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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台灣歷年年齡別死亡率的變遷情形 

    

    要了解一個社會的整體死亡事件之演變趨勢，從微觀的角度出發，探討年齡

別死亡模式的變遷是有其重要性的。因為年齡別死亡率展現了各年齡階層的人口

的死亡情形。也就是說，透過分析年齡別死亡率，我們可以深入瞭解每一個年齡

層死亡事件的變化情形，以及他們是如何影響整個人口結構乃至於相關的社會政

策（如高高齡人口的出現或是未來老人年金的規劃等等）。因此，本研究接下來，

會先把重點著重於探討台灣地區五十五年來各年齡別死亡率模式的變遷情形，觀

察台灣各年齡別死亡率改變的趨勢，以其特殊之處。 

 

第一節 歷年年齡別死亡率之初步描述以及變遷趨勢 

 

    觀察各年齡別死亡率的變遷趨勢，首先可以注意曲線在這五十五年中間發生

的異常狀態，進而判斷是普遍趨勢或是該年齡別的特別趨勢。如果是普遍趨勢，

表示不同的年齡別死亡率都發生類似的變化（停滯或是突起或是驟降），可能是

該年（或年代）有發生重大特別事件。若是該年齡別死亡率的特別趨勢，則觀察

是否為該年齡別的特殊性質。 

    圖 7以及圖 8是將五十五年來台灣地區兩性每一組年齡別死亡率的整個變遷

過程，藉由每一個年齡組死亡率的分開呈現。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歷經五十五年

的演變，不只是零歲人口以及七十歲以上的人口，明顯的，其餘的每一個年齡別

死亡率的變遷趨勢也是很明顯下降。然而，因為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代表的是該

人口結構的實質死亡內涵，因此藉由圖 7、圖 8我們可以進一步藉由各個年齡別

死亡率，延伸探討各個年齡層歷經五十五年的時間遷移，到底呈現什麼樣的變

化。例如說，觀察各年齡別死亡率變遷的情形，哪些年齡別在半世紀以來的表現

是穩定的？哪些年齡別死亡率是下降劇烈的？他們的起伏程度如何？ 

    因此，以下提出幾項初步觀察： 

（一）首先，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不管是哪一個年齡別死亡率，我們可以發現

一九五０年代初期（差不多就是 1950~1953年）都發生了一段非常陡峭迅

速的下降。這是因為當年的社會經濟狀況面臨重大的變革？亦或是因為當

年的政府統計數字於登記時有問題？此些皆是相當令人好奇以及要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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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的。如果是前者，當時的社會經濟所發生的最大事件應該是「國際韓

戰」，它是如何影響到台灣的生活？或是當時我國社會經濟發生的種種重

大突破，可以讓各年齡別的死亡率，都產生一致迅速的改善情形？如果是

後者，這就要歸因於是否當初的國民政府之戶口登記資料方式或內容有無

差錯。 

 

 

 

 

圖 7、歷年各年齡別死亡率趨勢圖_女性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16 

圖 8、歷年各年齡別死亡率趨勢圖_男性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二）假使有某幾個年齡別死亡率從一九五０年代初期，一路下降到某一年代然

後持平發展。是否表示該年齡結構的死亡率已經下降到谷底了，也就是

說，時至今日，依照醫療科技或生活水平的進展而言，已經沒有任何的突

破性發展或其他值得期待的可能，可以使得死亡率再繼續下降？我們可以

從圖 8看到，男性的 1~4歲人口、5~9歲人口以及 10~14歲人口的年齡別

死亡率，大概邁入一九九０年代到兩千年之後下降趨勢是明顯趨緩很多；

而同樣的女性的 1~4歲人口、5~9歲人口、10~14歲人口以及 15~19歲、

20~24歲、25~29歲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也是呈現下降趨勢趨緩的情形（詳

見圖 7），使得歷年來的趨勢線形成一個類似有弧度曲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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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特殊年齡別死亡率現象－缺口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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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口（gap），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 60~64歲以及 65~69歲人

口的年齡別死亡率（ (60)µ 、 (65)µ ）在 1975至一九八零年代中，出現了

突然顯著陡降，之後又迅速回升的特殊情形。對比前後幾個年齡別死亡

率，我們皆未發現迅速下降情形，因此，不太像是當時社會環境整體的影

響所形成的現象。然而深入探討，在 1975 至一九八０年代中，年紀介於

60~70歲的老年人口，出生時間往回推，約是民國初期，所以很有可能是

因為當時政府在登記戶籍資料時，統計數字發生錯誤所導致的結果(詳見

上頁圖 9)。 

 

