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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設計 

    本研究主題旨在探討研析不同國籍配偶是否為造成台灣地區離婚率

攀昇原因與現況，嘗試從中理出脈絡和法則，並提出政策意涵作為未來制

定外籍配偶開放政策的參考。本研究主要採行的研究方法為統計計量模

型，茲僅針對資料來源、研究方法與實證模型及變數說明與假設，分述如

下： 

第一節、資料來源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研究台灣地區離婚率升高的決

定因素，在整合前開離婚率理論與國內外相關文獻後，並逐一檢討各項可

能影響台灣地區離婚率升高之原因，並加以驗證。本研究經歸納出可能影

響台灣地區離婚率的因素計有：各縣市人口之年齡、各縣市人口之教育程

度、各縣市之有偶婦女生育率、各縣市就業者行業區分、各縣市婦女勞動

參與率、各縣市失業率（全縣市失業率）、平均薪資、外籍配偶比率（區

分大陸地區、東南亞及其他國籍）、該縣市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之人口數比

例等。茲將每一變數資料來源分述如下： 

總體而言，本論文所使用的資料主要多來自內政部或行政院主計處等

官方資料。有關離婚率資料來自於內政部戶政司編印《中華民國臺閩人口

統計季刊》；年齡及教育程度資料係來自於行政院主計處統計「臺閩地區

各縣市年底人口數按性別、年齡及婚姻狀況分」表；有偶婦女生育率資料，

係來自內政部統計「臺閩地區各縣市有偶婦女一般生育率、年齡別生育率

及總生育率」表。 

有關就業情況資料部分：就業者行業區分與失業率資料係來自行政院

主計處編印《人力資源統計月報》統計「台灣地區人力資源調查重要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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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縣市分」表；婦女勞動參與率與平均薪資所得相關資料係來自行政院主

計處編印《人力運用調查報告》；教（會）堂信徒人數資料來自內政部編

印《內政部統計年報》；外籍配偶比率，則係作者彚整內政部統計處統計

「台閩地區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表，及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臺閩地區各

縣市年底人口數按性別、年齡及婚姻狀況分」表，並自行整理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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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方法與實證模型： 

本研究使用結合跨年度時間序列（time-series）與跨縣市別橫斷面

（cross-sectional）結合的追蹤資料（Panel Data），其優點是相較於橫斷面

與時間序列兩種資料而言，追蹤資料包含更多的資訊。其不但有助於提高

樣本數與自由度，使估計結果較為準確；而對實證模型的採用也將更具有

更多的選擇。在綜合以上各重要變數假設後，本文可設出下列的關係式： 

)1)(,,,,,,,,( FWRCPRWAGEUEMTWLPREMERBIREDRAGEfDIVR=   

第（1）式中，DIVR為台灣地區各縣市離婚率，AGE為每年台灣地區

40 歲以上人口佔該縣市人口比例，EDR 為每年台灣地區各縣市專科教育

程度以上之人口比例，BIR為每年台灣地區縣市別有偶婦女一般生育率，

EMER為每年台灣地區縣市服務業就業人數佔全縣比例，WLPR為每年台

灣地區有偶婦女勞動參與率，而 UEMT則為每年台灣地區縣市別失業率，

而 WAGE 則為每年台灣地區縣市別每人每月平均薪資，而 CPR 則為基督

徒或天主教徒人數佔該縣市人口數比例，而FWR則為縣市別外籍配偶（女）

對有偶婦女比例。 

而台灣地區各縣市別間居民不同的特性，可能對外籍配偶引進的反應

因而產生差異。也就是說，各縣市別間人口之年齡、各縣市人口之教育程

度、各縣市之有偶婦女生育率、各縣市就業者行業區分、各縣市婦女勞動

參與率、各縣市失業率（全縣市失業率）、平均薪資、外籍配偶比率（區

分大陸地區、東南亞及其他國籍）、該縣市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之人口數比

例以及最重要的外籍配偶比例，對於該縣市的離婚率，具有相當的影響

力。但若在迴歸估計中忽略此地區特質的差異，109可能使估計結果有所偏

                                                 
10此一地區特質的差異尚包含各地區在地理與人文方面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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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所以，在計量方法的選擇上，採用能夠控制這種地區特質差異的固定

