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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構地位均等性分析方法 

 

 我們在前面談到了將每年的各個年齡別死亡模式統合起來，作年代上區別的

意義之後，我們接下來要考慮的便是，要如何分類？ 

    本研究選擇運用社會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中的結構地位均

等性分析(structural equivalence analysis)方法，來進一步描述每一年所屬的 16個

年齡別死亡率的分布狀況，並以年為單位，區分出 16 個年齡別死亡率分布情形

在整體結構上是相似的年份。 

 

第一節  相關研究文獻 

 

    結構（structure）是一個不管在任何領域都很常被提到的概念。雖然我們常

常在理論或是在口語中，都會提到結構以及個體兩個層面往往會互相形塑、互相

影響。但是要深入的對結構的組成加以分析，卻是非常困難的。 

    到底何謂「結構」？美國社會學家 Blau曾經提出，結構其實就是社會組成

的不同元素之間相互關係的一種展現（Blau，1975；葉啟政，2000）。因此我們

可以粗淺的定義，所謂的結構就是在一個組織或團體中組成份子在特定關係下依

據彼此的相對位置所產生的直接連帶以及間接影響。因此進行結構分析，簡言之

就是從不同元素所組成相互之間的關係狀態來對結構進行理解（林佳瑩、蔡毓

智，2006）。 

    在以往「結構相似性」的概念常常被用來探討，每一個不同且獨立的個體在

同一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具有相同的特性與位置。例如說研究不同學生在

同一班級裡面，所擔任的職務或是其扮演角色所展現的性質，可以看出這個班級

的某種網絡關係，進一步也可以了解不同班級，是否具有相似網絡結構關係。又

例如說，如果我們針對的是每個班級學生的整體課業成績，來當作每個角色所展

現的性質，每一班級或許就會形成一個自我的結構關係，再進一步將具有相類似

結構網絡關係的班級分類在一起，就可以區分出哪些班級是屬於同一類的，例

如：升學班或是技藝班。 

    同樣地，如果我們將一年內的個別年齡別死亡率定義成特別的組成元素，統

合起來，所謂的「年」，也可以視為一個單獨的網絡結構。進一步就可以針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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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所建構的結構年齡別死亡率加以分析。Keiko Nakao 以及 A. Kimball 

Romney（1993）曾經運用 Newcomb在 1950年蒐集的一筆美國兄弟會成員資料，

來進行所謂的「貫時性」（Longitudinal Research）的團體結構網絡研究。Keiko

利用兄弟會 17 個成員在 15 個星期間，彼此關係的變化進行研究，並進而運用

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方法分出該兄弟會裡面次群體（subgroup）成

員的變化過程，了解該網絡的結構穩定性。Nakao與 Romney的重點在於分析同

一網絡裡面團體成員彼此關係的變遷情形，所以我們也可以試著運用相同的概

念，同樣運用MDS的方法來分析每一年每一個年齡別死亡模式的變遷趨勢，了

解不同年份，各年齡別死亡率，是怎麼進行變遷。 

    另外，Snyder 與 Kick（1979）則採用結構地位的分析方式，就世界經濟整

體交換結構進行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地位之分析，並對世界體系理論進行實證之分

析，結果發現世界經濟交換體系的確存在著核心- 半邊陲- 邊陲的模式（引自林

佳瑩、蔡毓智，2006）。Burt（1992）也從結構的角度去分析一個國際企業要在

整個市場經營上具有競爭力與競爭優勢，則必須要在網絡體系中佔有重要的結構

地位。  

    而結構相似性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各個組成元素（在本研究中即各個年齡別

死亡率）彼此之相對關係，因此要描述所謂的「結構位置」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

各個組成元素依據性質相近與否，加以分群，也稱之為「集群分析法」（clustering 

analysis）。除此之外，Lorrain & White（1971；引自 Scott，2000；林佳瑩、蔡毓

智，2006）也提出用來描述整體結構地位的相對關係的 Block Model，常被運用

來分析有著不同經濟發展狀況的不同國家，在同一經濟體系裡面的不同結構地

位。 

    近年的研究中，MDS（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則是最廣泛被運用來觀察

整體結構分布狀況的研究方法。基本上，MDS 就是運用網絡中的不同成員在空

間上分布的狀況，來描繪出彼此之間的「距離」7關係，進而定義出網絡成員的

結構位置，因此，MDS方法除了可以描繪不同元素彼此的結構相似性程度之外，

更可以按照此程度的不同去進行空間的描繪，更有助於我們理解在整個網絡結構

系統中各個組成元素的分布狀況。除了前述 Keiko Nakao以及 A. Kimball Romney

之外，Shepard(1972)更運用MDS空間圖形的呈現方式來加以描述不同商業產品

的結構，並針對產品之間的相似性來對商業產品及消費者進行空間呈現及分類。 

                                                 
7 計算網絡成員彼此在結構中的距離，可以進一步作空間的呈現，進而從單位的空間相近性了解
不同的網絡成員彼此在結構地位上的角色。而有關距離的計算方式將在接下來的篇幅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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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據 Wasserman以及 Faust（1994）的看法，網絡結構組成的不同元素可

