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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本文實證研究的資料採用內政部編印的「中華民國台灣人口統計」以及「中

華民國台閩地區人口統計」，其中西元 1961 年至西元 2005 年的男、女兩性五齡

組的年中人口數與死亡人數。 

由於各年度最高年齡組的紀錄上限不一致，西元 1961-1970 年的資料記錄最

高年齡組為 80+，西元 1971-1992 年的資料記錄最高年齡組為 85+，西元

1993-1997 年的資料記錄最高年齡組為 95+，西元 1998-2005 年的資料記錄最高

年齡組為 100+，因此統一使用年齡資料由 0至 75 歲。另外，為避免世代重疊，

年代組的資料以西元 1961 年代表西元 1961-1970 年五年組的資料，西元 1966

年代表西元 1966-1970 年五年組的資料，其餘類推。因此有年齡組（0-75 歲，

共 16 組）、年代組（1961-2005 年，共 9組），以及也是五年為一組的世代組（西

元 1986-2005 年，共 24 組）。 

首先採用 Age-drift 模型觀察台灣地區男、女兩性死亡率的年齡與時間效應，

接著採用 APC 模型，根據第三章中的模擬分析可知，由於自我迴歸模型與本質

估計量之估計值相似，在此採用本質估計量，以及使用序列法中兩種不同假設下

的估計方式，並將參數估計值繪製為圖形，可在視覺上幫助分析與檢閱台灣地區

男、女兩性死亡率在年齡、年代與世代的趨勢，詳細參數估計值見附錄表 2 與

附錄表 3，第四節中以配適死亡率的角度，將 APC 模型與常用於死亡率分析的

Lee-Carter 模型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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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Age-drift 模型 

首先，配適 Age-drift 模型（參圖 7），觀察男女兩性死亡率的時間效應，在

AP-drift 與 AC-drift 模型中，分別以年代組 1961-1965 年、世代組 1926-1930 年

為參考年代、參考世代，橫斷面的年齡效應（圖中左上角）表示在參考年代下的

對數死亡率，縱斷面的年齡效應（圖中左下角）表示在參考世代下的對數死亡率，

可知在約 15 歲以後，女性死亡率明顯低於男性；而隨年代（或世代）增加，男

性對數死亡率較參考年代（世代）每年代（世代）組增加-0.019(即 drift 參數，

右圖中實線的斜率)，女性對數死亡率增加-0.026(即 drift 參數，右圖中虛線的

斜率)，可看出男女兩性的死亡率持續改善中，而女性的改善程度又比男性為大。 

 

＋

 

圖 7 台灣地區男、女兩性使用 Age-drift 模型之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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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APC 模型（序列法） 

採用序列法下兩種不同假設，圖 8 與圖 9 分別代表 Sacp 與 Sapc，兩者皆

以年代組 1961-1965 年、世代組 1926-1930 年分別作為參考年代、參考世代。 

年齡效應方面，兩者假設下的結果相類似，Sacp 中女性自年齡組 15-19 歲

起低於男性，Sapc 中女性自年齡組 5-9 歲起低於男性；兩者在年代與世代效應

差異最大，在 Sacp 中的年代效應幾乎完全為世代效應所吸收，男女兩性近似一

條斜率為零的直線，顯示男女兩性的死亡率在年代效應中並無明顯的變化，而在

Sapc 中，年代效應呈現明顯的下降趨勢，且女性下降速度大於男性；在 Sacp 中

的世代效應，女性以固定的比率下降中，而男性則在世代組 1961-1965 年後，有

加速下降的趨勢，而在 Sapc 中的世代效應，男女兩性在世代組 1961-1966 年才

有明顯減少的現象。 

  

圖 8 台灣地區男、女兩性使用序列法之效應（重要性 A→C→P） 

 

  
圖 9 台灣地區男、女兩性使用序列法之效應（重要性 A→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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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APC 模型（本質估計量） 

採用本質估計量（參圖 10），在年齡效應方面，和前兩項模型相似，不同處

在於男女兩性差異較小，且女性的年齡效應在年齡組 65-69 歲後大於男性；年代

效應則以女性下降較為明顯；世代效應則和 Sapc 相似，在世代組 1961-1966 年

後有明顯減少的現象。 

 

  

圖 10 台灣地區男、女兩性使用本質估計量之效應 

  

總和來看，三種模型在年齡效應方面相近，而在年代與世代效應有較大的差

異，以 Akail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 與 Schwarz Bayesian Criterion(SBC)作

模型的評斷，如附錄表 5 所示，除了 Age-drift 模型的稍劣於另二種模型外，大

致上模型間的表現是相似的，不過在序列法中，依假設的不同，年代與世代效應

將有不一致的表現，與第三章的模擬結果契合，由於不同的假設導致年代與世代

效應的變動不一，其中在 Sacp 中，假設台灣死亡率中世代重於年代效應，將會

覆蓋年代效應，無法確保沒有年代效應，亦可由電腦模擬的結果得知，本質估計

量的結果較為穩定，而 Sapc 與本質估計量的估計結果相似，可推測影響台灣地

區死亡率的因素為年代重於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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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APC 模型與 Lee-Carter 模型比較 

