法的手段，且近期更有以住宅「面積」為基礎之

混合政策，重組鄰里社區並分區混合高低品質的住宅。如 Jacobs（1993）提出以

面積為功能的混合、短距離的街區、不同時代的建築物以及足夠密度的聚居人群

等，並認為混合模式具有住戶組織的複雜性（organized complexity）。換言之，

住宅混合模式之複雜性，不僅指建物實體上（physical）的異質性，尚包括了鄰

里社區重整時所帶來人的屬性（non-physical）異質性。 

 

 
                                                           
9 Borevi（2002）, Välfärdsstaten i det mångkulturella samhället , Elanders Gotab, chap. 6 
10早期傳統分區管制（zoning）衍生出必要設施不足、社會階層隔離、弱勢團體福利與權利之漠

視等弊端，修正為包容性分區管制：要求大基地住宅，提供其新住宅一定比例須為平價住宅給中

低收入戶家庭購買，已消除排他性分區管制漠視中低收入戶福利與需求之缺失。開發商突破早期

既有排斥性技術與財物門檻限制問題，以達社會共享、照顧弱勢團體之社會混合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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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面說法 

  承如住宅隔離理論所述，為了防止此種同質性居民的過度集中，國外紛紛提

出社會混合（social mix）與住宅混合（housing mix）政策，二者可以相互促進，

其主要理由均認為住宅混合可以帶來生活水準上的轉變良機，提升社區質量並達

到社會流動或稱社會互動之社會混合效果，改善社會弱勢群體的居住質量和社會

地位，此為住宅混合理論之正面說法。 

（一） 負面說法 

  以住宅混合替代社會混合的政策，並非一致性的達到社會互動的目的與獲得

好評，近期亦有文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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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特徵的住戶間互動很少，且認為混合後會減損住宅資產的價值而排斥混合政

策（Kearns and Parkes, 2003; Blokland, 2003），換言之，住宅混合（Housing mix）
是否能達到社會混合（social mix）的社會流動與互動的目的，Musterd and 
Andersson（2005）認為尚須要許多相關社會學理論去驗證支持這樣的想法，尤

其在混合政策下，住戶之間參與與社區意識問題也應獲得重視，不過此方面的實

證研究資料相當缺乏。因此，本文以國內特有的建商面積混合策略，同樣都以面

積為單位，某種程度均達到混合鄰里社區之住宅混合，雖然本研究受限於無住戶

的屬性資料，無法驗證購屋者屬性之異質性，但欲探討混合對管理維護之影響，

應以社區為研究單位，從社區的角度出發，本文以住宅混合理論為基礎，計算面

積混合度象徵產品之異質性，並驗證國內建商住宅混合是否會如同國外住宅混合

策略，增加社會流動或稱社會互動之社會混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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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理維護之相關文獻 

一、住宅混合對管理維護之影響 

    從管理維護需求面，國外文獻指出住宅混合（Housing mix）政策並非一致

性的達到社會互動的目的與獲得好評，多數住戶並不喜歡混合社區，除住戶間互

動參與很少之外，並認為混合後會減損住宅資產的價值而排斥混合政策（Kearns 
and Parkes, 2003;Blokland, 2003）。換言之，住宅混合（Housing mix）未必能達到

社會混合（social mix）的社會流動與互動參與的目的（Musterd and Andersson, 
2005），混合地區呈現特殊的挑戰即社區衝突、社區意識難以凝聚、減少互動參

與 之 社 區 負 面 外 溢 效 果 （ Tunstall and Fenton,2006; Musterd, Ostendorf, 
Sankey,2004）。然而，好的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已有研究指出社區衝突、社區

