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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生育率的降低是影響台灣地區近年來人

口老化的顯著因素，因其變化幅度通常高於

死亡率，對人口結構的影響較大；然而由於

台灣地區生育率變化趨勢在各年齡不同，其

他各國使用的模型，在台灣地區明顯不合

適，反而是不同年齡組各自配適迴歸模型會

有較小的預測誤差較佳。生育率模型的比

較，詳見黃意萍與余清祥(2002)、余清祥與
藍銘偉(2003)對 Lee-Carter、擴散等模型的實
證研究與討論。 

為能更深入瞭解台灣生育行為變化的特

性，本計畫預計將研究生育率的層面由整體

的資料（包括全國總生育率、年齡別生育率、

胎次別生育率等統計數值），延伸至全台灣

地區的各鄉鎮市區（不含離島地區有 350個
鄉鎮市區），希冀能更精確地找出與台灣地

區生育率持續下降的相關因素。本計畫將分

為兩個部份，以鄉鎮市區的年齡別婦女生育

率與年齡別有偶婦女生育率為研究對象，資

料時間為 1970至 2001年。第一部份將探討
各鄉鎮市區的生育率數值間是否存在空間相

關，並進一步瞭解生育率較高（或較低）的

地區是否有聚集的現象。第二部份則套用空

間迴歸模型探討與生育率數值有關的因素

（例如：人口密度、教育程度等），更精確

且客觀地提供生育率未來趨勢的建議。 
 

關鍵詞：生育率、人口老化、空間統計、空

間群聚 
 
Abstract 
 

Both the fertility rates and mortality rates, 
especially the fertility rates, have been 
experiencing dramatic decreases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population aging thu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in Taiwan area. Because 
trends of the fertility rates vary a lot for 
different age groups, most fertility models fail 
to provide better projections, comparing to the 
simplest model, individual regression model 
for each age group. For the details of these 
comparisons, see Huang and Yue (2002) and 
Yue and Lan (2003).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factor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decrease of fertility rates, unlike 
the previous works that deal with the aggregate 
national data, we will study the fertility pattern 
in township level. We will use the data of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and age-specific 
fertility rates of married women between 1970 
and 2001 in 350 townships of Taiwan area. 
This project will be separated into two parts. 
First, we shall explore if there exist spatial 
correlation among 350 townships of Taiwan 
area and detect if there are spatial clusters for 
higher fertility townships.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project will be focused on the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 We will use this model to 
determine the factors that are highly correlated 
to the dropping of fertility rates. 

 
Keywords: Fertility Rates, Aging Population, 
Spatial Statistics, Spatial Clustering 
 
二、緣由與目的 
 

台灣地區人口老化的速度名列世界前

茅，近十年來因生育率及死亡率(尤其是生育
率)的下降而更加明顯。民國 82年年底台灣
地區 65歲以上的人口超過 7%，符合聯合國
高齡化社會的定義，民國 91年 11月底 65
歲以上人口已突破 9%平均而言，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人口每年增加約 0.2%；近幾年因
生育率屢創新低(預計 92年總生育率將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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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左右)，人口老化有加速的趨勢。因為老
年人使用的各項資源平均都較高，也就是說