以從三個層次加以觀察：第一，整個結構群體的層次；第二，成員的次群體；第

三，個別行動成員。而這三種觀察分析層次可以按照研究需要，同時交互運用。

因此在本研究中，首先會把 1950~2004年當成五十五個不同的網絡結構，然後每

年的年齡別死亡率當作組成該結構的不同元素，仿效 Keiko與 Romney分析貫時

性資料的作法，運用MDS方式去分析五十五年來，每一年的年齡別死亡率會呈

現如何的空間分布狀況，並且從MDS分布圖中，得知那些「年」的年齡別死亡

率可以形成次團體（第二類型觀察層次），那些不能。進一步分析哪幾年的網絡

結構中的次團體成員是一樣的（或相近的），再來進行區分相似網絡結構的步驟，

也就是區分出不同年代的類別。 

    其次，我們也可以一樣將每一年的年齡別死亡率當成一個個的組成成員，然

後直接根據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實際數值（如 2004年的男性 (0)µ 即代表 0歲人

口的年齡別死亡率為 0.0014）所呈現的意義，判斷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在整個結

構中所表現的結構地位。也就是從整個結構群體的層次（第一類型觀察層次）來

看，如此，藉由判斷每一年所呈現的不同網絡結構，我們就可以直接運用結構均

等的概念，將整個結構網絡表現相似的年份、或年代加以區分出來，最後並且參

照實際社會現實定義出和每一個其他年代擁有不同年齡別死亡率模式的各個不

同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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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分析資料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的「結構地位均等性分析方法」，是使用所謂的「結構指標」作

為分析結構組成的基本單位，進而從各單位在結構組成地位上的相似程度，對

結構組成加以分析。因此以各行動單位彼此之間的相似性關係作為結構分析的

基礎，將可以進行結構分析上之量化驗證。然而，在驗證前，我們卻有必要先

對「結構指標」加以先行定義。 

    首先，根據 Scott等學者的看法（Scott，2000；Wasserman & Faust, 1994），

所謂結構地位均等，即是該網絡角色所展現的社會關係是相等的。因此，我們

可以將結構均等性定義為： 

(1.) 若 r為所謂的關係（relation）， i以及k為兩個不同的網絡成員。且

i k rX g g表示成員  i與成員k具有關係連帶； k i rX gg表示成員k與成員  i

具有關係連帶。若是 i k rX g g= k i rX gg則 k i rX gg= i k rX g g。並且k =1、2… 、g

（林佳瑩、蔡毓智，2006）。 

(2.) 根據(1.)，則若 i j rX g g表示成員  i與成員 j二者具有結構均等性關

係，成員  i與成員 j不一定同時與 k具有kr的連帶關係，但是兩者

定義為處於相同的結構地位（林佳瑩、蔡毓智，2006）。 

 

    而有關「關係連帶」的測量方法則因為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彼此之間並沒

有所謂的實質的關係可言，因此我們必須要將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根據我們的

研究目的轉換成「類似性」或是「差異性」關係資料矩陣（similarity or dissimilarity 

data matrix），也就是我們最終要探討的「結構均等性資料矩陣」。而轉換的方式

便是經由計算各個成員在整個網絡結構的相對位置距離。此距離數值便是構成

結構均等性資料矩陣的重要內涵。至於結構距離的計算方式，本研究採取的是

「歐基里德法（Euclidean Distance）」（Burt，1982；Wasserman & Faust，1994；

林佳瑩、蔡毓智，2006）計算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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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 kX g表示成員 i對成員k的關係連帶； i kX g表示成員 j對成員者 k