 

（四）此外，比較男女雙方的各年齡別死亡率我們也可以發現，女性的下降趨勢

比較一致，除了一九五０年代至一九六０年代之外，較少有明顯起伏的情

況。而男性普遍的死亡率表現情形，除了比女性要高之外，比較起來歷年

的波動則相對較大。除此之外，特別指出男性青壯年階段的年齡別死亡率

（15~19歲人口以及 20~24歲人口）波動特別大，尤其是 15~19歲人口的

年齡別死亡率從 1955~1995將近四十年的時間，一直是處於死亡率上下波

動的情形，直到 1995 年之後才逐漸的下降。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男性於此

段年齡剛好是屬於所謂「求學以及當兵」的階段，再加上青年期青少年血

氣方剛，提高了發生意外事故的機率。因此，我們也可以從此處比較出年

輕男女在死亡率的表現上有著顯著的差異，或許在這個年齡組的死亡率所

發生的差異，就埋下了未來男性比女性平均壽命還要低的伏筆(詳見圖

10)。此外，20~24 歲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在 1952~1960 年有明顯的突起

高峰，按照當時發生的社會事件，很可能是 1958年（民國 47年）發生的

八二三炮戰，使得當時處於當兵階段的 20~24歲男性，表現出顯著上升的

死亡率(詳見圖 10)。 

 

 

 



 19 

 

 

圖 10、男性 15~19歲以及 20~24歲人口年齡別死亡率歷年趨勢圖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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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歷年年齡別死亡率之變遷趨勢 

 

    此外，要觀察整體各個年齡別死亡率歷經五十五年的變化情形，我們還可以

代入�邅k分析方程式的概念，以個別觀察各個年齡別死亡率整體下降趨勢。 

    因為我們從圖 7以及圖 8可以得知，台灣地區的各年齡別死亡率的歷年演變

趨勢，幾乎是一致下降的（左上右下，也就是早年高、近年低）。然而每一個年

齡別死亡率下降的情形卻都不一樣，有的年齡別死亡率（本節以下直接以 ( )xµ 來

代替年齡別死亡率）可能下降的比較緩慢，單單檢視它的下降趨勢圖，可能就知

道這五十五年來，該 ( )xµ 改善的情形有限；而有些 ( )xµ 或許於此五十五年來改

善非常的多、也非常的迅速以及明顯，所以我們會看到它的趨勢圖的下降趨勢線

就顯得比較陡峭。因此，觀察各個年齡別死亡率下降趨勢的不同，也是明白每一

個年齡別死亡率之間差異的一個重要面向。並且藉此我們也得以進一步確認，年

齡別死亡率的不同，會展現出各個年齡層的人口結構所擁有的不同性質。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試著將各個年齡別死亡率視為一個的獨立應變項，

然後以年代為自變項，並運用�邅k方程式的觀念，將前述自變項和應變項（ ( )xµ ）

帶入�邅k方程式。所以我們預期會得到以下 16個�邅k方程式： 

0 0( 0 ) *a b y e a rµ µµ = + 、 1 1(1) *a b y e a rµ µµ = + … … .. 

6 5 6 5( 6 5 ) *a b y e a rµ µµ = + 、 7 0 7 0( 7 0 ) *a b y e a rµ µµ + = +  

    每一個方程式代表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在這五十五年具體表現的下降情

形。我們用每一個 ( )xµ 每年所表現真實的資料數值，實際的帶入各個�邅k方程

式，藉以求得每一個方程式的 β係數值（也就是 b值），並且嘗試去畫出每一個

方程式的�邅k直線。 β係數值的大小，代表每一條年齡別死亡率�邅k直線的斜

率。藉由觀察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回歸線的斜率，可以知道每一條�邅k線的傾斜

程度，進一步可以用來比較各年齡別死亡率變遷（或是下降）的不同速率。圖 11

所顯示的，是女性在零歲以及、10~14歲兩個不同年齡別死亡率上的實際數值分

布情形以及根據�邅k模型形成的最適直線（也就是�邅k線）。因此，我們可以由

�邅k線的傾斜狀況，來直接閱讀該年齡別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例如圖 11可以告

