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群集模型（Clustering & Clusters） 

   

根據 Knox (1988)定義：“「群集」是一個可能透過社會或生物機制而相互關聯

的發生群體，或在其他事件或環境下有相同關係之群體＂。其主要關鍵在於一個

聚集的群體，有共同的影響原因，而有相同之特殊現象，即為群集。而在群集分

析中，Marshall(1991)指出主要分成兩個部分，其中一個為群集現象（clustering）

檢定，主要在找出是否有群集現象發生的趨勢；另一個為群集位置（clusters）探

知，主要在明確的回答出群集發生的位置。在本研究裡，在群集現象檢定方面，

我們想知道是否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地區，在總生育率及各年齡別生率育上有比

預期較高或較低生育率發生之趨勢；而在群集位置探知方面，我們想知道這些發

生比預期較高或較低生育率之地區是否有明顯聚集在一起的狀況，若有此狀況，

其聚集位置又在何處。 

 

  在過去有關群集模型的許多方法中，很多都是以圓形做為偵測群集的基本形

狀，如 Openshaw’s GAM (1988)使用重疊圓區（overlapping circles）或 Turnbull’s 

CEPP(1990)則以圓形視窗（circular windows）來檢視群集狀況，這類方法適用在

圓形區塊範圍之檢定，但在非圓形區塊的檢定上會較不具檢定力。本研究之資料

是以台灣各鄉鎮市區為單位，各地區皆有即定的行政區域，屬於非圓形區塊，因

此本研究則應用余清祥與陳楓玲（2003）所提出在圓形及非圓形皆適用之群集方

法。在本章中，將分別在第一、二節中對群集現象之檢定方法及群集位置探知之

模擬方法做詳細介紹，並於第三節中說明以台灣生育率資料在群集研究之結果。 

 

第一節 群集現象（Clustering） 

群集現象檢定係用檢定方法，偵測各地區生育率是否有明顯高於或低於預期

之現像（Choynowski, 1959）。在虛無假設下，各地區之生育率皆相同，亦即是在

各地區有相同小孩出生的頻率，若不同地區有相同之婦女人數，則應有相同之小

孩出生個數。  

 

在群集模型中，假設模型服從 Poisson分配。首先將研究區域 A 切割成 K地

區， { }KAAA ,,1 …= ，設 kn 、 kξ 與（ kk yx , ）分別為第 k地區出生小孩個數、總

婦女人數與該地區相對應座標。若 KNN ,,1 … 為各地區觀測小孩出生個數的隨機



變數，在無群集現象的虛無假設下 0H ， KNN ,,1 … 應為服從 Poisson分配的獨立

變數，且各地區有相同發生頻率λ，亦即 ( ) KkNE kk ,,1, …== λξ ，亦即各地

區之期望小孩出生個數的比例應與各地區總婦女人數比例相同。另外我們再加入

能收集到之的重要影響變數，如年齡，即是將每地區再區分成 I 類，設 ikn 與 ikξ 分

別為第 i 類第 k地區出生小孩個數與總婦女人數，第 i 類第 k地區觀測個數隨機

變數 ikN ，在虛無假設下，分別獨立且服從 Poisson分配，且在各類中有相同的

發生頻率 iλ ，使 ( ) IiKkNE ikiik ,,1,,,1, …… === ξλ 。根據此群集模型之假

設，可以建構一檢定方法，檢定是否有部分地區生育率特別偏高或偏低之現象。 

 

