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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生育事件之季節性週期變化 

一、生育的意義及其研究的重要性 

生育的廣泛意義是指有關人口變動中的出生因素。在人口學上通常使用生

育力(fertility)一詞來表示實際的出生(birth performance)，指的是一個婦女所生的

子女數，其意義有異於繁殖力(fecundity)，後者是指繁殖的生理性潛力。生育的

原意本包括活生(livebirths)與死產(stillbirths)，但今日已越來越偏向僅指「活生」

的部分，而不將死產或胎死(fetal births)包括在內。 

通常人口學家將繁殖的生理能力稱為繁殖力。一個具有繁殖力者可生育子

女，相反的，一個無繁殖力者則無法生育。相對地，生育力這一名詞用來描述實

際生育行為，也就是實際所生的子女數，而非僅指能力而已。 

迄今人口研究中「生育研究」之所以會占首要地位，乃因其有重要的理由；

這些理由可以歸納成生育過程與水準，對個人及對全社會的重要意義： 

(1)對個人的重要意義 

生育對個人的重要意義包括下列多項：一、證明個人的生育能力。二、個

人經生育子女而可以延長生命與歷史，使個人的價值與理想經由所生育的子女而

實現與發展。三、生育使個人組成較複雜化的家庭，並經由較複雜的家庭生活而

使個人獲得更多的權利及更高程度的滿足。四、個人生育的子女數不同會影響其

經濟收入與成本也不同，其生活方式與水準也會有所差異。五、生育過程不僅牽

連嬰兒的健康同樣也影響母體的健康。 

(2)對社會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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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對全社會的重要意義也有很多種：一、生育為社會提供人口的主要來

源，抵充死亡人口，使社會人口綿延不絕，繼續成長；此外也提供社會所需的人

力，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二、生育所牽連的社會現象複雜，包括政治、經濟、教

育、醫療、心理等；一方面既受這些複雜的社會現象所影響，另一方面也同樣影

響這些多方面的社會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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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響生育的因素 

過去有關影響生育因素的研究很多，著眼點各有不同，指出的因素亦各有

不同，歸納起來不外包括「鉅視因素」與「微視因素」兩大類。前者主要是指整

個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與環境的因素，而後者主要是指個人的生理、心理與行

為等方面之因素。分述如下： 

(一)鉅視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 

個人所處的外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條件與環境對人類的生育行為會有所影

響，同樣地，其對於人口的生育水準與變遷也會有影響。其中許多的經濟和社會

條件與環境是密不可分的。 

1.社會經濟環境因素 

此方面的重要因素大約可分為七類，即(1)家庭結構與功能，(2)死亡率，(3)

生活水準與成本，(4)教育水準，(5)社會流動，(6)都市化，及(7)工業化等。 

(1)家庭結構與功能 

家庭組織為「核心式」(nuclear)或「擴展式」(extended)等不同的結構，其

對於子女功能的看法便不同，影響其生育的觀念與行為也會有所不同。一般的情

形是，核心家庭對於子女所負的責任都較重，故對生育子女也較小心並有計劃，

其生育水準也都較低。而在擴展式的家庭中，婦女受配偶之外家庭成員對生育子

女的觀念與實際的影響都較大，生育的水準也較高。 

(2)死亡率 

死亡率的高低對生育率會有影響。影響的情形是，高死亡率會導致高出生

率，而死亡率的下降也會導致出生率隨之下降。其一為嬰兒死亡率的急速下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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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父母不必生育太多子女即可保證可以存活足夠的數量，乃進而影響生育率也急

速下降。而當成年人死亡率之下降，反使青年人就業越趨困難，同樣也影響父母

不敢生育太多子女。 

(3)生活水準與成本 

隨著收入與生活水準的提高，養育子女的直接與間接成本也都提高，影響

父母對生育子女愈趨卻步。收入水準越高，社會上的人也越講究享受，對於高成

本的生育也越少感興趣。 

(4)教育水準 

不少研究的結果都指出，社會或個人的教育水準與生育水準呈負相關。因

為教育程度提升的結果可能改變婦女的生育觀念、謀生能力，與其工作角色，因

而其對生育的興趣與需要乃會降低。 

(5)社會流動 

當社會上的人對爬升社會經濟地位的動機提高時，對生育子女乃越會覺得

是一種拖累與負擔，因而也會感到少有興趣。社會經濟地位的流動與收入及職業

的改變也極有關聯。向上的社會流動表示收入的提高，職業性質也越脫離初級生

產方式而進入白領階級的工作，因而也較不容許其花太多時間與精力於生育與教

養子女上。 

(6)都市化 

許多研究指出住在都市地區的人們，生育率相對較低，乃因其較少受到傳

統的生育觀念之壓力，且其心理特質及社會環境都較有利其講究個人的享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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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養育子女的成本與其個人享受之衝突性也越為敏感。因此，都市人口往往