意識及社區參與均為重要因素（溫豐文，1997；陳香妃、張金鶚、葉毅明，2007；
朱芳妮，2008），有趣的是，此三者同時為混合後所造成之社區負面外溢效果。 

二、居住環境品質理論 
  透過國內居住環境品質理論得知，居住環境品質視環境可居性高低而定，此

謂可居性係指居對當地實質環境的感受，此感受反映著居民對日常生活的需求與

慾望，而居住者對管理維護績效的評價，常因住戶屬性不同而呈現顯著差異

（Adepoju, 1974），張世達（2000）更進一步指出不同性質團體有使用公共設施

的強度及頻率、管理費分攤標準等社區衝突問題。因此，混合並不一定能達到提

升社區質量並達到社會流動或稱社會互動之社會混合效果，尚可以產生社區衝

突、降低社區意識、社區參與之社區負面外溢效果。本研究對於國內住宅混合之

議題，傾向於住宅隔離理論之正面看法，認為適度分隔的空間格局，創造出同質

性的住居環境，且社區凝聚力易得到增強（Boal, 1987）。總結上述，雖然面積混

合對於管理維護績效之影響尚未獲得實證或關注，僅能經由住宅混合理論得知面

積混合將影響社區衝突、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之社區負面效果，又此三者同時為

影響管理維護績效之前因變數。 

    值得注意的是，國外住宅隔離可追溯早期區劃法分區管制等住宅隔離策略，

我國則無明確的政府策略去劃分住宅分區或隔離住戶，故隔離在本質上與適用上

尚與國外不同，我國傳統住宅就分區空間上較常見窮人與富人以住宅類型（如透

天、別墅）作為隔離，因應地狹人稠逐漸發展為集合住宅類型而言，在空間上則

較難以達到住宅隔離的效果，但國內特有之面積混合現象，張玉貞、張宗銘等

（1993）提出觀點認為常見以社經條件如坪數大小，作為區隔居住者異質之生活

水平的重要指標，而管理維護亦可透過先天之產品規劃（如坪數），使其獲得最

佳的管理維護，遂引發本文將建商面積混合度之供給面實證分析，延伸至住戶社

區管理維護績效之需求層面，並驗證國外混合後之社區負面外溢效果在國內是否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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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住宅混合之比較 

一、 國內住宅混合背景描述 

    住宅混合意味著將吸引人們在不同年齡和階段的生活，以滿足不同的市場定

位（Gurran et., 2008）。常見國內住宅以坪數、類型「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界定相對應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者去購買這樣的產品（Vesselinov, Elena, 
Cazessus, Falk, 2007），不同需求群體有不同住宅單位面積的偏好，作為次市場區

隔（Wolverton, Hardin, Cheng, 1999）。而建商主導整個住宅供給市場，若住宅產

品趨向於同質、非差異化則需求就會消失，故建商為了避免於其他公司非必要的

競爭，將盡力在空間上如：面積等條件差異化產品（Leishman, 2001）。是故為了

追求利潤最大化，台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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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而這種擴展產品線的行動是為了滿足消費者不同的需求、從新的區域吸引客

源（Xavier, 1999）。數種坪數混合規劃楊宗憲（2003）指出在台灣，實務上慣以

「主力坪數」描述個案之面積，而主力坪數一詞背後即隱含著其他『非主力坪數』

之存在，換言之，不同面積可作為區分次市場之變數，並隱含著住戶不同需求與

偏好。 

    Li, Xue, Wei（2007）更進一步指出，亞洲國家住宅區的垂直式「社會階層

化」開始出現，故在住宅戶數、面積型態上將走向混合模式，都市集合住宅的社

會階級化差異正轉化為「空間階級化」，出現不同面積類型住宅的空間分隔。此

種住宅混合有別於有限的住宅單位且確保社區凝聚力發展的西方國家，在計算住

宅混合時，公認以獨棟之基地特性為並不適合以混合度百分比方式計算（Sharp, 
2004），住宅混合度較適合台灣等亞洲國家。 

二、混合單位之不同 

    然不同於國外獨棟類型與分區式混合單位，有別於西方國家「水平式」混合

單位，我國都市集合住宅亦有此種空間元素構成的居住隔離與混合現象，係「垂

直式」以樓層為混合單位。Li, Xue, Wei（2007）指出中國大規模舊城改造和新

區房地產開發塑造了以豪華別墅區、高級大公寓區為代表性高收入居住區，以安

居工程和經濟型小套房區為中低收入居住區，隨著單位社區的瓦解，居住區的垂

直式「社會階層化」開始出現，故有規定建築面積 90m2 以下住宅，必須達到 70%
以上，在住宅戶數型、面積上將走向混合模式。大體上我國亦是如此，有以使用

目的區分為商場、辦公大樓或住宅等不同使用目的之型態，作為次市場之區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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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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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面積」12亦為區分住商類型的重要變數。故我國都市集合住宅的社會

