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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歷年年齡別死亡率模式的變遷過程 

 

第一節 歷年年齡別死亡模式的結構相似性區分 

 

    接下來筆者將直接進行以每年為一個網絡個體，並分性別以比較各五十五個

個群體之年齡別死亡模式的結構相似性。且透過集群分析法分類的方式呈現，如

圖 14所示： 

 

 

圖 14、女性 1950~2004年齡別死亡率結構相似之年代區分_Cluster圖形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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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接近歐式距離 0.25為指標畫分，從圖 14可以清楚地知道： 

1. 1950~1951 的網絡距離很相近，結構相似性很高，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

別死亡模式類型。 

2. 同理，1952~1953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3. 同理，1954~1957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4. 同理，1958~1959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5. 同理，1960~1963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6. 同理，1964~1968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7. 同理，1969~1974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8. 同理，1975~1978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9. 同理，1979~1982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10. 同理，1984~1992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11. 同理，1993~1999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12. 同理，2000~2004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同樣的，男性的資料也可以進行上述的區分，下頁圖 15 是將男性的資料用

Cluster方式呈現。以接近歐式距離 0.25畫分，下列是大略且暫時的年代分類： 

 

1. 1950~1951 的網絡距離很相近，結構相似性很高，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

別死亡模式類型。 

2. 同理，1952~1954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3. 同理，1955~1957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4. 同理，1958~1962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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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理，1963~1968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6. 同理，1969~1971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7. 同理，1972~1976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8. 同理，1977~1978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9. 同理，1979~1983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10. 同理，1984~1990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11. 同理，1991~1996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12. 同理，1997~2004可以聚集為同一年齡別死亡模式類型。 

 

圖 15、男性 1950~2004年齡別死亡率結構相似之年代區分_Cluster圖形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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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分類方式雖是依照 Cluster的概念，從小團體開始分類，最後聚合成最終

五十五位團員的大集合。然而，如此分法過於細緻，導致分類太多，不易於做整

體類型的分析。 

    所以除了運用以上方式，從每一年開始，以尋找連續年代聚集的方式，對過

去五十五年做一個細部的分類，然後往上累積總合之外；我們還可以將決定彼此

結構相似程度的歐式距離指標放大，改成從整個大團體結構上面著眼，觀察過去

五十五年來，主要可以分成哪幾個大塊區域。以歐式距離為 0.5劃分，顯示女性

年齡別死亡率結構相似的年代 1950-1957、1958-1968、1969-1978、1979-1992、

1993-2004等五個年代次群體。 

    同樣地，男性也可以分為 1950-1957、1958-1968、1969-1978、1979-1990、

1991-2004等五個年代次群體。 

    如此，過去五十五年期間，兩性歷年的年齡別死亡率即可以分為五個年代次

群體。當然，如果要繼續區分次集團，最後分類出來的年代階段，可能會跟前述

方式一樣過於詳細。所以如果以簡單的大範圍年代階段代表不同年齡別死亡模式

類型的話，也可以從這個方向著手，選擇較大的年代區塊作描述分析。不過，雖

然我們可以「暫時」區分出 1950~2004每年年齡別死亡模式的年代差別，然而，

各個年齡別死亡率隨著時代變遷的過程，仍然沒有辦法具體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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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每年各年齡別死亡率之次團體變遷過程 

