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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面積混合對管理維護績效影響 

第一節 結構模型 

一、模型建立 

    前章樣本資料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各構面之信度、收斂效度及區別效度均

已達可接受之水準值。為驗證面積混合度對主、客觀績效之影響，將面積混合度

視為外生潛在變數，社區意識、社區參與及主、客觀績效視為內生潛在變數，以

結構方程模式進行徑路分析，下圖 4-1 為本研究之線性結構模型。 

 
 
 
 
 
 
 
 
 
 
 
 
 
 
 
 
 

圖 4-1 線性結構理論模型圖 
註：圖 4-1 各符號表示如下 
ξ1、x1：為外生潛在變數與觀察變數，表示面積混合度，為連續性變數 
η1~η5：為內生潛在變數，依序分別為社區參與、社區意識、低衝突行為、主觀

滿意度及客觀績效 
y1~y9：為內生觀察變數，依序分別為社區參與、社區意識、執行效率、困擾比

例、主觀滿意度、公共安全績效、改建比例績效、門禁管理績效、清潔維護績效 
ξ ：為結構誤差 
δ ：為外生觀察變數 x 的測量誤差 
ε ：為內生觀察變數 y 的測量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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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論模式之驗證 
    本研究運用線性結構方程模式前，從基本的適配標準、整體模式適配度、模

式內在結構適配度等三方面來加以評量。須先進行理論模式之評估，以確定整體

模式的配適度是否達到理想標準。 
（一）基本模式適合度之評鑑指標 
    基本適配指標可衡量模型中各個變數之因素負荷量是否顯著並介於

0.50~0.95 間，且誤測量誤差的變異數不能有負值來評估。由上章節之表 3-5 所示

因素負荷量均達顯著水準且符合 0.50~0.95 間之標準，誤差變異數亦無負值，本

文中三條結構方程式之 R2 值分別為 22%、12%及 43%，主觀滿意度與客觀績效

R2 值則分別為 39%、43%。 
（二）整體模式適合度之評鑑指標 
    整體模式適合度（GFI）指標如表 4-1 所示為 0.919，調整後適合度指標（AGFI） 
為 0.901，根據經驗法則的判斷與推論，本模式之適合度指標均為 0.9 以上，仍

然表示本研究之整體模式的配適度為適當。殘差均方根（RMR）為 0.028，漸近

誤差均方根（RMSEA） 為 0.034，上述二個數值應愈小愈佳（最好<0.05），表

示研究之整體模式亦屬良好。此外，模型自由度為 32，X2/df（卡方值／自由度）

值為 1.080（<2）在可接受範圍內。精確適配指標方面理論模式 AIC 值大於獨立

模式値與飽和模式値，均符合標準，顯示整體模式的理論因果模式圖與實際資料

可以適配。 

表 4-1 理論模式適配度指標表 

評鑑項目 理想評鑑指標與臨界值 本研究結果 
模式適配

判斷 

絕對適配度指標 

X2值 P 值>0.05（未達顯著） X2=34, df=32, P 值=0.672 符合 

GFI 0.9 以上 0.919 符合 

AGFI 0.9 以上 0.901 符合 

RMR 愈小愈好 0.028 -- 

RMSEA 小於 0.05 0.034 符合 

增值適配度（相對適配）指標 

NFI 0.9 以上 0.977 符合 

IFI 0.9 以上 0.981 符合 

CFI 0.9 以上 0.979 符合 

TLI 0.9 以上 0.969 符合 

精確適配指標 

CMIN/df 小於 3 1.080 符合 

AIC 
值愈小，表模式適合度佳且愈

精簡 
79.187 -- 

CN（HOELTER） 大於 200 209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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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模式內部適合度之評鑑指標 

    本研究之模式適配度也可依據測量模式內的顯著水準及潛在變數的組合信

數（composite reliability；CV）以及潛在平均變異數的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來判別。潛在變數的組合信度是其所有觀察之信度的組成，潛在變數