有較低的生育水準。 

(7)工業化 

社會工業化的結果使婦女在農業外就業的機會增加，就業人員也需要接受

較高水準的教育與技術，生育子女的成本也相對因此提高，生育率乃較低。同時，

在工業化過程中，人口由農村遷移至都市的結果，也會直接或間接導致生育率的

下降。 

(8)醫療衛生發展與水準 

醫療衛生發展可降低死亡率，因而影響當父母者較容易接受少生子女的觀

念。此外，醫療技術的發展也有助於生育控制的實行，因而有助生育率的下降。 

2.文化因素 

影響生育的文化因素包括有關生育的動機、制度性的規範、社會價值，及

宗教觀念等。這些因素間接地影響個人生育子女數的不同。由於這些因素的作

用，會形成相當複雜的生育理念。就生育動機而言，有屬經濟的、屬社會的或屬

其他方面的。制度性的生育規範也因不同的社會、不同團體或不同地區而有不同

的看法與標準。 

(二)微視的生理及習慣或實行因素 

生育既是社會普遍的行為，也是個人的行為，故其影響因素既含有社會總

體性的部分，亦有個體性的部分。就個體的微視因素觀之，主要可分為(1)生理

因素(physiological factors)，(2)習慣及實行的因素(customs and practices factors)及

(3)心理決策因素(psychological decis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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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理因素 

生育的生理層面主要是指繁殖力(fecundity)，也即是生育的生理能力。影響

繁殖力的因素主要包括遺傳、健康、年齡及結紮。就遺傳因素而言，有的人有多

生的遺傳，有的人則有不育或難以生育的遺傳。健康的因素則包括先天或後天的

健康及疾病條件，健康條件好壞足以影響繁殖力；有些疾病會使人不能或難以生

育，或生出不正常之嬰兒。此外，年齡對繁殖力也有絕對的影響，尤其女性的繁

殖能力受年齡的影響最大。女性一旦過了更年期後便不能再排卵生育，而通常女

性的生育年齡介於 15歲至 49歲之間。 

而結紮是後天作為停止先天繁殖力的一種方式。此種方法是藉由切斷輸精

管或輸卵管，使精蟲不能排出體外或使卵子無法排到子宮，進而失去受精成胎的

機會。 

2.習慣或實行的因素 

若干習慣性或實行性的因素，也可能影響生育能力與水準。這些因素介於

外在社會、經濟、文化因素與生育行為之間，故也可稱之為中介變項(intermediate 

variables)。美國人口學家 Davis與 Blake於一九五六年的著作中提出影響生育的

中介變項之理論概念(Davis and Blake, 1956)，共分為三大類(影響性行為之因

素、影響節育之因素、影響胎兒形成及分娩成效之因素)十一小項，他們認為，

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因素合乎邏輯地透過這些中介變項影響生育率。人類文化中

普遍存在著生育過程的三個必要步驟：性交、受孕、懷胎與分娩。從與這三個步

驟有直接聯繫的因素著手，企圖分析了社會經濟和文化對生育率的影響。這些因

素中有些是志願的，有些是非志願的。其中有些因素較其他因素重要；對不同個

人或團體而言，不同變數的重要性也會有所不同，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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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影響性交之因素 (性交因素 )(factors affecting exposure to intercourse) 

(intercourse variables) 

A.支配生育期間之兩性結合與解組的因素(those governing the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unions in the reproductive period) 

(1)兩性結合之起始年齡 (合法與非法 )(age of entry into sexual unions)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不同文化背景下男女兩性結婚的年齡會有不同。但重要的考慮因素不外是

生理條件的成熟程度、謀生能力的充分與否，以及對於婚姻的價值觀念等。一般

在已開發國家中，結婚的年齡都較開發中國家的結婚年齡晚，主要是因為在許多

開發中國家，丈夫需要完全負擔家庭經濟責任的角色較少被強調。 

然而，由於女性身心成熟的時間通常較男性早，故導致男女兩性結婚年齡

有所不同。在各種文化之下，一般丈夫大妻子約三、四歲。同時，隨著社會經濟

的發展，許多開發中國家的合法結婚年齡有逐漸延後之趨勢，主要的原因不外為

達到優生保健及經濟安全的目的。結婚年齡決定夫妻進入合法性結合的時間，也

影響潛在的生育期限。 

(2)終生獨身：從未加入兩性結合的女性比例(permanent celibacy: proportion 

of women never entering sexual unions) 

獨居的情況共可分為未婚、離婚、喪偶及分居等。這些情況均可能影響性

結合及生育。一般在平均初婚年齡較高的國家，獨居者所占的比例也較高。滿五

十歲以上未婚、離婚及喪偶者終身獨居的可能性亦很高。 

(3)性結合期間之生育力時間(amount of reproductive period spent after or 

between u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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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成伴侶後繁殖期間的長短受是否未婚、離婚、喪偶與分居及其發生時的

年齡而定。未婚、離婚、喪偶及分居的時間愈長，表示其性結合的時間相對愈短，

繁殖的機會也愈少。 

B.支配兩性結合期間之性交行為的因素(those governing the exposure to 

intercourse within unions) 

(4)自願性禁慾(voluntary abstinence) 

自願性禁慾的重要時機分為：一、特殊慶典時節，二、懷孕後期，三、剛

分娩後，四、排卵期。其中在排卵期禁慾對生育率影響最大，在分娩後的禁慾對

生育的機會也可能略有影響。在特殊慶典的時節禁慾的行為通常於原始部落中才

有這種表現。 

(5)非自願性禁慾(性無慾、疾病、不可避免的暫時性分居)(involuntary 

abstinence)(from impotence, illness, unavoidable but temporary separations) 