    如上節最後所述，雖然我們已經瞭解過去五十五年來，兩性的年齡別死亡率

都可以透過年與年之間結構相似性的方式，區分出 5種不同的年齡別死亡率類型

的年代次群體階段，然而我們還是無法知道究竟各個年齡別死亡率是如何的改

變。因此，我們還需要將分析的層次從「年」的層次縮小到「年齡別死亡率」的

層次，進一步觀察每一年的年齡別死亡率在整體網絡結構中是如何改變的。 

    因此，筆者就分別以前述所區分出來的五個年代階段的最後一個年份為例，

透過瞭解在這五個年份中，各年齡別死亡率彼此的差異相似性在空間結構上的變

遷，來得知各年齡別死亡率在歷年來的變化情形。女性選出的觀察年份為 1957、

1968、1978、1992以及2004年，而男性的觀察年份為 1957、1968、1978、1992

以及2004年。 

    經由觀察每一年各年齡別死亡率彼此差異的MDS結構圖，可以知道每一年

各年齡別死亡率在每年的網絡中，其結構位置是如何分布以及他們是如何隨著時

代變遷進行移動。圖 16 呈現兩性在這選取的五個年份中，年齡別死亡率彼此差

異MDS空間結構圖。藉由五個年份並肩排列，可以發現歷年來各年齡別死亡率

的變遷情形，其實是相當明顯的。 

    在每一張MDS空間結構圖中，各個年齡別死亡率可以區分出四個主要集團： 

一、 核心集團（紅色圈所示）：表示這些年齡別死亡率彼此的差異很

小，在MDS空間結構圖中彼此的距離最近。在此集團的年齡別死

亡率，也就是死亡率法則中的青壯年階段，因為各年齡別死亡率

都很小也沒有多大起伏，因此彼此的差異不是很大。 

二、 過渡集團（藍色圈所示）：這些年齡別死亡率和其他年齡別死亡

率差異沒有那麼小，在年代早期因為死亡率法則的影響，會和其

他年齡別死亡率的差異較大，然而隨著時代演進，這些年齡別死

亡率會逐漸降低並且和其他年齡別死亡率的差異縮小最後加入

核心集團。 

三、 外圍集團（橘色圈所示）：此集團的年齡別死亡率也很高，在年

代初期一樣呈現死亡率法則的情形，然而這些年齡別死亡率會隨

著時代演進，大幅降低與其他年齡別死亡率的差異，在MDS圖中

會呈現逐漸往核心集團移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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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邊陲集團（綠色圈所示）：是超高年齡別死亡率的人口年齡組，

因為和其他年齡別死亡率的差異太大，所以在MDS空間圖中和其

他年齡別死亡率的距離很遠，總是在邊陲位置。雖然會因為死亡

率分組的往上增加，而有些年齡別死亡率會向外圍集團靠攏，但

大致上來說還是處在外圍邊緣位置。 

   因此，從圖 16就可以看到經過五十五年的時代變遷，各個年齡別死亡率在空

間的位置上，是如何移動變化的。接下來筆者就針對五個年代類型，分別描述每

個年齡別死亡率在五個年齡別模式中的變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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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1957 

F2.1968 

F3.1978 F4.1992 F5.2004 

M1.1957 

M2.1968 M3.1978 

M5.1992 M4.2004 

圖16、兩性每年自身年齡別死亡率彼此差異MDS空間結構圖：上排由左自右－女性1957、1968、1978、1992、2004年 

                                                       下排由左自右－男性1957、1968、1978、1990、2004年 

資料來源：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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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歷年年齡別死亡模式的變遷過程 

 

（一） 1950-1957年：高嬰幼兒死亡率暨高老年人口死亡率階段 

  就整體空間分布來說，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的呈現是相當符合浴缸型的描

述。亦即年齡別死亡率彼此差異最小的成員，主要是集中在 5歲~39歲的人口，

而 40歲~54歲的人口死亡率則居次。值得注意的是零歲人口的死亡率相當的高，

所以會和超過 5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一樣，在整個空間分布圖上都位居比

較邊緣的位置，顯示這幾年的嬰幼兒死亡率和老年人口死亡率一樣，和其他的年

齡別死亡率的差異相當大。 

   不過 1~4 歲人口的死亡率，因為與其他年齡別死亡率的差異仍大，所以在分

布狀況上，可以發現 1~4歲人口年齡別死亡率雖然在結構圖中仍在核心外圍的過

渡集團，和 50~59歲的人口在整個模式中的結構位置是差不多的。不過，實際上

又發現，1~4歲年齡別死亡率與其他年齡別死亡率的差異，已經逐漸加入低死亡

率集團核心的趨勢（也就代表 1~4歲年齡別死亡率正在逐漸下降）。 

   在 1950-1957 年因為嬰幼兒以及高齡人口死亡率和其他年齡別死亡率差異甚

大，主要在於這些年齡人口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因此此階段的年齡別死亡模式是

屬於高嬰幼兒及老年人口死亡率階段。 

 

（二） 1958~1968：幼兒及中高齡人口死亡率改善階段 

   在此階段，最明顯的改變即是 1~4 歲的人口已經顯著的降低，在每年各個年

齡別死亡率中，已經加入比較低的一群，已經納入核心集團。另外，50 歲~59

歲的人口死亡率，也比上一個階段改善很多，50~54歲年齡別死亡率已納入過渡

集團。而零歲人口的死亡率也已經大幅下降逐漸靠近核心位置，加入過渡集團。

因此，1958-1968年的年齡別死亡模式最主要的改變即為幼兒人口（1-4歲人口）

以及中高齡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下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階段，內政部公佈統計資料的年齡上限，已增至八

十歲以上，等於是增加兩個成員，或許會在整個空間分布位置上，對其他年齡別

死亡率造成影響。不過，從整個相對位置來看，每一個年齡別死亡率與其他年齡

別死亡率的差異在空間上的移動以及彼此之間的距離仍是有其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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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69~1978：邁入低嬰兒死亡率階段  