階級化差異正轉化為「空間階級化」，出現不同面積類型住宅的空間分隔。 

三、混合動機與背景之不同 

    從住宅供給面比較國內外混合策略，國外最初住宅混合的概念，起因源自於

改善住宅隔離理論同質性高、過度集中之缺點，由政府主導之住宅混合的政策（如

面積、類型、租賃形式）被作為在窮人或富人期望改變其居住水準條件的時候，

增加居住區內部居住選擇模式與社會流動之工具。故國外政府之住宅供給者混合

策略，是為了達到住戶需求者之社會混合（social mix）而採用之策略，如圖 2-1
所示。 

  反觀國內供給市場則由建商主導，郭益銘、張金鶚（2008）指出產品混合之

策略隱含著建商並未分散區位與產品型態，而係以不同面積之產品作為投資組合

之工具，並指出產品定位之高混合度是市場常見現象。惟建商行銷之先天策略，

面積對於購屋者的意義在於空間需求，故當住戶在選擇住宅時，單價乘以面積為

總價，進ㄧ步形成「負擔能力」之經濟意涵，而購屋者行為理論13均指出購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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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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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異質性隱含購屋者異質性。然而，產品異質

性是否影響後天管理維護尚未獲得重視，但可根據前述居住者環境理論推估，居

民的基本背景屬性不同，其社區意識、社區參與等社區組成的因素構面也將有所

不同，有待本文驗證之。故國內供給面先天存在建商之混合策略，係為了達到分

散風險之目的，故本文根據管理維護相關理論推估，將可能影響到後天管理維護

需求面，混合的動機上有別於國外情形。 

    總結上述，本文歸納出國內外相關理論之文獻回顧架構如圖 2-1 所示： 
 

 

 

 

 

                                                           
12 經由面積可推斷是否為商辦或住宅類型，另外，亦可從面積規劃將住宅類型區分為套房、電梯

大廈及透天住宅之三大類型，其面積坪數的設計相當多元。 
13 Lu（1999）居住滿意度會被住宅配置、鄰里關係以及個人特質影響，高所得、房子較貴有較

高居住滿意度，家庭的類型（獨居跟單親家庭）相較於已婚雙親家庭有較低的鄰里滿意度；陳建

良、林祖嘉（1998）認為”家庭人數越多、工作人口越多、遷徙後居住在台北市的家戶，預期有

較多的所得來源；而戶長教育程度越高、從業身分為雇主等其他身分、已婚者，預期擁有較多的

人力資本，愈有能力提升居住品質，即遷移後住宅面積較遷移以前增加”；張維升、張金鶚（2008）
更進一步指出所得越高、居住人數越多、預期購買價格越高，較易購買到比原先預期面積大的住

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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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本研究國內外相關理論之文獻架構 

 
 
 
 
 
 
 
 
 
 
 
 
 
 
 
 
 
 

居住環境品質理論 

住宅隔離（混合）理論

供給面 Housing 
mix

需求面 Social mix               

Instead           國外        Reach
            
 

Housing mix  
     （垂直混合）  

國內 

需求面： 

共同社區管理 

供給面： 

分散風險 



集合住宅面積混合對社區管理維護影響之線性結構分析 

17 
 

第四節 研究模型假說 

    總結上述，本研究經由相關文獻所提及的「面積混合度」、「社區參與」、「社

區意識」、「社區衝突」以及「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可以了解社區的面積混合

程度越高，則住戶的異質性將會增加社區衝突，並降低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又

社區衝突增加、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降低，顯然對於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是不