最常見的非自願性禁慾是因為婚後丈夫離家到外地工作或服役。此種分離

自然也會減少妻子受孕生育的機會。 

(6)性交的頻率 ( 不包括禁慾期 )(coital frequency)(excluding periods of 

abstinence) 

可能影響性交頻率的因素包括食物、氣溫、溼度、居住環境等外界環境因

素，及身心疾病、健康等內在因素。通常性交的頻率越多，受孕的機會也越大，

生育水準可能因此較高。 

Ⅱ.影響受孕之因素(受孕因素)(factors affecting exposure to conception)(conception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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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非志願性不孕(fecundity or infecundity, as affected by involuntary causes) 

影響繁殖力的非自願性因素主要有性病、饑餓，使用藥物及居住地的海拔

高度等等。這些因素可影響繁殖力，因而也會影響生育水準。 

(8)有無使用避孕措施(use or nouse of contraception) 

到目前為止，多數人都一致相信使用節育方法是降低生育水準的最有效方

式。自古至今重要的節育方法或工具有：性交中斷法，安全期性交法、使用保險

套法(condom)、薄膜隔絕法(the diaphragm)、裝設子宮環(IUD)，及口服避孕藥(oral 

pill)等。 

(9)志願性原因所致使之不育(結紮、醫學手術等)(fecundity or infecundity, as 

affected by voluntary causes)(sterilization, medical treatment, and so on) 

由自願方式影響繁殖能力的主要方式有三種：一、輸卵管結紮，二、輸精

管結紮，三、餵母乳。其中第三項可以短期降低生殖力，而前兩項則可以達成終

生不育的效果。 

Ⅲ.影響妊娠與成功分娩之因素 (妊娠因素 )(factors affecting gestation and 

successful parturition)(gestation variables) 

(10)由非自願方式形成死胎的因素(fetal mortality from involuntary causes) 

平均非自願性的胎死率約為 20%。胎死必然也會影響生育水準。 

(11)由自願方式造成死胎的因素(fetal mortality from voluntary causes) 

此種方法最主要者為人工流產(induced abortion)。目前此種方法的安全性已

很高，且達成節育效果的程度也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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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地，影響生育率的任何文化因素都可以某種方式歸入這十一個中介

變項。因此，這十一個中介變項清楚地提供了一個揭示文化因素對生育率影響的

分析框架。根據這些變項，我們不難發現開發中國家社會與已開發國家社會之間

的結構差異。總體而言，前工業社會很大程度上鼓勵早性交，其表現在早婚與很

高的結婚率上；如此，便不會因為晚婚或非婚而損失潛在的生育率。但在婚姻形

成之後，這些社會往往因宗教或巫術的原因，比工業社會實行更多的節慾規定。

但這些「性禁止」不是作為有意識的生育率控制手段。儘管如此，節慾對生育率

也沒有多大的不利影響。非工業社會通常有很高的生育率，他們很少實行避孕，

並且根本沒有節育。相反地，在工業社會的生育過程中，早期階段的較低生育率

是透過婚齡與結婚率交互影響的結果。從長期趨勢而言，工業社會在降低生育率

方面，更多地是依靠晚婚而非不結婚、強調依靠避孕、流產而非自然節慾來降低

生育率的。晚婚在工業化的早、中期已相當普及，因為已具備了晚婚賴以生存的

社會經濟基礎。科學技術發展產生相對安全的避孕和流產方式，也使晚婚者免除

了婚前獨身的必要性。在工業社會發展的後期，避孕逐漸成為主導，以至於其他

降低生育率的變項(如流產和晚婚)變得不再像早期那麼重要。 

儘管 Davis 與 Blake 創立的生育率決定因素分析架構得到普遍認同，

Bongaarts(1982)在分析了那些影響生育率最密切的因素(proximate determinants of 

fertility)後認為，造成人口生育水準差異與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少數幾個中介變

項，其中四個中介變項(人口中已結婚或有性關係者之比例、避孕、人工流產或

墮胎、不孕)是決定生育率最重要的變項。根據 Bongaarts的理論，生育率之間的

差異是由諸如初婚年齡、婚姻結構的穩定性、夫婦性生活的頻率、哺乳期的長短

與強度、避孕措施的使用及其有效性、人工流產的普遍性等因素而產生的。這些

變項在不同的人口中存在著很大的差異，而差異的導致又是由社會經濟文化等因

素的差異所引起。社會發展、教育的普及與都市化的進程等，促進了初婚年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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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避孕措施的廣泛使用、人工流產的合法化、哺乳形式的變更，並透過這些