 檢定是否有生育率偏高之群集現象檢定步驟如下： 

1. 估計各年齡層的婦女生育率 iλ ， ∑∑= k ikk iki n ξλ̂ ， ikn ：第 i 年齡層

第 k地區的小孩出生個數， ikξ ：第 i 年齡層第 k地區的婦女個數。若在

虛無假設之下，各地區在各年齡層 i的婦女應有相同的生育率 iλ 。 

2. 依各地區所估計到的 iλ̂ ，計算各地區各年齡層期望小孩出生個數 ike ，

ikiike ξλ̂= 。 
3. 在虛無假設下，各地區各年齡層小孩出生個數 ikN 應為 Poisson分配，

common rate為 ike 。以各地區各年齡層的實際小孩出生個數，計算各地

區各年齡層在虛無假設下分配的尾端機率（p-value） 

( ) ( )∑ −−=> ik ikn
ikik

N
ikikik NeenNp

0
!/exp1 。 

4. 記錄各年齡層下，小孩出生個數顯著較高（p-value小於顯著水準α  ）

的地區。排除期望個數 ike <5之地區，即使該地區該年齡層是顯著，我

們亦將其當成不顯著地區處理，因為期望個數小於 5之地區，其尾端機

率有誇大實際現象之狀況，而且這麼小的期望個數，對整體的生育率影

響效果可說是相當微小，因此我們寧願放棄這些地區，而不願讓他誤導

整體的分析結果。 

 

以上述之方法，先對各年齡層之各個地區做檢定，並記錄在各年齡層下，依

上述方法檢定後之顯著地區總個數，再進一步檢定其發生之總個數是否高於期望

總個數，若高於期望總個數表示有群集現象。在虛無假設下，各年齡層中各地區



會呈現顯著偏高之結果的機率為α，因此在各年齡層下顯著地區總個數可被看做

一個試行Ｋ次的伯努力實驗結果，換句話說，各齡層下有顯著較高生育率的地區

總個數服從 ( )α== pKnB , 。若各年齡層下，生育率顯著較高出生個數的地區數

大於期望地區數 ( )( )ααα −+ 1KK 時，則表示該年齡層的婦女生育率有群聚現象

之趨勢，可能的解釋為台灣各鄉鎮市區的婦女生育率並非同質，也就是各地區的

婦女生育率來自不同的母體。 

 

在群集現象的分析中，我們所感興趣的是少數顯著之地區，一般情形在於

尋找生育率較高的地區。但如果在大多數地區的生育率平均都很高，也就是說，

有少數地區婦女生育率會較一般地區偏低，在這種情形下，因此我們也可仿照生

育率偏高之檢定方法執行生育率偏低之群集現象檢定。 

 

 檢定是否有生育率偏低之群集現象檢定步驟如下： 

1. 估計各年齡層的婦女未生育率 iλ ， ∑∑= k ikk iki n ξλ̂ ， ikn ：第 i 年齡

層第 k地區在該年度未生小孩的婦女個數； ikξ ：第 i 年齡層第 k地區的

婦女個數。若在虛無假設之下，各地區在各年齡層 i的婦女應有相同的

未生育率 iλ 。 

2. 依各地區所估計到的 iλ̂，計算各地區各年齡層期望未生育婦女個數 ike ，

ikiike ξλ̂= 。 
3. 在虛無假設下，各地區各年齡層未生育婦女個數 ikN 應為 Poisson分配，

common rate為 ike 。以各地區各年齡層的實際未生小孩婦女個數，計算

各地區各年齡層在虛無假設下分配的尾端機率（p-value） 

  ( ) ( )∑ −−=> ik i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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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記錄各年齡層下，未生育婦女個數顯著較高（p-value小於顯著水準α  ）

的地區。一樣排除期望個數 ike <5之地區。 

 

以上述之方法，先對各年齡層之各個地區做檢定，並記錄在各年齡層下，依

上述方法檢定後之顯著地區總個數，再進一步檢定其發生之總個數是否高於期望

總個數，若高於期望總個數表示有群集現象。在虛無假設下，各年齡層中各地區

會呈現顯著偏高之結果的機率為α，因此在各年齡層下顯著地區總個數可被看做



一個試行Ｋ次的伯努力實驗結果，換句話說，各年齡層中有顯著較高未生育婦女

個數的地區數服從 B(n=K,p=α )。若顯著較高出生個數的地區數大於期望地區數

( )( )ααα −+ 1KK 時，則表示該年齡層的婦女未生育率有群聚現象之趨勢。 

 

