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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研究設計 

第一節、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資料為「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一期一次問卷 ІІ（1984

～1985 年）、三期一次問卷 ІІ（1995 年）、四期一次問卷 ІІ（2000 年）和五期一

次問卷 І（2005 年），共四個年份的調查結果。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社會科學發展處自 1983 年開始推動「台灣社會

變遷基本調查計畫」，而該計畫是由社會科學界研究人員規劃執行。目的是為了

讓學術界可以透過抽樣調查研究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有關社會變遷之研究分析。

從 1984 年進行以來，「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已經完成二十次四十二份問

卷的全台灣抽樣調查，調查主題每五年一個循環，其內容包括家庭、教育、社會

階層與社會流動、政治文化、選舉行為、傳播、文化價值、宗教等。唯第五期計

畫的問卷設計規劃，為了能夠呈現台灣社會長期發展的重要指標，問卷保留前三

次或前四次完全相同的題目，讓研究者能確實對 1984 年以來台灣重大的社會變

遷現象有深刻的掌握，並且可進行跨二十年的比較研究，其賦有的社會變遷意含

將對瞭解台灣社會有極大的助益（章英華、傅仰止 2006）。 

    在本研究中，分別以 1984 年、1995 年、2000 年和 2005 年四個時點的 20-65

歲受訪者為分析對象，並且在扣除變項遺漏值後，各年的樣本人數分別為 3454

人、1418 人、1313 人和 1514 人，總樣本數為 7699 人，其中男性共 4278 人（55.6%），

女性共 3421 人（44.4%）（原受訪樣本數各為 4199 人、2081 人、1895 人和 21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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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主要變項之內容 

一、依變項 

本研究所使用的依變項分別為一期一次問卷 ІІ、三期一次問卷 ІІ、四期一次

問卷 ІІ和五期一次問卷 І的「道德觀念」題組中，詢問受訪者認為「夫妻不合而

離婚」這項行為有沒有錯？選項分別是「非常錯」、「相當錯」、「有點錯」、「沒有

錯」。然後依據保守態度（認為非常錯）到開放態度（認為沒有錯）的程度變化，

依照「非常錯」、「相當錯」、「有點錯」、「沒有錯」次序給予 1、2、3、4 四個分

數，分數愈高者表示對於「夫妻不合而離婚」的態度是較開放。反之，分數愈低

者則越保守，認為夫妻離婚是錯的。本研究將「無意見」及「不願意回答」當成

遺漏值刪除。  

 

二、自變項 

在本研究中所使用的自變項除了像性別、年齡、時期和世代的變項外，還考

慮了研究對象的籍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職業變項，並且在時期層次放入前

三年平均總體離婚率。 

其中，為了反應近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的擴張，因此在教育變項上以「有無上

大學」之劃分進行分析。而在教育程度的標準化方面，本研究將四個年份共七千

多位研究對象的教育程度換算成教育年數，教育程度愈高者教育年數愈高，反之

教育年數則愈低。其中唯「一期一次問卷 ІІ」的題目是直接詢問受訪者教育年數

外，另外三年「三期一次問卷 ІІ」、「四期一次問卷 ІІ」和「五期一次問卷 І」皆

是列出選項由受訪者選填。因此，本研究按照教育部統計處（2007）所編印的「教

育統計指標之國際比較」，將「中華民國學制」換算成「學齡」，即個人受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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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數。「無、自修」為 0、「小學」為 6、「國（初）中和初職」為 9、「高中、高

職和士官學校」為 12、「五（二三）專及軍警專修（科）班、空中行專、日據時

期短期大學」為 14、「軍警官學校和大學」為 16，以及「研究所以上」為 18。 

在職業類別方面，除了「四期一次問卷 ІІ」和「五期一次問卷 І」的職業過

錄碼相同外，「一期一次問卷 ІІ」和「三期一次問卷 ІІ」的職業過錄碼皆不相同，

因此本研究以《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一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的

社會變遷職業分類表為基準，將研究對象的職業進行標準化。職業劃分可歸納成

白、藍領和其他，白領職業包含「管理人員：主管、監督」、「專業人員（含工程

師）」、「助理（半）專業人員（含技術員）」、「事務工作人員與其他類似技術層級

者」、「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藍領職業包括「農林漁牧工作人員」、「技術工

及有關工作人員」、「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非技術工」；最後，其他則含有

「軍人」、「家庭主婦」、「退休」、「無工作」和「學生」。 

本研究所關注的時期別依照所使用問卷的年份，分別為 1984、1995、2000

和 2005 年，共四個時期別。而在世代的劃分上，七千多位研究對象的出生世代，

最早為 1920 年出生，最晚為 1985 年。因此，本研究以十年為一組，劃分成

1920-1929、1930-1039、1940-1949、1950-1959、1960-1969、1970-1979 和 1980-1985

年，共七個世代。由於只有四個觀察時間點，為了比較能完整地掌握總體離婚率

的趨勢，避免受到短期變動的影響，因此在時期層次考量前三年平均總體離婚

率。其中，前三年平均總體離率為四個調查年，各自前三年的總體離婚率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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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表二表二表二表二、、、、世代世代世代世代（（（（CohortCohortCohortCohort））））****時期時期時期時期（（（（PeriodPeriodPeriodPeriod））））之人數一覽表之人數一覽表之人數一覽表之人數一覽表    