變化與轉變最終使生育水準趨於降低。 

3.心理決策因素 

過去針對生育子女的心理決策因素提出概念與理論的重要學者有史賓格勒

(Joseph Spengler)、霍夫曼(Lois Wladis Hoffman and Martin L. Hoffman)，及霍謝

德與阿諾(James Fawcett and Fred Arnold)等人。其理論分述如下： 

(1)史賓格勒的三種決策變數 

美國著名經濟人口學者史賓格勒提出，影響個人是否要再增添一個子女的

重要變數有三項，即一、偏好體系(the preference system)，二、價格體系(the price 

system)，與三、所得(income)。 

所謂偏好體系是指夫婦對要增添一個子女與對需求其他物品的相對偏好，

如果偏好多增添一個子女的程度遠高於偏好其他物品的程度，則會捨其他物品而

企圖增加一個子女，否則就會放棄增添子女。而所謂價格體系是指要一個兒女所

付出的成本是否高於需求其他物品的成本；如果是，則會放棄增添子女，否則會

企圖增添子女。在計算增添子女或其他物品的成品時，除包括所付出的金錢成本

外，也包括所付出的非金錢性的時間及其他的努力。至於收入所得因素，是指夫

婦可以用為追求所有物品的金錢或其他資源。 

就長期的變遷觀點來看，歷年來人們對子女的偏好及成本的看法已產生轉

變，且收入水準也有改變，因而導致生育水準也隨之改變。 

(2)霍夫曼夫婦預測生育動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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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夫婦提出預測生育動機的模式共包含五個變數，即一、子女的價值，

二、除了子女之外的價值，三、子女的成本，四、子女對父母要獲得某種特殊價

值的阻礙，五、子女對父母為獲得某種特殊價值的方便或助力。此一模式的主要

意義是指使用上述五項因素的概念可以分析生育動機；也就是說，藉著分析上述

五項因素可以預測父母是否需要子女，或需要其他的事項。 

(3)霍謝德與阿諾的子女價值觀 

霍謝德與阿諾從事一項國際性的子女價值研究，提出子女價值的理論架

構。依此理論架構，子女的價值一方面受社會人口因素及個人的心理及社會取向

所影響，而另一方面則影響生育與家庭計劃。子女的價值包括正、負價值及大、

小家庭價值之別，而價值又分為規範的價值與個人的價值兩類，此外，對兒子及

女兒價值的概念也有所差異。 

(三)農業革命與工業革命 

對於影響人類生育力的各種解釋因素中，除上述已論及者之外，「糧食生

產」與「人口成長」間的關係亦不容忽略，而談及糧食生產勢必得將之放置在「農

業革命」與「工業革命」的歷史脈絡中加以探討之。 

大約一萬年前人類開始嘗試耕種植物，飼養動物，才可能在一地永久定居

並開始生產糧食。糧食生產增加與人口成長有關(也許是因，也許是果)。總而言

之，農業革命(Agricultural Revolution)「創造了經濟……供給人類可靠的糧食來

源，使人類可繁殖到一個未知程度。」(Sanchez-Albornoz, 1974:24)。古典馬爾薩

斯理論觀點認為，土地的開墾是人口想透過降低死亡率和提高生產率來增加其數

量之方法。另一觀點則認為人口數量的增加，也許是因為長期出生數超過死亡

數，導致需要創新性的獲取糧食方法，因此農業革命逐漸產生。一旦農業產量開

始增加，則一個地方就可以有更多的人口得到生存所需的糧食供給。因此，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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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口數量的增加促使農業革命發生(必須成為當時創新的先決條件)，然而，經