第二節 群集狀況（Clusters） 

  群集狀況探知方法是運用蒙地卡羅（Monte Carlo）模擬方法，在所有顯著較

高或較低地區中，假設在第 i頖中所有顯著地區個數為 l，檢定在這 l區中，是否

有不尋常多數相鄰聚之現象，如果有此多數相鄰聚現象，則表示有群集狀況存

在。假設群集狀況僅有一處因多數顯著地區相鄰而組成最大區塊，實際操作時，

根據上述群集現象檢定後之結果，標示所有顯著地區，計算相鄰聚而組成最大區

塊之個數，再以模擬方法計算在給定所有顯著地區之總個數下，組成最大區塊個

數之條件機率值，若此條件機率小於顯著水準 05.0=α ，則表示有顯著不尋常多

數鄰聚而成最大區塊之現象，模擬步驟如下： 

 

1. 應用群集現象檢定方法，標示出所有顯著地區並計算其總顯著個數 l。 

2. 在這 l個地區中，計算因為相鄰而組成最大區塊的地區個數，假設有 1m

個地區相鄰而組成最大區塊。 

3. 以模擬方法計算在給定總共有 l個地區顯著下，有 1m 個地區會相鄰而成

最大區塊的尾端條件機率值（p-value）， 1p 。 

4. 設定顯著水準α，若 1p <α，則表示最大區塊有群集狀況存在。 

5. 依相同方法，分別對不同年齡層做相同模擬檢定。 

 

舉例說明 

假設如圖 3-1（左）所示，共有 100個地區，經檢定後共有 14個地區顯著

（l=14），其中有 7個地區因相鄰而組成最大區塊（ 1m =7）。以模擬方法在此 100

個地區中隨機抽取 14個地區，計算抽出樣本中組成最大區塊之地區個數，如此

重覆執行 1,000次，計算在此 1,000次的模擬樣擬中， 1m 在最大區塊地區個數之

抽樣分配，如圖 3-1（右）中之尾端機率值為 p-value=0.005（在 1,000次模擬中，

相鄰而成最大區塊個數大於或等於 7者共有 5次），即表示在此例子中，有顯著

相鄰而成最大區塊之群集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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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模擬範例說明圖示（一） 

 

另外，我們除了對最大區塊感興趣外，我們亦想知道除了最大區塊之外，是

否有次大的區塊之群集狀況。因此本研究再對上訴之模擬檢定方法做部份修改，

除去其中已知之最大區塊及與最大區塊相鄰之其他鄰區後，再以相同之方法計算

出相鄰而成次大區塊之地區個數的條件機率，模擬步驟如下： 

 

1. 應用群集現象檢定方法，標示出所有顯著地區並計算其總顯著個數 l。 

2. 在這 l個地區中，計算因為相鄰而組成最大區塊的地區個數，假設有 1m 個

地區相鄰而組成最大區塊。 

3. 再刪除最大區塊的所有地區與和最大區塊相鄰之其他所有鄰區，假設共

有 *
1m 個（ 1

*
1 mm ≥ ），以其他剩下 *

1mK − 個地區去重新模擬，抽取 1ml − ，

計算在給定有 l個地區顯著， 1m 個地區相鄰而組成最大區塊，且 1
*
1 mm −

個地區與最大區塊相鄰下，仍有 2m 個地區會相鄰而成次大區塊之尾端條

件機率值， 2p 。 

4. 設定顯著水準α，若 2p <α，則表示次大區塊有群集狀況存在。 

5. 依相同方法，分別對不同年齡層做相同模擬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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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模擬範例說明圖示（二） 

 

舉例說明（承上例） 

假設如圖 3-2（左）所示，共有 100個地區，經檢定後共有 14個地區顯著

（l=14），其中有 7個地區因相鄰而組成最大區塊（ 1m =7），有 3個地區因相鄰

而組成次大區塊（ 2m =3），且有 16個地區與最大區塊相鄰（ 1
*
1 mm − ）。我們先

將 *
1m (=23)個地區從原本 100地區當中扣除，再以模擬方法在此剩下的 77個地區

中隨機抽取 7（ 1ml − ）個地區，計算抽出樣本中組成次大區塊之地區個數，如

此重覆執行 1,000次，計算在此 1,000次的模擬樣擬中， 2m 在次大區塊地區個數

之抽樣分配，如圖 3-2（右）中之尾端機率值為 p-value=0.054（在 1,000次模擬

中，相鄰而成次大區塊個數大於或等於 3者共有 54次），即表示在此例子中，相

鄰而成次大區塊之群集狀況在顯著邊緣。 

 