訴我們，在這五十五年的歷程中，女性零歲人口死亡率下降的情形要比十歲人口

死亡率下降的情形要來的明顯（或者稱之為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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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女性零歲人口年齡別死亡率  (上 )、10~14歲人口年齡別死亡率 (下 )分布狀況及迴歸直線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年  

        1950    1955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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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筆者就試著根據歷年各年齡別死亡率分布情形所尋找出來的最適��

歸方程式所產生的 β係數（b），來對台灣地區五十五年來的年齡別死亡率的變遷

趨勢作簡單的描述分析。 

 

（一）迴歸線方程式所呈現的意義 

    從下頁表 1我們可以發現 16個年齡別死亡率，男女雙方都有三個年齡組的

年齡別死亡率配適程度最好，分別是 60~64 歲人口、65~69 歲人口以及 70 歲以

上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運用一般線性回歸分析的最小平方和概念即表示，這三

個年齡別死亡率的分布狀況，最適合以該條迴歸線加以解釋，換句話說，即代表

了六十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死亡率，在這五十五年的過程中，死亡率來回震盪、波

動幅度最小、下降變遷的情形是最明顯的。 

    根據�邅k配適程度，整體來說台灣地區五十五年來，各年齡別死亡率改善情

形大致上都不錯，顯示台灣地區經過五十五年的發展，不管是社會發展或是醫療

技術，都有顯著的提升。只有男性 15歲至 19歲人口的死亡率改善情形非常的不

明顯，運用�邅k方程式配適的效果非常差，從圖 10 也可以清楚地顯示出來，這

個年齡層的人口死亡率從 1955~1995將近四十年的過程，皆呈現是波動程度相當

大的情況，過了 1995 年之後又呈現迅速下降的情形。因此，此處我們感到好奇

的是，15~19歲的男性人口，其死亡率有別於同齡女性人口以及其他年齡別人口

的死亡率，一直居高不下以及波動甚大，是屬於一般常態情形（因為畢竟持續了

四十年），亦或是屬於特例（因為有別於其他的年齡別死亡率）？如果是屬於一

般常態情形，我們可以將之歸屬於該年齡層人口的特殊性質，那又為何同樣年齡

層的男性人口年齡別死亡率從 1995 年之後男性的會急速的下降呢？因此，筆者

認為，此年齡層的年輕人口是相當值得深入去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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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回歸配適度（  Adj R square− ）  表 2、年齡別死亡率下降速率5 

年齡組 男性 女性  年齡組 男性 女性 

0歲 0.8691 0.8643  0歲 -7.256 -6.682 
1~4歲 0.6311 0.615  1~4歲 -2.773 -3.131 

5~9歲 0.6893 0.5948  5~9歲 -0.397 -0.395 

10~14歲 0.6835 0.6166  10~14歲 -0.227 -0.196 

15~19歲 0.3864 0.7739  15~19歲 -0.111 -0.234 

20~24歲 0.7695 0.7614  20~24歲 -0.326 -0.396 

25~29歲 0.7035 0.731  25~29歲 -0.359 -0.466 

30~34歲 0.6604 0.7419  30~34歲 -0.412 -0.598 

35~39歲 0.6975 0.7648  35~39歲 -0.497 -0.735 

40~44歲 0.6368 0.7524  40~44歲 -0.719 -0.931 

45~49歲 0.7009 0.7945  45~49歲 -1.055 -1.111 

50~54歲 0.7943 0.8427  50~54歲 -1.703 -1.518 

55~59歲 0.8614 0.8735  55~59歲 -2.835 -2.063 

60~64歲 0.9086 0.9163  60~64歲 -4.601 -3.211 

65~69歲 0.9493 0.9448  65~69歲 -6.841 -4.511 

70歲以上 0.9565 0.9647  70歲以上 -13.9 -9.332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根據表 2我們可以知道不論男女，各年齡別死亡率的變遷速率主要可以區分

為三個階段，也就是嬰幼兒階段（零歲到四歲）、幼童以及成年階段（五歲到四

十四歲）以及步入老年階段（四十五歲以後）。這三個階段主要也可以分成兩種

集團：亦即死亡率變遷下降情形比較明顯迅速的年齡階段－嬰幼兒階段以及步入

老年階段；以及死亡率下降情形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中間時期。 

    簡言之，男女雙方各個年齡別死亡率的下降程度（或速度），在基本上是相

當一致的（從零歲到四十九歲），只有在步入老年階段之後，男性的死亡率下降

情形會比女性還要大。這是因為男性老年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比女性要來的高，

所以使得男性老年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改善空間也比較大以及迅速。而此與男女

差異和女性的平均壽命為何至人生的最後階段時，會比男性的平均壽命還要多超

過六歲的現象也是相當一致。即雖然身處在同一社會醫療環境中，但是男性老年

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要比女性高很多。 

                                                 
5 為便於理解，在此「下降速率」為迴歸方程式中的斜率 b值乘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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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各年齡別死亡率歷年下降速率圖6 

