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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面積混合與新舊社區、大小規模差異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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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透過遷徙理論觀點，上述路經分析實證結果面積混合隱含購屋者異質易產生

生活水準不同而反映在居住滿意上，而遷徙理論指出當不滿意程度超過忍受門檻

時遷徙就會產生（Speare, 1974），又經過長時間的搬遷變成舊社區過程中易找到

符合「門當戶對」的鄰居，因此，社區意識、認同較強往往具有：居住時間久、

社區同質性高的特徵存有高度相關（Davidson and Cotter, 2005; Sun,2006），換言

之，新的社區在不知道其鄰居之生活水準是否與自己相當之情形下面對混合的社

區，是否帶來的負面影響較大？又經過長時間的搬遷變成舊社區，對面的鄰居是

否在搬遷的過程中易找到符合「門當戶對」的鄰居？後者則以 Olson 集體行動理

論觀點，認為不利於管理維護集體運作的困境常發生在戶數愈多的團體（Olson, 
1965）。當社區家戶數規模愈多，會使社區設備使用損耗情形愈嚴重，造成管理

維護不易（Spivack, 1991），影響客觀管理維護績效；對於主觀滿意度 Chou, Boldy, 
and Lee（2003）實證認為規模較大則住戶涉入參與會更少，因為較少家庭般地

感受取代的是更官僚組織的環境，不利於社區意識之凝聚，不利於主觀管理維護

績效。 

    因此，本文與過去研究不同，乃同時考量混合且新舊社區、大小規模之不同

群體16，對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間關係所產生的效果影響是否相同，來加以比

較進行兩群體分析，同時可避免單一模型過多單一測量變數之問題。探討混合之

舊社區因經過搬遷之磨合期，是否將減緩面積混合之管理維護負面影響？同樣

地，規模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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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面積混合之影

響較大？  

第一節 大規模與小規模兩群之差異 

    本文首先嘗試大小規模之兩群結構並無顯著差異(見表 5-1)。過去 Olson 集

體行動理論認為，當戶數規模愈大時住戶的意見也愈紛雜，使得管理維護在整合

住戶意見與執行住戶事務時會影響主、客觀滿意度。然而，在過去探討規模對於

管理維護影響係控制其他變數的影響，因此認為規模愈大愈不利於管理維護。本

文模型乃同時考量高低混合與大小規模。研究發現無論規模大小，均會因為混合

的異質性而帶來負面影響，並不會因為小規模而抵銷或減緩混合所造成的摩擦。

其原因 Weihl(1981)指出小規模缺乏選擇朋友的機會且社交空間受到限制；再

者，大規模達到規模經濟反而較易舉辦社區活動，增進社區凝聚力，故規模愈大

並非絕對性的減少互動的機會。 
                                                           
16 首先進行平均數差異之 t 檢定結果，顯示屋齡以 20 年區分為新社區及舊社區；戶數以 115 戶

區分為大規模及小規模，均對社區意識、社區參與、社區衝突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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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新社區與舊社區兩群之差異 

     再嘗試分別對新社區(N=164)與舊社區(N=143)進行兩群分析。由下表 5-2
可知，未設限模式之 2χ 值達 5%顯著水準( 2χ =248.388，df=150，p=0.00)，而

CFI=0.917，RMSEA=0.036，表示新社區與舊社區之因素結構似乎不同，具有組

間差異，顯示新社區與舊社區之因素個數及其他層面參數可能具有差異。但由於

未設限模式之虛無假設考驗缺乏基線模式(keyline model)比較，常易過於嚴苛而

導致被拒絕，可進一步查看未設限模式下之 CFI、RMSEA 等指標加以確認。本

研究 CFI 與 RMSEA 皆符合，表示模式配適。 
    未設限模式可做為比較的基準模式(baseline model)，用來檢驗因素個數及因

素組型相等之假設，並且可與其他更嚴格模式做比較。為探討組間差異到底從何

處產生，將未設限模式(unconstrained)與負荷量限制模式(measurement weights)做
比較， 2χ 相差 8.936，自由度相差 9，p 值為 0.712，可知未設限模式與負荷量限

制模式的考驗結果：兩個模式並未達到統計上 5%顯著水準。可推知新社區與舊

社區在測量模式上的因素負荷量(徑路係數)可視為相等，即具有組間不變性。 
    繼續檢驗新社區與舊社區在截距限制模式上的截距是否具有組間不變性。負

荷量限制模式與截距限制模式(structural intercepts)的差異考驗未達到統計 5%顯

著水準( 2χ =10.476，df=11，p=0.306)，組間之截距參數估計值相等。由此可知新

社區與舊社區族群之因素結構並非因截距不相等所產生。檢驗新社區與舊社區在

結構模式上的徑路係數是否具有組間不變性，截距限制模式與結構係數限制模式

(structural weights)的考驗結果，然此兩個模式達到 5%顯著水準( 2χ =22.848，
df=12，p=0.030)，由此推知，結構係數不相等。 
    新社區與舊社區在因素結構上不同具組間差異，但進一步檢驗因素負荷量