之組合信度建議值為 0.6 以上，愈高則表示其觀察變數愈能測出該潛在變數，換

句話說，該潛在變數的內部一致性愈高。表 3-5 為各變數構面之組合信度皆為 0.7 
以上；此外，平均變異抽取量是計算潛在變數之各觀察變數對該潛在變數的平均

變異解釋力，若潛在變數之平均變異抽取量愈高，則表示潛在變數有愈高的效

度。各變數構面之 AVE 符合標準值大於 0.5，故可推論本研究潛在變數的內部一

致性可謂已達標準。



集合住宅面積混合對社區管理維護影響之線性結構分析 

37 
 

第二節 實證結果 

    理論模式之結構方程模型的結果，可用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兩個部分加以說

明。測量模型為實際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間之關係，而結構模型則為潛在變項與

潛在變項間之關係。結果如表 4-2、表 4-3 與圖 4-2 所示，以下就測量模型與結

構模型以標準化係數值加以說明： 

一、測量模型 

    由下表 4-2 可得知社區衝突以困擾比例為（y4）係數值 0.876 為最重要，其

次為執行效率係數值 0.795，皆達顯著水準。意即對於住戶而言，若要減少衝突

行為首重減少較不願意配合或使社區管理維護產生困擾的住戶比例，其次則應增

加該社區的決議事項與催繳管理費之執行效率。 

    客觀績效以公共安全（y6）係數値 0.788 最為重要，其次為門禁管理（係數

値 0.783）、清潔維護（係數値 0.741）及改建比例（係數値 0.668）。因此，加強

社區門禁管理人員值班班次與人數，使社區安全相對提高，此兩者為客觀績效最

為重要。此外，清潔維護亦為重要，應增加病媒蚊消毒與打掃的頻率，最後減少

公共開放空間被堆積物品或侵占，以及陽台加建、頂樓加蓋或空地加建的比例，

可提升整體社區的安全與寧適性，達到最佳績效。由表 4-2 得知混合度、社區參

與、社區意識及主觀滿意均為單一測量，其估計係數設定為 1，故無標準誤。 

表 4-2 測量模型估計係數結果 

路    徑 
估計 
係數 

標準誤 C.R.値 

混合度ξ1 → 面積混合度 x1 1.000 ─ ─ 
社區參與η1 → 參與 y1 1.000 ─ ─ 
社區意識η2 → 意識 y2 1.000 ─ ─ 
社區衝突η3 → 執行效率 y3 0.795 ─ ─ 
社區衝突η3 → 困擾比例 y4 0.876** 0.021 16.435 
主觀滿意η4 → 主觀滿意度 y5 1.000 ─ ─ 
客觀績效η5 → 公共安全 y6 0.788** 0.051 14.812 
客觀績效η5 → 改建比例 y7 0.668 ─ ─ 
客觀績效η5 → 門禁管理 y8 0.783** 0.057 13.807 
客觀績效η5 → 清潔維護 y9 0.741** 0.064 13.746 

註：**表示 p 值<0.05。標準誤、CR 值為”─”表示已設定為固定值 1，故無標準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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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構模型 

    本文實證路徑分析如表 4-3 及圖 4-2 所示，面積混合度對於中介變數社區衝

突有正向影響，對社區參與、社區意識則具有負向顯著影響，符合模型假說一：

產品異質可能進一步行成購屋者異質，若混合愈高即異質性愈高，驗證了

Chattopadhyay（1998）與張玉貞、張宗銘等（1993）的觀點，不同坪數的購屋者，

其生活水準、購買動機大都不一致，一般而言若坪數集中，住戶水準較一致且較

易溝通，因此其居住水準較高；如果坪數分散的話，則因住戶階層分佈較廣泛，

彼此不易取得共識。此種住宅混合後住戶屬性不同之概念，侯錦雄、宋念謙（1998）
從環境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探討，指出個人背景屬性與社區意識高低類群

間具有顯著相關，進而提出凝聚都市居民社區意識應從社區居民之背景著手，符

合本文混合將負向影響社區意識假說（係數-0.224）。再者，高混合亦會減少住戶

間之參與程度（係數值-0.285），驗證了 Blokland （2003）研究結果亦認為在不

同特徵的住戶結構下，住戶間互動很少；同樣地在住戶異質性高的混合社區，朱

芳妮（2008）指出混合使用將增加衝突程度，故混合愈高將增加事務執行衝突並

減少住戶決議事項之執行效率，亦即將增加社區衝突（係數值 0.447）。 

    在中介變數社區參與負向影響社區意識，社區意識對社區參與則呈現正向關

係，符合模型假說二。首先在社區衝突方面，一般而言管理費收取大多按坪計費，

大坪數的住戶分擔較高的管理費同樣地對於提升房價有較高的期待，對於大規模

整建的意願可能與小坪數住戶容易發生意見不一致的情況，甚至有衝突產生，然

而社區衝突愈高將不利於社區意識之凝聚（係數值-0.708），驗證了社區執行效率

愈佳、不願意配合之住戶比例愈低時，隱含著住戶較願意採取合作的態度，再者，

管理集合住宅要凝聚社區意識並不太容易，有些住戶不願意讓太多住戶了解他們

的工作環境、收入狀況，不願意與其他住戶往來或介入自己生活領域，想要藉由

社區活動參與、鄰里聯繫來提高住戶們的社區意識似乎非常困難（陳香妃、張金

鶚、葉毅明，2007），又異質性愈高溝通不易達成使衝突增加，無疑地將加劇社

區意識凝聚之阻礙，進一步降低社區參與意願（係數值 0.251）。 

    中介變數對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之影響社區衝突呈現負面、社區參與呈現

正向關係，除了社區意識經過模型競合後刪除該路徑外，其餘皆驗證了假說三的

觀點，社區衝突愈低則主、客觀滿意度愈高（係數值-0.931、-0.903），且社區參

與愈高（係數值 0.629、0.323），住戶們愈能集結起來討論、執行住宅的管理維

護工作，將使得績效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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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符合三個模型假說後，結構方程式潛在變數之直接效果、間接效果及總效