 

 

 

 

    

                                                 
6 為便於理解，本圖所示各年齡別死亡率回歸方程式之下降斜率，已經過絕對值計算後呈現。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圖 13、1977年兩性年齡別死亡率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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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圖 12是將表 2的內容用圖形呈現出來，然後另取 1950~2004總共五

十五年的中位數年（1977 年）男女的各年齡別死亡率分布圖為例，如圖 13，來

與圖 11 做一個對照。我們還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男女性各個年齡別死

亡率的下降變遷速率的趨勢圖形，和每年自身的年齡別死亡率的分布狀況相當吻

合。如同本研究在前面曾經提過到的，我們都知道人類的死亡法則（或者是死亡

曲線），是一條類似浴缸形狀的「U」型曲線，也就是年齡別死亡率從嬰幼兒階

段的高峰，下降到青壯年的谷底，然後隨著年齡漸漸增加之後又逐漸上升。 

    此外，仔細分析會發現此結果相當符合邏輯的推演，因為嬰幼兒階段和老年

階段的死亡率原本就較高，也因此其二者就較其他年齡階段的死亡率「有本錢」

下降。然而，能從年齡別死亡率下降的速率，間接驗證了人類死亡的自然法則規

律也是一段相當有趣的研究過程。 

 

（二）小結 

 

    以上大略描述了台灣地區的年齡別死亡率於此五十五年來的集體情形以及

個別且特殊的呈現。大致可以說：從集體情形的直接觀察，台灣地區的年齡別死

亡率，除了一九五０年代初期兩性年齡別死亡率不管在哪一個年齡別都誇張的大

幅下降、兩性 60~69歲的死亡率在 1975年至一九八０年代會出現缺口，以及男

性的 15~19歲以及 20~24歲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在數十年間的波動較大之外，整

體來說，都呈現一致下降的變化趨勢。此也相當符合一般人的認知，即隨著時代

演進，社會發展進步以及醫療水準上升，一般的年齡別死亡率也呈現必然的改善

結果。 

    而在比較每一個單一的年齡別死亡率的時候，藉由�邅k分析的方式，觀察各

個年齡別�邅k方程式的β係數值，我們也可以深入比較各個年齡別死亡率下降趨

勢的不同內涵。包括下降的程度以及速率可以反映出醫療社會的改善情形（如嬰

幼兒死亡率以及老年人口死亡率的大幅下降），或是該年齡別人口所具有的特殊

性質（如 15~19歲的男性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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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過去五十五年來年齡別死亡模式年代分類的意義 

    

    筆者已經將台灣地區過去五十五年來各年齡別死亡率的整體變遷趨勢做了

大略的描述回顧分析。當我們了解台灣地區年齡別死亡模式的變遷趨勢，我們可

以進一步和時間年代結合，並對照各年代的年齡別死亡模式有何異同，再嘗試和

實際的社會情況比較。而且由於年齡別死亡率的變化模式，也和「時間」以及當

代發生的事情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可以從年齡別死亡模式的變遷情形，來間接

獲得一些資訊，並加以和當時社會的實際脈動互相對照。 

 所以如果我們能針對每年的年齡別死亡模式加以分類，而且如果不同年代的

年齡別模式所展現的資訊也是相似的話，那麼就可以據此推論，這些年代的社會

脈動很可能是相類似的。如果再加以對照當代實際的社會情形，例如有重大社會

事件發生或是國家政策的實施。我們就可以獲得年齡別死亡模式所展現的重要意

義，亦即是每一類型的年齡別死亡模式實際上即代表了台灣地區近五十五年來社

會發展的各個階段。 

 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歸納出台灣地區年齡別死亡模式的類型之後，進一

步探討台灣地區死亡趨勢將如何演變下去。最後，在我們了解過去五十五年來的

死亡率變化情形之後，下一步就是希望能將歷年的年齡別死亡模式按照年代進行

類型上的區分，使我們更清楚知道台灣地區過去五十五年來歷經了哪些的年齡別

死亡模式的類型以及轉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