濟變遷的發生更鼓勵了人口成長，則是不容否認的事實。 

不論人口成長是否使農業變遷，農業革命的結果無疑的能維持更多的人

口。針對這個事實，在工業革命前幾千年中人口緩慢而穩定的成長，不能不歸功

於農業革命。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前，事實上，也是由於農業上重要的改革，提

高了生產量促使工業革命發生(Clough, 1968)。而工業革命又導致許多機械工具

的產生，機械工具的使用則使農作物的收成加速完成。同時，農業機械化除了使

耕地面積增加許多，更因為耕種與收成較過去容易，亦使土地能種植較多不同種

類的農作物。 

雖然機械化是農業增產的主要原因，但農業密集化 (intensification of 

agriculture)─指的是不論藉由機械、人力或其他方式使固定土地上所獲得的收成

較過去增加，亦使人類獲益頗多。農業密集化的方法之一是多種收成(multiple 

crop)，也就是說，在同一土地上經由增加使用肥料以及更廣泛的灌溉方式，每

年耕種一種以上的農作物。 

此外，經由農地的重新劃分，許多農業發明得以因此改善。合併農地成較

大的單位，改變草地和牧地為耕地使生產量增加，尤其在歐美，因為大農場引進

經濟效率的概念，以致人們勇於投資在耕耘機、收成機、肥料、灌溉系統等上面。 

除非農產品成比例的增加，否則工業無法擴張。工業化與人口的城鄉遷移

有關，因此造成勞動力離開農業，轉入工業。也因此，那些留在農業的勞動力必

須有能力生產更多─不僅自足，同時也得足以供養非農業的人口。所以可看出如

果農業產量未增加，則工業革命便不太可能發生。 



 - 16 -

三、生育事件季節性週期模式的變化 

所有生育事件研究中，比起一般預期，生育行為的持續性季節模式變化

(seasonal patterns)往往受到人口學家較少的關注。Lam和Miron(1991)曾證實了這

些季節週期模式的人口學意義。如果考慮到其季節性模式變化的程度、持續情

形，與人口本質，似乎表示人口學家對於找出導致該現象的原因極感興趣。時到

今日，儘管學界針對該現象已發展出很多解釋模型，但是促使生育事件季節性變

化模式的真實原因仍舊是個謎(Seiver, 1985)。 

持續性的生育事件季節變化模式實際上已發生於世界各個地理空間中；此

外，經常在歷經長時間以及特定的社會文化改變下，仍具相對穩定性。舉例來說，

大部分詮釋生育的結構性觀點可能認為，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期間，

生育事件的季節性變化模式也會隨之改變，但是該季節模式的高峰與低谷會維持

不變(Shimura et. Al., 1981; Lam and Miron, 1991)。除此之外，儘管在口服避孕藥

(oral contraceptives)與其他可靠的生育控制方法引進期間與之後，生育事件季節

性變化模式仍舊維持穩定(Seiver, 1985)。歷經戰爭、社會動盪、政府倡導生育控

制、結婚與離婚模式的劇烈變化，以及政府嚴格控管墮胎(abortion)或對之鬆綁等

等後，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出生季節性變化模式仍舊維持不變。 

這樣的研究結果與發現可能顯示，對於理解生育事件的季節性週期模式變

化，非自主性(non-volitional)的生物因素勢必有某種程度的影響力。好比來說，

不同人種與文化的改變下(如先前所提及的)，「懷孕期長短」(gestational length)

依舊相對變化不大，而且相信不會有人對如此「純粹」的生物性過程(biological 

process)─僅有些許部分的自主性(好比，人工催產等等)不受社會性過程(social 

process)影響，感到特別驚訝與意外。然而，真正讓「生育事件的季節性模式」

該議題顯得特別有趣的是，存在於世界上各地區極度不同的生育事件季節變化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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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生育事件季節性變化模式基本上可以分為兩大類：一為生育高峰期

出現在一年的一開始(通常是指初春季節)，之後每月逐漸遞減，該模式一般通稱

為「歐洲模式」(European Pattern)(雖然該模式也曾出現在世界其他地區)；另一

則為生育低谷期出現在一年中的春季(通常大約是四月)，之後出生數逐月遞增，

到初秋之際達到高峰，接著再遞減，該模式稱之為「美國模式」(American 

Pattern)(雖然該模式也一樣曾出現於世界其他地區)。另外，此兩種模式常常在九

月出現整體或局部性的生育高峰(Gabriele, Rodgers and Roland)。因此，整體來

說，生育事件的季節模式基本上有三個主要特徵─某些地區生育高峰期在初春、

某些地區的春季則是生育低谷期，以及各地九月普遍皆出現生育高峰期。 

(一)生育事件季節性模式的地理空間變化 

儘管研究發現各國家皆呈現出顯著的生育季節波動，但仍舊沒有任何單一

規則或因素可以完全決定某一特定國家的生育事件季節模式。Lam和Miron(1991)

檢視了一九四０年代至一九八０年代，美國三州(加州、喬治亞州，以及紐約州)

的白人生育模式，發現這三州的出生季節性模式皆呈現出九月高峰，而四、五月

低谷之結果─該模式與先前研究所提出的「美國模式」相同(Cowgill, 1966; 

Rosenberg, 1966; Macfarlane, 1970; Lyster, 1971; Seiver, 1985)。但喬治亞州的出生

季節波動程度大於其他兩州；如同先前研究所證實的，喬治亞州的生育季節波動

乃為美國南部的典型生育季節模式。類似的九月生育高峰期也展現於一九四０年

代至一九八０年代的加拿大與英國(Lam and Miron, 1991)；然而，不同於一般「美

國模式」之處在於，春天月份中並非其生育低谷期。 

英國所呈現出的模式也近似於很多歐洲大陸國家之模式。Lam 和

Miron(1991)檢視二次戰後期間北歐兩國(丹麥與瑞典)、荷蘭，以及西德四個歐洲

國家時發現，生育高峰期出現在一年的一開始(初春季節)，之後每月逐漸遞減，

九月時出現一年中的局部小高峰，而生育低谷期則為秋末與初冬期間，該情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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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般通稱的「歐洲模式」。 