果皆達顯著水準如表 4-4 所示。面積混合度對主、客觀績效之影響僅具有間接效

果，其影響路徑主要有三：其間接影響效果最大之路徑為面積混合透過社區衝突

影響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其次，面積混合透過社區參與影響主、客觀管理維

護；最後，面積混合亦會透過社區衝突再透過社區意識、社區參與中介影響主、

客觀管理維護績效。換言之，面積混合對於管理維護並非直接影響，而是透過中

介變數社區衝突、社區意識及社區參與，進而影響主觀滿意度為-0.681、影響客

觀績效為-0.540。 
表 4-3 結構模式之路徑係數 

路    徑 估計係數 標準誤 C.R.値 
混合度 ξ1 → 社區衝突 η3  0.447** 0.035  8.566 
混合度 ξ1 → 社區意識 η2 -0.224** 0.254 -4.374 
混合度 ξ1 → 社區參與 η1 -0.285** 0.214 -4.521 
社區衝突 η3 → 社區意識 η2 -0.708** 0.083 -13.812 
社區意識 η1 → 社區參與 η1  0.251** 0.143  4.489 
社區參與 η1 → 主觀滿意度 η4  0.629** 0.018 12.060 
社區意識 η2 → 主觀滿意度 η4  0.002 0.132  1.457 
社區衝突 η3 → 主觀滿意度 η4 -0.931** 0.332 -17.975 
社區意識 η2 → 客觀績效 η5 0.072 0.058  1.227 
社區參與 η1 → 客觀績效 η5 0.323** 0.412  6.272 
社區衝突 η3 → 客觀績效 η5 -0.903** 0.412 -18.272 
客觀績效 η5 → 主觀滿意度 η4 0.102* 0.106 0.960 

 

表 4-4 潛在變數之影響效果 
路    徑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混合度 ξ1 → 社區衝突 η3  0.447** --  0.447 
混合度 ξ1 → 社區意識 η2 -0.224** -0.317 -0.540 
混合度 ξ1 → 社區參與 η1 -0.285** -0.056 -0.341 
社區衝突 η3 → 社區意識 η2  -0.708** -- -0.708
社區意識 η1 → 社區參與 η1 0.251** -- 0.251 
社區參與 η1 → 主觀滿意度 η4 0.629** -- 0.629 
社區意識 η2 → 主觀滿意度 η4 0.002 -- -- 
社區衝突 η3 → 主觀滿意度 η4 -0.931** -0.603 -1.534
社區意識 η2 → 客觀績效 η5 0.072 -- 0.072 
社區參與 η1 → 客觀績效 η5 0.323** 0.064 0.387 
社區衝突 η3 → 客觀績效 η5 -0.903** -- -0.903
客觀績效 η5 → 主觀滿意度 η4 0.102* --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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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4-4           路    徑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混合度 ξ1→社區衝突 η3 → 主觀滿意度 η4 -- -0.416 
混合度 ξ1→社區衝突 η3→社區意識 η2→社區

參與 η1→主觀滿意度 η4 
-- -0.049 

混合度 ξ1→社區意識 η2→社區參與 η1→主觀

滿意度 η4 
-- -0.035 

混合度 ξ1→社區參與 η1 → 主觀滿意度 η4 -- -0.179 

-0.681 

混合度 ξ1→社區衝突 η3 → 客觀績效 η5 -- -0.403 
混合度 ξ1→社區衝突 η3→社區意識 η2→社區

參與 η1→客觀績效 η5 
-- -0.026 

混合度 ξ1→社區意識 η2→社區參與 η1→客觀

績效 η5 
-- -0.018 

混合度 ξ1→社區參與 η1 → 客觀績效 η5 -- -0.092 

-0.540 

 

 
 
 
 
 
 
 
 
 
 
 
 
 
 
 
 

圖 4-2 理論模式結構方程式模型（標準化係數） 
註：社區衝突研究設計 1~5 分，以五分代表無衝突存在，故混合度對社區衝突為負向關係及社區

衝突對客觀績效為正向關係，仍不影響其研究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