效果模型（fixed-effects model）進行估計相當適合。然而由於本研究之觀

察點個數有限，1110相對於太多要估計的代表縣市別之參數，線性重合

（multicollinearity）現象致使迴歸效果不佳，因而改用簡單的OLS（ordinary 

least square）估計法。Hyclak（1996）在模型估計方法的選用上，也存在

與本文雷同的問題。本文所使用的OLS估計法，以數學式可將第（1）式

進一步表示為： 

ti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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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AREACITYFWRO

FWREFWRMCPRLWAGEUEM
WLPREMERBIREDRAGEDIVR

,

3

1
,,12,11

,10,9,8,7,6

,5,4,3,2,10,

εγββ

βββββ
ββββββ

+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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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k=1~3 

第（2）式中， 表示取自然對數 log後的值，i表示縣市別，t代表時

期，至於

L

ti,ε ，則為殘差項。此外，由於各縣市別可能存在個別特質，使外

籍配偶引進時，會產生不同的離婚率。因為本文使用的資料為台灣地區的

23個縣市，跨 2001至 2003 年的資料，由於預期台灣地區離婚率，會依著

時間變動改變，為控制因時間變動而產生的問題，因此本研究在模型中增

加兩個時間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分別代表 2002及 2003 年。 

在北部、中部、東部以及南部的縣市由於區域特性的差異，1211將使得

其因外籍配偶增加時，對於該區域的離婚率增減也不相同。因此，本研究

以東部地區為參考區域，在模型中加入兩個分別代表北部、中部與南部地

區的虛擬變數，以控制此一區域特性的差異。 

                                                 
11. 本研究之觀察個數為 69。 
12. 其劃分方式乃是依據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中央山脈地理位置相結合長期演變而形成的，因

此台灣地區區域整體上可劃分為北、中、南及東部四大地區（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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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由台灣地區經濟發展面向來看，市的發展較優於縣，而隨著市發

展及都市化、多元化後，市民婚姻觀念改變，同樣可能成為台灣地區縣市

別離婚率不同的因素，因此於模型中加入縣市虛擬變數，指代表台北市、

基隆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及高雄市等 7個縣市，以探討

台灣地區縣與市分別對台灣地區離婚率之影響。本研究將藉由實證分析，

針對上述問題一一進行探討。茲將模型中各變數之定義、基本統計量、以

及預期對各縣市離婚率的影響方向，詳細列表於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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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實證變數說明與假設 

由前所述，台灣地區離婚率和各縣市人口之年齡、各縣市人口之教育

程度、各縣市之有偶婦女生育率、各縣市就業者行業區分、各縣市婦女勞

動參與率、各縣市失業率（全縣市失業率）、平均薪資、外籍配偶比率（區

分大陸地區、東南亞及其他國籍）、該縣市基督徒或天主教徒之人口數比

例，可能為影響縣市別離婚率重要指標之客觀因素。以下針對上述幾項的

變數，加以詳細說明其對於台灣地區離婚率的影響。 

基於作者對研究背景之觀察，台灣地區離婚率大體發展態勢，有異於

一般平常認知：年輕、高教育程度，反而傾向離婚者年齡層較長（50－54

歲年齡層）、教育程度偏低（高中、國中）趨勢。因此，本文假設當當事

人年齡越來越大時，有鑑於來日不多，不再如傳統般死守著無可奈何的婚

姻，反而越可能勇敢面對，並結束長久不愉快的婚姻問題；同樣地，教育

程度越低者，處理婚姻問題的成熟度也嫌不足較容易離婚。此可由 Charles 

Hirschman（2003）研究指出低教育程度及早婚易致高離婚率結果。吳學

燕（2003）亦支持該項論點。惟Michel（1976）研究指出教育程度尚需區

分丈夫或妻子之教育程度，太太教育程度愈高，離婚機率愈大，相對地婚

齡愈晚、丈夫教育程度愈高婚姻相對地持穩。因此假設離婚率與年齡呈現

正相關、與丈夫教育程度呈現負相關，至於性別則有待驗證。 

而從人口變動要素角度觀察，人口數與生育率亦是影響台灣地區離婚

率的兩個重要客觀因素。一般而言孩子生得越多，於考量離婚時會更加慎

重。此可由曾長麗（1993）曾對台灣地區二十三個縣市官方資料生育及人

口流動對離婚率影響進行實證研究分析，結果發現確實存有顯著關係，

Huang（2003）及 Hsing（2003）等實證結果台灣離婚率與生育率呈現負相

關，Huang et al.（2001）亦支持此項論點。因此，綜合以上觀點，假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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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地區離婚率與與生育率的變動呈現負向關係。 