第三節 實證結果 

本研究使用西元 1991、1992、2001、2002 年台灣地區非離島 350鄉鎮市區

婦女總生育率之資料，探討台灣地區近十年來婦女生育率之變化，是否生育率有

集中於某些地區偏高或偏低之群集現象，而這些偏高或偏低之地區是否有群集狀

況。再以五歲組年齡別生育率分別分析，探討不同年齡層在群集的結果上，是否

在近十年來有不同的變化趨勢。 

 



群集位置的偵測結果詳見附錄一。在總生育率的部分，以群集現象

（clustering）分析的結果，顯著偏高地區的部分佔所有地區的絕大多數，反而是

少數幾個不顯著的部份看似有群集的現象，可能是這些不顯著較高之地區婦女人

數相對較多，而小孩出生個數明顯較少，而拉低了整體的生育率，使原本僅是偏

高而不顯著的地區轉為顯著，而造成了有多數地區有顯著較過的現象，因此我們

改以顯著偏低的檢定來偵測。分析結果顯示在總生育率方面，確實會有集中於某

些部分地區呈現偏低之現象（顯著地區總數皆大於 22（ ( )( )ααα −+ 1KK = 

21.6），1991、1992、2001及 2002 年四個年度之間沒有太大的變化，表示在近十

年來呈現穩定之群集現象；另外再以群集狀況（clusters）分析的結果，發現在生

育率顯著偏低之地區，確實有鄰相而成區塊之群集狀況，這四個年度的結果大致

相同，在最大區塊（台北市區）及次大區塊（部份高雄市區）皆呈現顯著之結果

（p-value<α），且偏低之群集位置皆為都市化程度較高之地區，因此我們懷疑影

響都市化程度之因素亦可能會影響婦女總生育。 

 

表 3-1  1991、1992、2001、2002 年台灣婦女生育率群現象 

 生育率測量值 顯著地區數 ( )( )ααα −+ 1KK  

30~34歲 約 42個地區 21.6 

35~39歲 約 33個地區 21.6 偏高地區 

40~44歲 約 12個地區 21.6 

20~24歲 約 29個地區 21.6 

25~29歲 約 20個地區 21.6 偏低地區 

總生育率 約 25個地區 21.6 

 

接著，我們分別對不同年齡層（五歲組）婦女生育率進行群集分析。在群集

現象分析方面，如果在生育率偏高之部分有太多的顯著個數，本研究皆如總生育

率之部分之做法，改以生育率偏低之檢定來進行分析。結果顯示，在生育率顯著

偏高之部分，30~34歲婦女與 35~39歲婦女生育率有顯的群集現象，在四個年度

之間，顯著總個數都在 42與 33個上下，皆大於 22（ ( )( )ααα −+ 1KK = 21.6），

並無太大的變化；在生育率顯著偏低之部分，20~24歲婦女與 25~29歲婦女生育



率有顯著的群集現象，顯著總個數在顯著個數大於 22（ ( )( )ααα −+ 1KK = 

21.6），在 20~24歲年齡組中，四個年度之間無太大變化，顯著總個數皆在 29個

左右，而在 25~29歲年齡組中，相較於 1991與 1992 年，2001與 2002 年之顯著

地區總個數為約 23個，較十年前之總個數約 16個有些微的增加，表示在近十年

來，此年齡組之婦女在生育率偏低之面有逐漸群集之現象發生。在群集現象分析

之結果，四個年度大致上相同，其結果整理如表 3-1所示。 

 