世代世代世代世代（（（（CohortCohortCohortCohort））））    時期時期時期時期（（（（PeriodPeriodPeriodPeriod））））    合計人數合計人數合計人數合計人數    

1984198419841984 年年年年    1995199519951995 年年年年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2005200520052005 年年年年    

1920192019201920----1929192919291929 年年年年    505 0 0 0 505 

1930193019301930----1939193919391939 年年年年    684 175 90 0 949 

1940194019401940----1949194919491949 年年年年    865 246 203 200 1514 

1950195019501950----1959195919591959 年年年年    1091 480 363 380 2314 

1950195019501950----1069106910691069 年年年年    309 370 406 360 1445 

1970197019701970----1979197919791979 年年年年    0 147 251 323 721 

1980198019801980----1985198519851985 年年年年    0 0 0 251 251 

合計人數合計人數合計人數合計人數    3454 1418 1313 1514 7699 

資料來源：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1984、1995、2000 及 2005 年。 

 

在過去的八十年來，人口學家、流行病學家和社會科學家皆試圖將年齡和時

期當作解釋變項，去研究資料上特殊時間的社會現象（Yang and Land 2008）。而

Ryder（1965）將個人依年齡和時期重新劃分的世代分析更是別具意義，讓後進

學者 Fienberg 和 Mason（1985）得以發展出同時分析年齡、時期和世代效果的「年

齡-時期-世代」模型（Age-Period-Cohort Model, A-P-C）。其中年齡效果指隨著生理

變化、社會經驗累積，以及角色或地位的改變，對不同的年齡群所產生的變異。

時期效果則常是來自社會、文化或物理環境的變遷，在某時點同時影響所有年齡

群的變異。而世代效果是進一步將同一年或數年間共同經歷某獨特事件（如出

生、結婚）者合併為同一群體，然後觀察不同群體間的變異（Yang and Land 2008）。

由於年齡、時期和世代之間存在著共線性的問題，即時期減年齡等於世代，如果

想要將三者的效應同時考慮，勢必得做更進一步的處理。 

Yang 和 Land（2006）發現使用固定效果（fixed effects）迴歸模型分析微層

樣本資料時，會違反誤差獨立（the independence-of-errors）的假設。因此，他們

發展了一套「階層式年齡-時期-世代別」模型（hierarchical Age-Period-Cohort Model, 

H-APC）來處理此問題。並且，與 Raudenbush and Bryk（2002）發展出來的「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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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分類式隨機效果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 CCREM）進行結

合，應用 CCREM 處理重複性調查資料，將較低的個人層次的單位對兩個或更多

個較高的細格層次的單位進行交互嵌套，以便能找出較高層次的群集效果

（clustering effects）。 

本研究將採用上述方法，希望能透過 H-APC 模型，從年齡、時期、世代、

性別、籍貫、有無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和職業中找出對離婚態度之影響效果。

H-APC 模型的突破在於能處理年齡、時期、世代三者之間的線性關係，因此本研

究模型可以劃分為個人層次（第一層或組內模型）和細格層次（第二層或組間模

型）： 

 

個人層次（第一層或組內模型）： 

0 1 2 3 4 5 6

7 8 9 10
__________

/ 100

__

ijk ijk ijkijk ijk ijkjk ijk

ijkijk ijk ijk ijk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β ε

+ + + +

+ + + + +

= + + 2離婚態度 性別 年齡 其他職業有大學文憑 白領職業年齡

原住民 有宗教信仰客家人 外省人

 

細格層次（第二層或組間模型）： 

00 010 0 kjk jkβ βγ µ ν= + + +總體離婚率
  

11

 

在上述公式中，    為個人層次的截距，代表的意思是第 j 個世代第 k 個時期的

個人平均離婚態度分數。而   則為細格層次的截距，表示全體受訪者的平均離

婚態度分數；   為世代 j 的殘差隨機效果；   為時期 k 的殘差隨機效果。基於

本研究為初步的探索性研究，以及研究主要是關懷台灣民眾離婚態度跨年齡、時

期和世代參數變異的效果和一些主要自變項對於離婚態度的預測，因此我們將其

                                                      
11
此總體離婚率為調查年前三年的平均總體離婚率。 

0 jk
β

0
γ

0 j
µ

0k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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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線性
關係 

 

－－－－ 

他自變項設定成跨時期和跨世代不變。本研究架構呈現如圖七。 

圖圖圖圖七七七七、、、、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結構層次結構層次結構層次結構層次 

 

  

                                               

 

 

個人層次個人層次個人層次個人層次 

 

     

 

                             

                             

 

 

 

 

 

 

 

 

 

 

 

 

 

 

 

 

 

控制變項控制變項控制變項控制變項： 

籍貫 

有宗教信仰 

    

＋＋＋＋ 

＋＋＋＋ 

性別 

（男性=1；女性=0）

（H4） 

白領職業

（H6） 

大學文憑 

（H5） 

 

離婚態度 

較年輕世代 

（H3） 

 

＋＋＋＋ ＋＋＋＋ 

總體離婚率 

（H2) 

＋＋＋＋ 

年齡 

（H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