此外，俗諺道得好：「貧賤夫妻百事哀」，夫妻就業的狀況、婦女勞動

參與率、平均所得收入及失業問題常常為研究者探討離婚率時重要考量因

素。顧燕翎、尤詒君（2003）及蔡漢賢、林姹君（2003）研究兩岸婚姻指

出，因老少配、健弱配、加上經濟欠缺、性格差異等因素反目成仇易走上

離婚之路。然而就台灣而言（不同於外國）離婚後贍養費並非重要考量問

題，因此當夫妻雙方經濟出現問題時，較有經濟能力的一方，通常瀟灑地

容易先提出離婚要求。此可由 Huang（2003）及 Hsing（2003）等實證資

料得到驗證。 

另一方面，婦女經濟獨立及勞動投入，使得婦女無須仰仗婚姻而獲得

經濟安全，而更勇於斷然作出離婚的決定；再者高離婚率，亦使得婦女不

得不投入就業市場，因此高離婚率反過來影響高的婦女勞動參與率。此可

由曾長麗（1993）、Becker（1973、1974）、Sander（1985）、Johnson and Skinner

（1986）、Michel（1977）、Ressler and Waters（2001）、Binner and Dnes（2001）

等研究得到支持。因此假設台灣地區離婚率與婦女勞動參與率、失業率、

平均薪資呈現正相關與就業者所在行業別區分有顯著關係。 

另外作者質性觀察方面，發現台灣地區離婚率不斷地攀升，傳統家庭

觀念的束縛正在崩潰瓦解中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許多人在此種典範移轉

(Paradigm Shift)情境下，面對婚姻問題時就顯得失去耐性，不再依循傳統

規範予以挽回或補救，而選擇自主離開。然而宗教的力量是唯一規範，

Michel（1976）研究也指出擁有相同信仰者，離婚機率愈低，猶以同為天

主教信徒的婚配更是如此，作者解釋此乃因為天主教徒不准離婚的信條所

致。因此本文假設隨著教會或教堂信徒人數增多，台灣地區離婚率應會降

低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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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關於外籍配偶占台灣地區有偶婦女比率。就如前述外籍配偶婚

配，結婚動機多非以感情為基礎、再加上文化差異、風俗習慣迥異、社會

制度、價值觀及語言障礙，為婚姻埋下許多不定時炸彈。張福群（2001）、

鄭雅雯（2000）、蕭昭娟（2000）、吳學燕（2003）、蔡漢賢、林姹君（2003）、

顧燕翎、尤詒君（2003）等研究發現得到驗證。本文假設外籍配偶比率與

台灣地區離婚率呈現正相關。 

最後，本文預期在控制其他解釋變數的情況下，北部區域、中部區域、

南部區域等之縣市，在台灣地區離婚率增加趨勢，以東部區域的地區最

高，其次為南部區域的縣市，而以北部區域的地區能力最低。因此本文預

期，代表北部區域、中部區域與南部區域的 3個虛擬變數的係數應為正，

且後者應較前者為大。而在縣和市對台灣地區離婚率增加趨勢方面，預期

市會大於縣，因此縣市虛擬變數的係數應為負。此外，本文預期離婚率於

台灣地區各縣市，有逐漸增加的趨勢。因此，代表 2002及 2003 年的時間

虛擬變數的係數，皆應為正值。茲將模型中各項實證變數之定義說明、基

本統計量以及預期對各地區離婚率影響方向均彙整列於表 7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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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各變數定義、基本統計量與預期影響 
 

 
平均數（標準差）    預期

影響變 數 
 

定  義 
2001 2002  2003   

DIVRi,t  縣市離婚率。 2.46 
(0.49) 