人口老化牽涉到社會資源的規劃，若不能準

確的預測生育率及死亡率的變化，將導致社

會資源的分配不均，影響民眾的生活規劃甚

至造成生活不安定。例如：低估人口老化的

速度，將使未來老年人的生活較無保障；高

估生育率將使許多學校的人力閒置，浪費國

家人力資源。 
由於台灣地區生育率變化趨勢在各年齡

不同，其他各國使用的模型（例如：

Lee-Carter、擴散模型等），在台灣地區明顯
不合適，反而是不同年齡組各自配適迴歸模

型會有較小的預測誤差較佳（參考黃意萍與

余清祥，2002；余清祥與藍銘偉，2003），
換個角度來看，或許以全國為基礎計算而得

的統計數值（例如：總生育率、年齡別生育

率），不見得是探討婦女生育行為的最佳測

量值。國外研究死亡率時也曾因地區差異造

成模型配適不佳，在縮小到局部地區後獲得

改善（如：Cressie and Chan, 1989），本計畫
將仿此方式將研究地區縮小到鄉鎮市區的規

模，以期更精確地描繪出台灣地區婦女生育

率的趨勢。 
 
 
三三三三、、、、文獻探討及模型介紹文獻探討及模型介紹文獻探討及模型介紹文獻探討及模型介紹 
 
空間統計(Spatial Statistics)顧名思義為

分析空間資料的統計方法。其主要想法與時

間數列(Time Series)分析很相近，在時間數列
分析中，探討的是資料點時間上的相關程

度，此為一維的相關；而空間統計中，探討

的是資料點空間上的相關程度，因為空間中

相鄰或鄰近的資料通常較相離較遠的資料相

似性高，因此是二維以上的相關。空間統計

應用範圍包羅萬象，包括人文、地質、生態、

天文、地震、流行病等等。 
空間統計的資料通常由兩部分組成：一

部分是測量值（或觀測值，即我們有興趣的

變數），另一部分是該測量值的發生位置（大

多為二維空間座標，有時也可能為三維或包

括時間）。空間資料依資料特性通常有三種

不同資料型態分析的模型與方法，分別為地

理統計資料模型(Geostatistical Data)、格點空
間資料模型(Lattice Data)、空間點分佈型態
(Spatial Point Patterns)三種。 
   根據 Knox (1988)定義：“「群集」是一個

可能透過社會或生物機制而相互關聯的發生

群體，或在其他事件或環境下有相同關係之

群體”。其主要關鍵在於一個聚集的群體，有
共同的影響原因，而有相同之特殊現象，即

為群集。而在群集分析中，通常分成兩個部

分，其中一個為群集現象(Clustering)檢定，
另一個為群集位置(Clusters)探知。在本研究
裡，我們比較有興趣瞭解是否有某些地區會

有比預期高或較的生育率，也就是探知群集

聚集的位置。 
在過去有關群集模型的許多方法中，很

多是以重疊圓區(Overlapping Circles)或圓形
視窗(Circular Windows)來檢視群集位置，這
類方法適用在圓形區塊範圍之檢定，但在非

圓形區塊的檢定上會較不具檢定力

(Power)。本研究之資料是以台灣各鄉鎮市區
為單位，屬於非圓形區塊，因此本研究則應

用余清祥與陳楓玲（2003）所提出在圓形及
非圓形皆適用之群集方法。以下大略介紹群

集位置的偵測方法。 
在群集模型中，假設模型服從 Poisson

分配。首先將研究區域 A 切割成 K 地區，
{ }KAAA ,,1 K= ，假設 kn 、 kξ 與( kk yx , )分別

為第 k (k = 1,…,K)地區嬰兒出生數、育齡婦
女人數與該地區相對應座標。若 KNN ,,1 K 為

各地區觀測個數的隨機變數，在無群集現象

的虛無假設下， KNN ,,1 K 應為服從 Poisson
分配的獨立變數，且各地區有相同發生頻率

λ，亦即 ( ) KkNE kk ,,1, K== λξ 。如果我

們考慮加入感興趣的影響變數，如年齡或性

別，即是將每地區區分成 I類，設 ikn 與 ikξ 分
別為第 i 類第 k 地區出生小孩個數與總婦女
人數，第 i 類第 k 地區觀測個數隨機變數

ikN ，在虛無假設下，分別獨立且服從 Poisson

分配，且在各類中有相同的發生頻率 iλ ，使

( ) IiKkNE ikiik ,,1,,,1, KK === ξλ 。根

據此群集模型之假設，可以檢定是否有部分

地區生育率特別偏高或偏低之現象。 
群集位置的偵測是透過蒙地卡羅電腦模

擬(Monte Carlo Simulation)方法，在所有顯著
較高或較低地區中，假設所有顯著地區各數

為 l，檢定在這 l區中，是否有不尋常多數相
鄰聚之現象，如果有此多數相鄰聚現象，則

表示有群集狀況存在。實際操作時，根據上

述群集現象檢定後之結果，標示所有顯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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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計算相鄰聚而組成最大區塊與次大區塊

之個數，再以模擬方法計算其條件機率，若

此條件機率小於 05.0=α ，則表示有顯著不

尋常鄰聚現象。 

 
 