Lam和Miron(1991)同樣檢視了中歐與南歐等國家─盧森堡、法國、西班牙，

以及義大利，發現相較於北歐國家，這些國家的季節波動程度較不明顯；不過，

大致上仍舊維持「歐洲模式」。 

另外，Lam和Miron(1991)也嘗試檢視了北美與歐洲以外之地區；在他們比

較印度國內五個不同地區的季節波動時發現，緯度較高的地區(緯度約等同於佛

羅里達州、喬治亞州，或墨西哥)其季節波動極為類似美國南方之模式(九月高

峰，而四、五月為低谷期)。同樣地，當檢視日本東京(緯度約等同於美國華盛頓

特區)與鹿兒島(緯度約等同於美國喬治亞州)兩地時發現，相較於印度之模式，該

兩地區的生育季節波動模式較接近北美與歐洲模式；亦即，九月乃是出生高峰，

而十一月為生育低谷期。此外，以色列一九六０年代至一九八０年代之生育季節

波動情形也極為類似美國南部模式。 

Lam和Miron(1991)同樣地檢視了南半球國家(澳洲、紐西蘭，與南非)發現，

澳洲的出生季節波動情形極為類似英國之模式(三月初春季節為生育高峰，之後

每月逐漸遞減，九月時出現一年中之局部小高峰，而生育低谷期則為秋末與初冬

期間)。然而，很多先前的研究卻發現澳洲的出生高峰期乃在九月；舉例來說，

Rosenberg(1966)發現澳洲南部一九五０年代末期的出生季節波動極為類似美國

模式。而英格蘭的出生季節波動情形大體上也吻合澳洲模式(亦或是美國模式)，

但其九月的出生高峰更為明顯。 

根據上述不同地理空間之比較，總結來說，沒有任何單一規則或因素可以

完全決定某一特定國家的出生季節模式。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發現「美國模式」與

「歐洲模式」，並沒有任何簡單的系統可以概括之。很多地區九月皆呈現出整體

性或局部性的出生高峰，同樣地也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同緯度地區的出生季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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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會一致，或者南北半球的出生季節模式會顛倒。 

(二)生育事件季節性模式的時間變化 

生育季節模式跨群體變化的第二個重要特徵乃是長期以來該模式的穩定

性。Wrigley 和 Schofield(1981)檢視了三百年歷史中(1539~1836)前工業時期的英

國發現，出生季節模式明顯有平緩之趨勢。Knodel和Wilson(1981)針對十八至十

九世紀德國農村的研究也同樣發現，在近一百五十年時期中，出生的季節性變化

有類似減緩之趨勢。然而，Lam 和 Miron(1991)針對二十世紀芬蘭、加拿大、盧

森堡，與瑞典的長時期出生季節模式之研究發現，儘管該些國家於此世紀歷經了

劇烈的經濟與社會變遷，但其出生的季節模式卻相對地持續穩定存在。 

Lam和Miron(1991)同樣也比較了喬治亞州與紐約州不同時間(1948~1968、

1969~1986)不同種族間(白人與非白人)的出生季節性變化模式。長期下來，其中

最明顯的改變乃是喬治亞州白人的出生季節性變化的趨緩；其餘皆變化不大。美

國南部白人的出生季節性變化之趨緩，在早先的研究中也同樣得到證實(Querec 

and Spratley, 1978; Seiver, 1985)。 

長期下來出生季節模式的改變意味著，雖然其季節變化於今日可能不如前

工業時期中重要，但是其在任何地區或團體中並未消失；實際上，甚至在部分地

區卻有增加之情形。此外，生育季節性模式的時間選擇與安排，基本上仍舊沒有

顯著地改變。 

(三)不同團體間生育事件的季節性模式變化 

具備各國家的生命統計資料得以檢視與比較不同團體間的生育季節模式，

這些差異往往潛在地涉及到解釋生育季節性變化的決定機制。如先前已提及之，

Lam 和 Miron(1991)在比較喬治亞州與紐約州不同時期(1948~1968、1969~1986)

不同種族間(白人與非白人)的出生季節性變化模式時發現，長期下來，其中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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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的改變乃在於喬治亞州白人的出生季節性變化之趨緩；其餘變化皆不大。此

外，他們比較了美國白人與非白人頭胎與第二胎間的出生季節模式發現，兩者間

差異亦不大。 

同時，Lam和Miron(1991)也比較了英國、芬蘭，以及瑞典三國合法出生與

非法出生間的生育季節模式變化發現，彼此間差異也極為有限。最後，Lam 和

Miron(1991)比較了二次戰後期間瑞典農村與都市間的生育季節模式時亦發現，

兩者幾乎沒有分別。 

綜合上述研究之發現，作者可以歸納出以下幾點： 

1.出生的季節變化乃是遍及不同地理區域、歷史時期，和文化背景之下的重要特

徵。 

2.現存某種特定的季節模式並不單單只受國家所處緯度的影響。 

3.關於生育季節性變化之研究並沒有一致的結論顯示，其會隨著時間的變遷趨

緩、增強，亦或維持不變。 

4.農村與都市間生育季節模式的差異，相對而言極小。 

5.合法出生與非法出生間季節性變化之差異很小。同樣地，出生順序間的差異也

不是那麼明顯。 

假如觀察人類在生物性與社會性構造上較接近其他動物的早期演進階段(事

實上，很多不同種類的動物皆表現出固定且明顯的生育季節性模式)，我們可能

認為世界各地的生育事件季節模式會很極為相似(好比是懷孕期長短)。然而，當

Werschler 和 Halli(1992)進行橫跨北美到加拿大的比較研究時，卻無法確實預期

該模式也會隨之改變。同樣地，當 Lam和Miron(1991)著手美國與歐洲的跨國研

究時，也並不預期該模式在某些重要面向上是極端對立的。在特定的情況下，

James(1990)並不認為生育事件季節性模式在僅僅十餘年過程中，會產生戲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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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變化。同樣地，Brewis, Laycock與 Huntsman(1996)也不認為在特定的情況下，

生育事件的季節模式變化會完成消逝。 

這些個別事實傾向證實了任何對於生育事件季節變化的生物性解釋觀點。

在跨地理空間的比較分析下，生育事件的季節變化模式相當不穩定。另外一方

面，在同一地理空間內的跨時期比較(很少有顯著的例外)，則相對穩定許多。因

此，世界各地生育事件的季節性週期模式的改變，似乎透露出其地理或文化上的

差異(同一地理空間中較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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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育事件季節性週期模式之成因 