利的，反之亦然。意即鮮少有相關文獻實證指出「面積混合度」對於「主客觀管

理維護績效」之直接因果關係，因此，本文透過中介變數之相關文獻，欲探討面

積混合間接透過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社區衝突等中介變數，其對於管理維護

主、客觀績效的影響途徑為何？分別建立以下研究模型假說： 

一、H1：面積混合度對社區參與、社區意識及社區衝突之影響 

    住宅管理維護品質之優劣，每個人對於產品的認知與要求皆不同，其滿意度

是非常主觀且具有差異的，若住宅品質要求較低，較容易對管理維護成果感到滿

意，由此可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績效表現常因個人屬性、價值判斷、教育程度

及對現有環境認知不同而有差異（kemp, 1995）。然而不同面積的購屋者，經由

前述購屋者行為研究指出購屋者面臨坪數選擇時，所得與家戶數為最大考量因

素，且不同所得的家戶隱含不同教育程度、婚姻狀況、職業、家戶人數等不同的

背景（Lu,1999；陳建良、林祖嘉，1998；張維升、張金鶚，2008），故產品異質

可能進一步形成購屋者異質（郭益銘，2008）。 

    然而，住戶異質性越高，Chattopadhyay（1998）指出所得等條件不同住戶其

對環境品質要求亦不同，又張玉貞、張宗銘等（1993）更進一步指出大坪數與小

坪數產品的購買者，其生活水準、購買動機大都不一致，若坪數混合在一起，會

造成彼此生活上的不適，彼此不易取得共識，意即將影響社區意識之凝聚力。此

外，朱芳妮（2008）認為混合使用將增加衝突程度，進而增加社區衝突。若面積

混合度隱含住戶異質性，Murie and Musterd（2004）指出社會同質性會促進互動

和互相支援，Ostendorf （2001）更進ㄧ步實證混合高低品質的住宅，透過鄰里

的曲線效果並無產生住戶的社會互動效果，換言之，透過住宅混合（Housing mix）
不同特徵之住戶間，他們的互動很少（Blokland, 2003）。 

    故本研究模型假說一：面積混合度越高，其住戶異質性越高，其背景、生活

水準不同不易溝通將導致衝突行為較多，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亦將愈低；反之，

混合度愈低，其住戶愈單純同質性愈高較易溝通衝突較少，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

愈佳。 

 



集合住宅面積混合對社區管理維護影響之線性結構分析 

18 
 

二、H2：中介變數間社區衝突、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之影響 

    一般而言，社區衝突愈低將有利於社區意識之凝聚，Tunstall and Fenton
（2006）指出混合社區呈現特殊的挑戰，即發生鄰居爭執或衝突，或者說更像是

發生在不同群體間的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需求、不同興趣卻又群居在一起。換言

之，社區衝突之所以發生係因彼此背景與生活水準不同所導致，然而，洪子茵、

張金鶚（2002）認為集合住宅之社區意識特別有區分所有權與公共財之複雜利益

關係，互相依賴的程度較高，混合愈高住戶異質性愈高而存在社區衝突之社區，

顯然更不利於社區意識之凝聚。再者，宋念謙、侯錦雄（1998）指出當社區意識

很高時，住戶可能較願意犧牲自己部分的時間，主動輪流投入社區管理維護事

務。換言之，社區意識較高的社區，其對於社區之活動與會議參與程度將愈高。

因此，本文在中介變數間又建立假說二：社區衝突較低，有利於社區意識凝聚，

進而促進社區參與，故三者間呈向正向關係。 

三、H3：社區參與、社區意識及社區衝突等中介變數對主、客觀績效之影響 

    陳香妃、張金鶚、葉毅明（2007）指出住戶決議事項之執行效率高、不願意

配合之住戶比例越低，主、客觀滿意度度愈高，隱含著住戶較願意採取合作的態

度，此外，社區意識愈好的社區，住戶們愈能集結起來討論、執行住宅的管理維

護工作，對於管理維護的結果也愈容易感到滿意，換言之，低社區衝突、高社區

意識與社區參與，有助於住戶們執行管理維護工作，主觀與客觀績效皆愈好。建

立本研究模型假說三：低社區衝突、社區意識與參與良好的社區，其主、客觀管

理維護績效較佳，反之亦然。 

四、H4：客觀績效對主觀滿意度之影響 

    另外，客觀績效與主觀滿意度之間，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表現之優劣，在個別

住戶之間會有明顯的差異存在，若僅以滿意度或僅以績效來衡量公寓大廈管理維

護表現，似乎無法有一較客觀之結果，當住宅管理維護在客觀績效方面表現優

異，同時又能符合住戶的預期，在主觀滿意度方面亦獲得住戶的肯定時，應該就

能展現出真正好的管理維護。然而，Lu（1999）認為住宅績效滿意程度與鄰里

滿意度，會由於滿意感覺而影響另一項喜好的衡量，彼此主觀與客觀間看似應該

呈現正相關，雖然研究結果並不如預期影響到住宅滿意度。換言之，住戶們對管

理維護客觀績效表現感到滿意，此種客觀績效上滿意是否會影響主觀上滿意度？

透過本文驗證之。因此，建立研究模型假說四：客觀績效愈高，將進一步影響主

觀上滿意程度，主觀滿意度亦會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