(路徑係數)，表示組間具不變性，因而再檢測截距項相等，即截距具組間不變性，

最後，對結構共變數檢定發現其結果不相等。組間差異可能係因結構共變數不同

所致。由表 5-3 可見，混合度 1ξ 對社區意識 2η 、混合度 1ξ 對社區參與 1η 之結構路

徑係數，舊社區族群不顯著，而新社區族群顯著，此與全部樣本整體模式結果稍

有不符。 
    表示面積混合對新社區族群所產生之社區意識與社區參與負面效果，較對舊

社區族群面積混合產生負面效果較大。此結果與 Davidson and Cotter（2005）研

究結果相同，居民的社區意識高低與居住時間以及居住狀況有明顯關聯。該研究

從社區意識和社區組織力量而言，以舊結構混合國宅社區及國宅式同質社區最理

想，而租賃式社區及整建式異質社區最不理想。故本文亦認同社區意識較強的居

住環境往往具有：居住時間久、社區同質性高的特徵。可能原因為舊社區相對於

新社區族群經過長時間的搬遷變成舊社區，對面的鄰居在搬遷的過程中易找到符

合「門當戶對」減少彼此因生活水準差異所造成的不和睦。再進行間接效果的比

較，可發現即便為經過搬遷或磨合期之舊社區，仍存在社區參與之負向影響，可

見面積混合所造成的社區意識、參與及衝突之負面力量，大於舊社區經磨合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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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諧共處所產生的正面力量，故面積高低混合與新舊社區交叉結果可得下表 5-4。 
表 5-1 巢式模式的比較：大規模社區族群與小規模社區族群 

 

表 5-2 巢式模式的比較：新社區族群與舊社區族群 

Assuming model 兩群同質性 to be correct： 

Model NPAR CMIN DF P CMIN/DF 

未設限模式 94 248.388 150 .000 1.656 

負荷限制模式 90 257.324 159 .000 1.618 

截距限制模式 80 267.800 170 .000 1.575 

結構係數限制模式 79 290.648 182 .000 1.597 

Assuming model 兩群具不變性 to be correct： 

Model DF CMIN P 
NFI 
Delta-1

IFI 
Delta-2 

RFI 
rho-1 

TLI 
rho2 

負荷限制模式 9 8.936 .712 .015 .017 -.006 -.008

Assuming model 兩群具不變性 to be correct： 

截距限制模式 11 10.476 .306 .003 .002 -.008 -.010

Assuming model 兩群結構係數相同 to be corret： 

結構係數限制模式 12 22.848 .030 .018 .013 .005 .006 

Assuming model 兩群同質性 to be correct： 

Model NPAR CMIN DF P CMIN/DF 

未設限模式 94 219.15 150 .227 1.461 

負荷限制模式 90 117.183 159 .525 0.737 

截距限制模式 80 218.79 170 .138 1.287 

結構係數限制模式 79 211.302 182 .595 1.161 

Assuming model 兩群具不變性 to be correct： 

Model DF CMIN P 
NFI 

Delta-1
IFI 

Delta-2
RFI 

rho-1 
TLI 
rho2 

負荷限制模式 9 2.225 .765 .026 .029 -.029 -.034 

Assuming model 兩群具不變性 to be correct： 

截距限制模式 11 1.461 .652 .008 .002 -.006 -.007 

Assuming model 兩群結構係數相同 to be corret： 

結構係數限制模式 12 1.821 .777 .004 .008 -.008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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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新/舊社區與整體模式係數估計表（標準化） 

路    徑 整體樣本 新社區族群 舊社區族群 
混合度 ξ1 → 社區衝突 η3 0.447***  0.453***     0.138* 
混合度 ξ1 → 社區意識 η2   -0.224**  -0.387***   -0.124 
混合度 ξ1 → 社區參與 η1 -0.285***  -0.394***   -0.110 
社區衝突 η3 → 社區意識 η2 -0.708***  -0.862***   -0.659*** 
社區意識 η1 → 社區參與 η1 0.251*** 0.210***   0.312*** 
社區參與 η1 → 主觀滿意度 η4 0.629*** 0.512***  0.628*** 
社區衝突 η3 → 主觀滿意度 η4 -0.931***   -0.983***  -0.248** 
社區參與 η1 → 客觀績效 η5 0.323*** 0.435***    0.517*** 
社區衝突 η3 → 客觀績效 η5 -0.903*** -0.937***  -0.603*** 
客觀績效 η5 → 主觀滿意度 η4 0.102* 0.125*   0.202* 

間接影響效果 整體樣本 新社區族群 舊社區族群

混合度 ξ1 → 主觀滿意度 η4 -0.681 -0.731 -0.145 
混合度 ξ1 → 客觀績效 η5 -0.540 -0.667 -0.175 

  註：***表示 P<0.01，**表示 P<0.05 

 
表 5-4 高低混合與新舊社區群組之交叉分析 

 新社區 舊社區 

高混合 
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之負

面效果皆最大 
仍存在社區衝突負面影

響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 

低混合 
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之負

面效果居次 
主、客觀管理維護績效之

負面效果皆最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