一直以來，已有許多學者從多方角度切入，企圖找出導致人類生育事件季

節性週期變化之因素；綜合言之，有以下幾點： 

(一)外在物理環境因素─氣候 

有些學者著重於研究外在的自然環境，例如一般的天氣模式 (weather 

patterns)(Lam and Miron, 1996)。其他相關的天氣因素，包括與夏天工作模式有關

的空調(Seiver, 1989)和精子活動力(Levine et al., 1988)，也一併納入該領域研究

中。此外，日照週期(photoperiod)也可能是導致出生季節模式變化的外在原因之

一1(Roenneberg and Aschoff, 1990)。其中，Bailey(1992)提出相對較為不同的解釋

方式─在他的模型中，結合了降雨量及糧食生產供應，然後到與營養、生育力有

關的卵巢功能。該解釋模式著重外在(且相當當地的)氣候因素─降雨量，與內在

生理營養機制兩方面。 

較早期的學者 U. M. Cowgill(1966)綜合整理大部分的相關研究成果並從世

界各地季節性出生模式的比較研究中得到一項結論─氣溫(temperature)很可能是

決定歐、亞、澳、非與南美國家的出生季節週期之最主要因素。另外一方面，

Cowgill 也認為加拿大、美國、波多黎各，以及墨西哥的出生季節模式趨於和緩

的原因則多半是出於文化因素(例如，生活水準的改善、暖氣與照明設備的發明、

                                                 
1 醫學研究證實在人的大腦底部，有個叫松果體的腺體(也叫松果腺 pineal body)，對太陽光線非

常敏感。它通過神經纖維與眼睛相連，在日光強烈時，腺體抑制，松果體素分泌減少。反之，在

陽光強度減弱時，松果腺體興奮，其激素分泌增加。松果腺體分泌的激素，有調節人體其它激素

含量的功能。松果激素分泌多，則腎上腺素和甲狀腺素的分泌便減少，血中濃度亦降低。而腎上

腺素和甲狀腺素是喚起人體細胞工作的一種激素，在其含量相對減少時，細胞就會處於抑制狀

態，變得極不活躍；因而整個人體機能也就處於抑制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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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溝通工具的發展，以及遷移等等)。文化上的改善可能抵消了「氣溫」的傳

統直接影響力，減少了受制季節週期的外在環境變化對於人類行為的操控。 

Cowgill 的結論立基於假設「出生模式」(birth pattern)反映出使「懷孕」與

「分娩」發生在最理想的情況下所做出的調整。很多先於 Cowgill的學者研究也

立基在該假設之上(Huntington, 1938; Voranger, 1953; Pasamanick et al., 1958, 1959, 

and Takahashi, 1964)。這些學者也多半傾向視「氣溫」為「季節變化」(seasonality)

最重要的氣候決定因素。然而，也有學者開始強調其他因素(氣候性或非氣候性)

對於影響生育事件季節性模式的重要性。 

(二)人口過程與行為─受孕、人工流產、結婚 

有別於前者，部分學者則強調先於生育行為前之活動的季節性變化對於生

育周期模式的影響。好比是研究青春期(puberty)(Valsik, 1965; Rodgers and Buster, 

1994)與性行為(Naeye, 1980; Rodgers, Harris and Vickers, 1992; Udry and Morris, 

1967)的季節變化。此外，Rodgers和 Udry(1988)亦著手研究美國婦女避孕與生育

兩者間的季節模式變化。該領域中，也包括針對非人工流產(Kallan and Enneking, 

1992)與人工流產(Peterson and Alexander, 1992; Parnell and Rodgers, 1998)的經驗

性研究。Rodgers 和 Parnell(1999)提出了有關「懷孕季節性變化」(pregnancy 

seasonality)的概要式與組織化的生產過程。懷孕的結果可以分為非人工流產、人

工流產，或活產；他們指出，人工流產可能影響生育的季節性變化；同時，也認

為生育的季節性變化是源自懷孕的季節性變化所導致。 

與上述主張高度相關的另一流派則認為，生育的季節性變化的解釋機制與

其他人口過程的回應有關。Kallan和 Udry(1989)研究了生育的季節性變化是否由

育齡婦女人口的波動所導致。也有部分學者研究結婚季節性變化與生育季節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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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兩者間的關聯性(Lam and Miron, 1991; Mathers and Harris, 1983; Rosenberg, 