表 3-2  1991、1992、2001、2002 年台灣婦女生育率群集區 

 生育率測量值 最大群集 次大群集 

30~34歲 台北市全區 部份新竹地區 

35~39歲 台北市全區 無 偏高地區 

40~44歲 台北市全區 無 

20~24歲 台北市全區 部份高雄市 

25~29歲 台北市全區 部份高雄市 偏低地區 

總生育率 台北市全區 部份高雄市 

 

另外在群集狀況分析方面，生育率顯著偏高之部分，30~35歲婦女與 35~39

歲婦女生育率偏高之地區皆有顯著之群集狀況。在四個年度之間，30~35 歲與

35~39歲年齡組在最大區塊之地區數在近十年來雖有變少之趨勢（從 1991、1992

年之最大區塊個數 16與 20，降到 2001及 2002 年之最大區塊個數 12與 13），雖

然在個數上有減少，但確有更往台北市區集中之狀況，各年度呈現著之最大區塊

皆發生在台北市區，而 30~35歲婦女生育率在次大區塊（部分新竹地區）的群集

狀況亦呈現顯著之結果，從 1991 與 1992 年之次大區塊地區個數 6（在顯著邊

緣），至 2001與 2002 年之次大區塊地區個 9（顯著），次大區塊的群集位置有明

顯逐漸集中於部分新竹地區之狀況。另外在 40~45歲之婦女生育偏高之地區雖無

群集現象，但卻有顯著群集狀況，最大區塊地區個數約在 12 上下，四個年度之

結果大致相同，最大區塊發生位置亦在台北市區。而在生育率顯著偏低之部分，

20~24歲婦女與 25~29歲婦女生育率偏低之地區皆有顯著之群集狀況，最大區塊

發生在台北市區，次大區塊發生在部份高雄市區，其中 20~24歲年齡組在四個年

份之間無太大之變化，表示在十年來無明顯變化之現象，而 25~29歲年齡組在四

個年度之間，不論在最大或次大區塊上，組成區塊個數皆有逐漸變多之現象，表



示在近十年來，25~29歲年齡組婦女生育率偏低之部分，有群集於部份地區之趨

勢。大體而言，這四個年度的資料有一致的結果，整理其結果如考表 3-2所示。

其中 30~34歲、35~39歲、40~44歲育齡婦女生育率明顯地以台北市地區為最大

群集區，顯著偏高；部份新竹地區則在 30~34歲為次大群集區，也是顯著偏高。

生育率顯著偏低的地區都集中在院轄市，其中台北市全區及部份的高雄市地區為

最大及次大群集區，在 20~24歲、25~29歲、婦女總生育這三個測量值都偏低。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整體而言，都市化可能與總生育率下降有密切關係，因

為在本文探討的四個年度中，生育率偏低的地區都集中在台北市及高雄市。其中

台北市婦女生育年齡有明顯延後的現象，30 歲之前偏低、30 歲後較高；高雄市

僅在 30歲之前的婦女生育率為顯著較低的群集區，在 30歲後則非顯著較高的群

集區，可能解釋是高雄市尚處於轉型至都市化的過程中（相對於台北市而言），

年輕婦女選擇較晚生育，但延後生育的現象並未出現。在新竹縣市部分，會有高

齡婦女生育率偏高之現象，可能是因為新竹科學園區之進駐，使受高等教育之婦

女移入新竹地區，而提高了高齡婦女生育率，但在較低齡婦女生育無顯著較低之

原因，可能是多數居住新竹市之居民仍未有生育年齡延後的現象。 

 

經由群集分析後，我們發現台灣區婦女生育率在各鄉鎮市區之分佈得確存在

著空間相關性，因此若要藉由迴歸模型找出與婦女生育率有高度相關之因素時，

若單純以傳統的迴歸模型作分析，可能會不滿足傳統迴歸中資料間互相獨立的基

本假設，若不符合模型基本假設，則不論在模型的可靠度上或參數的估計結果，

都會有系統誤差之現象，所以需以空間自相關性之空間迴歸模型作調整，將資料

間的空間相關性納入考量範圍中，使模型更具解釋能力，且更為可靠。另外我們

經由分析生育率分佈之狀況，大致推測一些可能與生育率之間有相關之變數作為

模型建立之解釋變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