2.67 
(0.46)  2.84 

(0.53)  ＋ 

AGEi,t  40歲以上之人口比例。 37.81
(2.48)

38.78
(2.52)  39.81 

(2.53)  ＋ 

EDRi,t  15 歲以上專科（以上）教
育程度人口比例。 

16.83 
(5.08) 

18.55 
(5.16)  21.91 

(5.83)  － 

BIRi,t  該縣市有偶婦女生育率。
81.22

(11.53)
79.17

(11.84)  74.22 
(10.81)  － 

EMERi,t  全縣服務業就業人口比例
56.38 

(12.67)
56.07 

(12.67)  57.32 
(12.34)  ？ 

WLPRi,t  有偶婦女勞動參與率。 45.36 
(6.20) 

45.61 
(5.46)  46.44 

(5.24)  ＋ 

UEMTi,t  縣市別總失業率（%）。 4.54 
(0.47) 

5.11 
(0.39)  4.99 

(0.30)  ＋ 

WAGEi,t  每人每月平均薪資。 32,053
(3198.1)

31,788
(3238.2)  31,554 

(3235)  ＋ 

CPRi,t  各縣市基督或天主教徒人
數佔該縣市人口數比例。

3.31 
(3.18) 

3.24 
(3.10)  3.23 

(3.23)  － 

FWRTi,t  外籍配偶（女）/有偶婦女
比率。 

0.89
(0.16)

0.96
(0.19)  1.04 

(0.37)  ＋ 

FWRMi,t  大陸籍配偶（女）/有偶婦
女比率。 

0.53 
(0.14) 

0.57 
(0.18)  0.65 

(0.35)  ＋ 

FWREi,t  東南亞籍配偶（女）/有偶
婦女比率。 

0. 35 
(0.11) 

0.38 
(0.13)  0.37 

(0.10)  ＋ 

FWROi,t  其他國籍配偶（女）/有偶
婦女比率。 

6.10×10-3

(4.1×10-3)
7.50×10-3

(5.1×10-3)  0. 01 
(0.6×10-2)  ＋ 

CITYi,t   縣市虛擬變數。 0.30 
(0.47) 

0.30 
(0.47)  0.30 

(0.47)  ＋ 

NORTH  如果該地區位於北部區域
則設為 1，否則設為 0。 

0.30 
(0.47) 

0.30 
(0.47)  0.30 

(0.47)  － 

CENTRAL  如果該地區位於中部區域
則設為 1，否則設為 0。 

0.26 
(0.45) 

0.26 
(0.45)  0.26 

(0.45)  － 

SOUTH  如果該地區位於南部區域
則設為 1，否則設為 0。 

0.35 
(0.49) 

0.35 
(0.49)  0.35 

(0.49)  － 

YEAR02  年份；如果該年為 2002 年
設為 1。否則設為 0。 

0.00 
(0.00) 

1.00 
(0.00)  0.00 

(0.00)  ＋ 

YEAR03  年份；如果該年為 2003 年
設為 1。否則設為 0。 

0.00 
(0.00) 

0.00 
(0.00)  1.00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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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對台灣地區各縣市離婚率之影響   
 

資料來源：2001-2003 年行政院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處及行政院主計處之官方統計數據。 
註：1. 離婚率的資料係以發生日期為主。 
  2. 有偶婦女生育率為千分比 0/00。 
  3. 每人每月平均薪資資料，單位為元 

4. 有關基督徒及天主教徒人數係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統計。 
5. 其他國籍配偶係指除了大陸、東南亞等之外含港、澳及美、加等地區。 
6  外籍配偶資料係來自行政院戶政司，按結婚發生日期統計之臺閩地區各縣市外籍新娘人數。 
7. 縣市虛擬變數為指台北市、基隆市、新竹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及高雄市等 7個縣市 
8. 北部區域包含台北縣、宜蘭縣、桃園縣、新竹縣、基隆市、新竹市及台北市；中部區域包含

台中縣、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及台中市；南部區域包括嘉義縣、台南縣、高雄

縣、屏東縣、澎湖縣、嘉義市、台南市及高雄市。其餘的地區如台東縣及花蓮縣則歸屬於東

部區域。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