本節以常用於死亡率分析研究的 Lee-Carter 模型比較，探討 APC 模型在配

適死亡率的表現。 

Lee-Carter 模型首先用於預測美國未來死亡率，是所有模型中使用率最高，

模型如下： 

, ,ˆlog( ) ε= + +i j i i j i jm a b k                        （14） 

其中， ,ˆ i jm ：在 j 年時，年齡組 i的中央死亡率(Central Death Rate)。 

ia ：年齡組 i死亡率的平均曲線。 

ib ：年齡組 i相對死亡率的變化速度。 

jk ：在 j 年時，死亡率的強度(Intensity of Mortality)。 

,i jε ：在 j 年時，年齡組 i之隨機誤差項。 

Lee-Carter 模型可視做 APC 模型之子模型，其中 ia 對應於年齡效應， i jb k 對

應於年齡和年代的交互作用，其中並沒有直接考慮世代效應，或可與 Age-drift

模型相似，不同點在於 jk 會隨年代不同而變動，而 drift 參數為一固定值。以下

估計 Lee-Carter 模型參數，將採用 SVD 近似法，利用 1i
i

b =∑ 與 0j
j

k =∑ 的限制

式，使誤差平方和為最小情況下，即為所求之參數估計值，以死亡率配適值與

APC 模型所得之死亡率配適值相比較，採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簡稱 MAPE2)作為模型配適的比較標準。 

                                                 

2 MAPE=
ˆ1 100

ij ij

i j ij

R R

ap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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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顯示 Lee-Carter 模型的參數估計值， ia 相當於 APC 模型中的年齡效

應，其結果與 APC 模型相似，女性的年齡別的死亡率大致是低於男性的； jk 相

當與 APC 模型中的年代效應，顯示女性隨時間的推移，死亡率的強度低於男性；

其中較為特別的是 ib ，各年齡別死亡率有不同的變化速度。 

 

圖 11 Lee-Carter 模型的參數估計值，由左至右分別為 ˆia 、 îb 和 ˆ
jk  

圖 12 台灣地區各年齡組死亡率之配適誤差（MAPE） 

  

表 3 台灣地區死亡率之配適誤差（MAPE） 

 男性 女性 

本質估計量 7.68 9.44 

序列法（Sacp） 8.05 10.09 

序列法（Sapc） 9.70 9.68 

Lee-Carter 5.49 5.69 

Age-drift 12.82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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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適死亡率的角度，APC 模型不會有甄別問題的產生，不論以增加限制

式、本質估計量等，其配適值必相同，然序列法為近似另種參數化的作法，因此

考量兼顧觀察死亡率的特性下，在 APC 模型中以本質估計量與序列法作為配適

死亡率的方法，本質估計量、序列法與 Lee-Carter 模型三者的 MAPE 大致接近，

但本質估計量和序列法在約 20 歲以下年齡組配適不佳。 

其他各國資料（日本、美國、法國）的結果也類似（附錄圖 1至 3），兩種

APC 模型配適方法在20歲前後的年齡組大致都有較大的估計誤差，與 Lee-Carter

模型相近的 Age drift 模型之估計誤差則略高於 Lee-Carter 模型，且兩組模型在高

年齡組有略微上升的趨勢，顯示 APC 模型只假設年齡、時間的個別效果，不如

Lee-Carter 假設年齡與時間存在交互作用，另外以各國的 MAPE 評斷（附錄表 

1），Lee-Carter 模型大致有最佳的結果，其次為本質估計量。APC 模型除了可用

於觀測疾病率或死亡率的特性外，用於估計死亡率方面，在 20 歲以上有較佳的

表現，而 Lee-Carter 模型除了在高年齡組的估計誤差較大外，在其餘年齡組都有

不錯的表現。 

 考慮台灣地區有依時間年齡別死亡率的改善幅度不一的特性，觀察在 APC

模型與 Lee-Carter 模型中當年度下各年齡別的變化程度，將 APC 模型中的世代

效應看做是當年度下各年齡別的變化程度，舉例說明，在第一年代組下，年齡別

的對數死亡率為 1 1μ β α γ − ++ + +i a i ，其中 1γ − +a i 的部分即可視為第一年代組，年齡

i至 a歲的變化程度（如圖 13），首先在男性的部分，隨年代推移，在約 30 歲以

下的變化程度最大，其次為約 50 歲以上者；而女性的部分，在約 30 歲以下，變

化程度亦為最大，其次約為青壯年左右，最後為中高齡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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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APC 模型年齡別的變化程度（左：男性；右：女性） 

 接著看 Lee-Carter 模型，將 i jb k 視作在第 j 年代組年齡別的變化程度（如圖 

14），各年齡隨年代增加都有一致下降的趨勢，，男女兩性約於 20 歲左右以前，

下降幅度，由快到慢，在約 1981 年以後又漸快，其次在男性部分，則以中高齡

以後下降幅度較大，女性部分則在青壯年時期下降幅度較大。 

 

圖 14 Lee-Carter 模型年齡別的變化程度（左：男性；右：女性） 

 

根據過去研究，台灣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以幼齡死亡率下降較

多，1980 年代則以青壯年族群較多，近幾年又以中高齡者下降較明顯，或許可

由此解釋APC模型在20歲以前以及Lee-Carter模型在高齡組有較大的配適誤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