的關係連帶；因此，對成員 i與 j二者而言，二者的歐幾里德距離就

等於 row i及 j及 column i及 j的距離；且 i k≠ 、 j k≠ （林佳瑩、蔡

毓智，2006）。 

 簡言之，我們所要探討的「結構相似性概念」，其實就是計算該網絡結構內

部不同成員之間的相對距離，而此距離可以按照我們要分析的定義選擇，看是

要求取的面向是「相似性」或是「差異性」。每一個團體（或個體成員）和其他

團體（或個體成員）彼此在結構矩陣中都會有一個相對應的數值。然後數值愈

相近的我們就可以定義它們結構愈相似，也就可以進一步的將他們歸於同一次

群體（或是類型）。 

    以本研究來說，我們先從整個結構全體的層次，直接觀察每一年不同結構

網絡中結構成員彼此的相似性，將不同的年份，從結構均等相似性的角度出發

加以分類。如此，我們就可以運用結構相似性的概念，區分出台灣地區過去五

十五年來，歷年的年齡別死亡模式是如何的變遷以及可以歸納出那幾種不同的

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分析步驟如下： 

(1.) 以每一年為獨立的網絡結構，將每一年的網絡結構直接互相比較。觀

察各個網絡內組成成員的結構相似性。 

(2.) 計算方式是運用歐基里德方法。 

(3.) 五十五年的各年齡別死亡率會形成一個關係矩陣，兩性共兩個關係矩

陣。 

(4.) 運用「集群分析法」可以直接區分出整個網絡成員組成具有相似性程

度的年份，並加以分類。 

 

    區分出整體網絡結構相似的年代次群體之後，我們就可以從之前提過的次

群體的觀察層次開始，觀察每一年內，各年齡別死亡率所形成次群體分布狀況，

進而和其他的年份一起相比，尋找出結構內次團體分布狀況相似的年份，並將

之歸於同一類型。而計算的步驟為： 

(1.) 視每一年為一個單獨的網絡結構，求得每一年齡別死亡率與其他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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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死亡率的差異，做為彼此形成關係矩陣所需要的資料內容。在此，

我們直接用每個年齡別與其他年齡別死亡率差異的總和取絕對值再

平均所有組數。即 other x
xdi

g

µ µ
µ

−
= ∑ ，其中 g 為該年年齡別死亡率

的組數。 

(2.) 如此，每一年都會形成一個「年齡別死亡率彼此差異」的網絡結構矩

陣。共有五十五矩陣，男女兩性共 110個矩陣。 

(3.) 之後運用MDS分析方式，選擇運用共同變異量（covariance）做為區

分次群體的分析指標，並加以計算「歐基里德距離」，依結構成員彼

此「相似性」的概念，使得每一年齡別死亡率會和其年齡別死亡率差

異最小的互相靠近，並在空間結構中會展現出來。 

(4.) 最後我們就能在歷年的 MDS 圖表上，看到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進行

的空間移動，進而判斷各年齡別死亡率移動模式相近的年代，並加以

分類出來。 

  

 

（二） 分析資料 

 

    而關於最基本的分析資料方面，根據人類死亡率法則的內涵顯示，由於每一

年的各年齡層死亡機率的分布實際上表現出相類似的圖形。即人類各年齡別的死

亡風險分布都會形成一個類似「浴缸型」或「倒 J型、U型」的曲線，差別只在

於每一年的死亡率曲線的起伏程度不同而已。 

    正因為每年的年齡別死亡率有上述相類似的性質，因此在以整個群體結構分

析層次上而言，只要我們加以限定每年的年齡別組數為相等，我們即可運用網絡

群體結構相似性的概念，將台灣地區五十五年來各年的年齡別死亡作區分。 

    若是我們從單一結構內的次群體觀念加以分析，則不需要考慮組數，而是

以每一年自身的結構差異性為主。找出年與年的結構相似性之後，我們就可以

進一步將每一年視為一個單獨的群體結構，從 1950到 2004年就代表有 55個群

體，而每一年中的各年齡別死亡率則設想成一個個獨立的個體成員。以五歲年

齡組的年齡別死亡率為例，假設最高年齡組設定為 70歲以上，如此，從 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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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歲、5~9 歲、10~14 歲、15~19 歲、20~24 歲、25~29 歲、30~34 歲、35~39

歲、40~44歲、45~49歲、50~54歲、55~59歲、60~64歲、65~69歲以及 70歲

以上，一年總共會有 16 個年齡別死亡率，也就是 16 個群體成員，當然每一成

員都有各自表現的內容。 

    如此，我們就可以藉由比較不同群體內成員的活動具有相似性的概念，來

加以區分不同年份內部各年齡別死亡率表現相似的不同年份，並進而加以分

類。而且透過此概念，隨著時代的演進，政府統計資料的最高年齡組愈來愈高

後，可分組的成員也就愈來愈多，所以分析也就會愈來愈詳盡。尤其是針對老

年人口死亡率的變化情形，也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