   在此階段，最重要的是零歲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已經獲得非常大的改善，已

經從外圍集團下降至過渡集團。另外 50 歲~59 歲人口的死亡率和其他年齡別死

亡率的差異性，已經降低的很多，50~54歲人口也已經納入核心集團。而 55~59

歲人口年齡別死亡率雖仍在過渡集團，不過也已經離核心集團不遠了。最後在早

期屬於高齡人口的 60歲~69歲人口，也隨著時代演變逐漸下降至過渡集團。 

    因為嬰幼兒年齡別死亡率的大幅改善，所以從 1978 年開始，台灣社會開始

邁入低嬰幼兒死亡模式階段，在之後的時間，整個年齡別死亡模式的變遷主要在

於中高齡以及高高齡人口死亡率的改善變遷過程。 

 

（四） 1979~1992(男性1990)：中高齡人口死亡率改善階段： 

   我們可以發現在此階段零歲人口以及 50~54 歲人口的死亡率已經改善非常

多，在空間結構圖中已經可以完全歸納入核心範圍內。而 55 歲~65 歲的中高齡

人口死亡率則一直上下增減中，在過渡集團中不定時的會靠近核心。不過隨著年

代愈接近現在，有一些更高齡人口的死亡率也已經逐漸降低，如 70~74歲人口的

年齡別死亡率。 

   因為嬰兒以及幼兒人口的死亡率在此階段已經相當的低，所以年齡別死亡模

式的變遷主要還是中高齡以及高高齡人口的死亡率改善所造成。 

 

（五） 1993(男性 1991)~2004：高齡人口死亡率「改善」階段 

   到此階段台灣地區的年齡別死亡模式大致已經定型，亦即從零歲~60 歲的人

口死亡率都已經非常低了。而且隨著年齡分組繼續往上增加，一些在早期年代是

屬於高齡人口的人口結構，到了近代只能算是中高齡人口（如 60歲~75歲），並

且也有逐漸下降的情形，因此在 MDS 結構圖中 65~69 歲、70~74 歲甚至 75~89

歲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和其他年齡別的差異也會逐漸縮小。像是 65~69歲、70~74

歲年齡別死亡率就從外圍集團邁入過渡集團，而 75~89歲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外

也從邊緣集團進入外圍集團，並且通通往核心集團範圍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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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小結 

   經由圖 16兩性各五個代表年份的MDS空間結構圖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過

去五十五年的年齡別死亡模式的內涵，基本上就是嬰幼兒死亡率和老年人口死亡

率的變遷歷史。在這裡嬰幼兒死亡率，包括從零歲到 4歲的人口，而老年人口的

死亡率則從一九五０年代初期的 55歲以上人口到今日的 75歲以上人口。 

   我們可以知道兩性在每年之年齡別死亡率彼此差異的表現上，是有相當相似

的演進過程，然而透過附錄觀察兩性每一年的MDS圖形，可以發現其實男性在

嬰幼兒以及老年人口死亡率的改善情形，會比女性慢很多。因此約於 1959~1978

階段，男性的中高齡人口死亡率（55歲~70歲人口）距離核心位置的距離，要比

女性還要遠，而且某年遠或某年近的來回波動情形，也比女性還要常發生。另外

一個兩性較大的差異就是男性在近年（2001-2004）的年齡別死亡率彼此是比較

接近的，所以在空間結構圖中，高齡人口年齡別死亡率與其他死亡率的距離比起

女性來說也較接近。 

   不過，最後要特別說明的是，本研究雖能根據 MDS 空間結構圖呈現每一年

的年齡別死亡模式是如何的分布，並且藉由年齡別死亡率彼此之間的差異在歷年

趨勢上所顯示的移動情形，來推測該年齡別死亡率的改善情形；然而根據 MDS

圖形中所做的集團分類卻只能依照研究者本身相對主觀的方式，主要原因在於兩

兩年齡別死亡率的差異在空間結構中呈現的距離，究竟彼此要距離多遠或多近才

能被劃出或劃進同一個集團裡，在本研究中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指標或數值可以加

以衡量。例如在圖 16男性 1990年的圖形中，70~74歲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要

歸於過渡集團或是外圍集團其實是受到相當主觀的評斷。而且若是該年的年齡別

死亡率彼此之間差異並未很大的話，在MDS圖形中呈現的距離效果也不是非常

明顯（如圖 16男性 2004年的年齡別死亡模式）。 

   再者，根據年齡別死亡率彼此的差異相似性，來劃分不同的次集團，受到人

類死亡率法則的先天限制，會使得嬰幼兒人口以及高齡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與其

他年齡別死亡率的差異成為先天性的結果，使得以空間結構相似性的方式區分年

齡別死亡率的次群體效果打了折扣。 

   不過，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能藉由嬰幼兒人口以及老年人口的年齡別死亡率

在歷年MDS結構圖中的移動情形，發現他們改善的移動軌跡，也是本研究方法

最大的貢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