1966; Prioux,1988)。 

Rosenberg(1966)發現，在美國，結婚的季節模式(六月高峰期)與生育的季節

模式(六、七月的受孕率低於整體平均)兩者間關聯不大；此外，合法出生與非法

出生的季節模式兩者間卻極為相似。在這些研究發現的支持下，Rosenberg 有理

由質疑結婚對於生育事件季節模式的影響力。相對地，有別於 Rosenberg之論點，

Prioux(1988)卻發現，在義大利，十月是其首胎受孕高峰期；他將該結果歸因於

九、十月的結婚高峰期，而出生胎次愈往後者，其十月受孕高峰期的模式則愈不

明顯。Prioux強調，當首胎占全部出生者的比例愈高，整體生育事件的季節模式

愈趨明顯。 

(三)社會、文化因素─農業週期、節慶 

面對「生育事件季節性變化」現象的另一種解釋機制是社會、文化的季節

性變化。除了 Rosenberg(1966)指出生育的季節變化與社經地位有關外，也有學

者(Knodel and Wilson, 1981; Levy, 1986; Nurge, 1970)認為農業週期也有部分影

響。舉例來說，一個有關德國農村社會的活產出生季節變化研究中，Ethel 

Nurge(1970)發現相較於高度勞動力需求期間，有較多的嬰兒出生於農閒時期。

對於該模式的解釋是，相對於農閒時期，懷孕較可能發生於農忙期間。Nurge的

研究發現同樣支持了一年內較忙碌的季節中，性活動可能較為頻繁的概念；因為

性交(coitus)可能為白天沉重的工作提供部分慰藉。然而，針對使用烏干達非城市

和墨西哥某城市的資料之研究中，Richard W. Thompson 和 Michael C. 

Robbins(1973)得到一個相當不同前者的結論─他們則認為相較於需要高度勞動

力的季節，懷孕較可能發生於農閒時期。該研究發現支持了當人們的精力無需投

入其他生產活動時，在相對勞動力需求較低的時期中，性活動反而較為頻繁的論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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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農業週期相當程度地反應出糧食與營養的供給；Mosher(1979)發現，

糧食供給與營養需求的季節變化可以有效解釋台灣一九二0年代至一九七 0年代

生育事件的季節週期模式。 

除了農業週期之外，很多其他經濟變項對於解釋生育事件的季節變化可能

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勞動力市場提供於女性的就業機會是季節性的，那麼婦女

很可能理性地儘量選擇在工作機會較少的期間懷孕，以避免因為懷孕或照顧子女

而喪失就業機會。另外一方面，男性勞動力參與情形的季節性變化也可能影響夫

妻間接觸的頻率。在大部分經濟領域中，很多經濟活動具有季節性；同時，世界

各地的模式間也非常相似(Barsky and Miron, 1989; Beaulieu and Miron, 1990a,b)。 

然而，Lam與Miron(1991)在檢視一九二０至一九八０年代英國、芬蘭、瑞

典、加拿大與盧森堡五國之生育事件季節模式後發現(該時期中，這些國家從幾

乎完全的農業經濟轉變為工業經濟)，生育事件的季節性變化並沒有明顯的時間

動態改變；因此，經濟變項的季節性變化很可能不是決定生育事件季節變化的最

關鍵因素。我們沒有理由相信農業和工業活動的季節性變化是一致的，所以長時

期中，生育事件季節模式的相對穩定性意味著經濟變項作用不大。 

最後，節慶(holidays)特別適合用來解釋，在大部分基督教文化社會中，聖

誕節/新年與九月出生高峰期兩者間的關係(James, 1971；Lam and Miron, 1991；

Rosenberg, 1966)。Laridon(1986)將九月的出生高峰期追溯至十二月底的受孕期，

甚至強烈地認為「再生產行為」(reproductive behavior)發生在該節慶假期中。 

Calot(1981)亦強調，八月假期可以有力地解釋出現於法國五月的出生高峰

期，而 James(1971)則認為，假期間所額外增加的休閒時間更可能可以用來解釋

英國較高收入者的生育季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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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節氣 

「節氣」是中華文化獨創之產物，用來指出一年中氣候寒暑變化的週期規

律。由於我國是農業發達的文明古國，對農業社會的人而言，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是一年中的大事；因此，對氣候產物與季節變化須有一套準則或方法來遵

循，以指導農業生產，「二十四節氣」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制定出來的。二十四

節氣雖分布於十二個月當中，但卻是依據太陽的運行而制定，因此，在太陰曆的

日子並不固定，反而在今天通行的太陽曆(一般我們所俗稱的國曆)上較為固定不

變。 

我國以農立國，文化發源於黃河流域，當初二十四節氣命名以黃河流域的

節氣景象及農作物生長情況為根據，農民的民俗活動、宗教慶典、生活行事，當

然包括生育在內，更是依照四季二十四節氣而安排。台灣地處亞熱帶，緯度與黃

河流域不同，平地地區即使隆冬也不易見寒霜，更遑論冰雪；因此，二十四節氣

的名稱與現象，台灣不一定每個都能互相吻合。然而，台灣的居民大多仍舊來自

於閩粵地區，而閩粵之人又皆來自黃河流域中原地區，因此，二十四節氣對國人

的影響依舊如影隨形。 

綜合言之，源於懷孕和活產出生的季節變化比較研究的一個無庸置疑之結

論是，所牽涉的機制可能並非僅僅只有單一一個。也許隨著實際當時情況的改

變，各種可能導致生育事件季節性變化的因素，其相對重要性便有所不同。很明

顯地，氣溫絕非影響性交次數頻率，或成功受孕與分娩的唯一因素。在某些情況

下，氣溫可能只具備次等的重要性；同時，也必須考量工作、降雨量、遷移、避

孕觀念與方法的普及性、避孕的動機，以及疾病的模式種類等等其他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