四四四四、、、、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實證分析 
 
1. 群聚偵測分析： 
 
本研究使用西元 1991、1992、2001、2002

年台灣地區非離島 350鄉鎮市區婦女總生育
率之資料，探討台灣地區近十年來婦女生育

率之變化，是否有集中於某些地區偏高或偏

低之現象。再以五歲組年齡別生育率，探討

不同年齡層是否在近十年來有不同的變化趨

勢。 
 
表一、2002年台灣婦女生育率群集區 
 生育率測量值 

最大群集 次大群集 

30~34歲 台北市全區 部份新竹地區 
35~39歲 台北市全區 無 

偏高地區 

40~44歲 台北市全區 無 
20~24歲 台北市全區 部份高雄市 
25~29歲 台北市全區 部份高雄市 偏低地區 總生育率 台北市全區 部份高雄市 

 
群集位置的偵測結果詳見表一。大體而

言，這四個年度的資料有一致的結果，因此

以 2002年的結果為代表說明（參考表二）。
其中 30~34歲、35~39歲、40~44歲育齡婦
女生育率明顯地以台北市地區為最大群集

區，顯著偏高；部份新竹地區則在 30~34歲
為次大群集區，也是顯著偏高。生育率顯著

偏低的地區都集中在院轄市，其中台北市全

區及部份的高雄市地區為最大及次大群集

區，在 20~24歲、25~29歲、婦女總生育這
三個測量值都偏低。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整體而言，都市化

可能與總生育率下降有密切關係，因為在本

文探討的四個年度中，生育率偏低的地區都

集中在台北市及高雄市。其中台北市婦女生

育年齡有明顯延後的現象，30歲之前偏低、
30歲後較高；高雄市僅在 30歲之前的婦女
生育率為顯著較低的群集區，在 30歲後則非
顯著較高的群集區，可能解釋是高雄市尚處

於轉型至都市化的過程中（相對於台北市而

言），年輕婦女選擇較晚生育，但延後生育

的現象並未出現。在新市縣市部分，會有高

齡婦女生育率偏高之現象，可能是因為新竹

科學園區之進駐，使受高等教育之婦女移入

新竹地區，而提高了高齡婦女生育率，但在

較低齡婦女生育無顯著較低之原因，可能是

多數居住新竹市之居民仍未有生育年齡延後

的現象。 
 
2.空間迴歸分析 

 
對總生育率之原始資料做 KS 檢定

(Kolmogorov-Smirov)，發現不太符合常態分
佈，因此對總生育率作對數轉換。另外，對

一般迴歸分析進行殘差分析，發現殘差符合

變異數相等及常態之基本假設。再分別以相

連鄰區與距離鄰區（以地區中心點為座標，

兩區距離在 20公里內）做為鄰區定義，做空
間相關檢定檢查殘差是否為隨機，發現殘差

具有空間相關性，因此需要以空間迴歸修正

模型。 
以自然對數轉換後之總生育率為被解釋

變數，置入所有解釋變數於模型中（其中人

口密度變數為自然對數轉換後）為完整模型

(Full Model)，再以逐步迴歸(Stepwise)與 Cp
值兩個方法選取變數。為避免共線性問題，

文化環境因素中教育程度變數在多方嘗試

後，僅取其中一個解釋能力較佳之變數：「大

學以上比例」做為代表。最後模型選取如下

表二。 
 

表二、空間迴歸模型分析結果 
  解釋變數 

參數估計值 β̂  

標準差
( )β̂s  

p-value 截距項 6.6619 0.1223 0.0000 人口密度對數 -0.0392 0.0013 0.0000 標準有偶率 0.0097 0.0022 0.0000 扶老比 1.2659 0.1440 0.0000 扶幼比 2.1123 0.3085 0.0000 大學以上比 -0.0082 0.0013 0.0000 殘差標準差 0.1094 on 344 degrees of freedom 

R-Squared 0.7456 

 
 

五五五五、、、、計劃結果自評計劃結果自評計劃結果自評計劃結果自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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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空間統計的角度探討台灣地區鄉

鎮市區婦女生育率，研究發現在台灣地區婦

女生育率偏低之部分，最大顯著群集地區發

生在台北市，主要是在年齡較輕的 20~24
歲、25~29歲的育齡婦女生育率，以及婦女
總生育率這三項測量值；生育率偏低部分也

是以台北市為最大群集區，主要是在年齡較

高的 30~34歲、35~39歲、40~44歲的育齡
婦女生育率。這些結果顯示台北市婦女生育

個數明顯較少，生育年齡也有明顯延後的現

象。生育率偏低的次大顯著群集地區發生在

部份高雄市區，也是年齡較輕的 20~24歲、
25~29歲的育齡婦女生育率，以及婦女總生
育率，而生育率在高齡組偏高的現象並未發

現於高雄市，猜測可能高雄市都市化程度不

如台北市明顯，但未來如台北市的發展，可

能也會有生育年齡延後的現象出現。 
另外，經由空間迴歸模型發現，台灣地區

婦女生育率與人口密度、教育程度呈現負相

關，與結婚率、扶老比、扶幼比等因素呈現

正相關，其中又以人口密度影響程度最大，

這些統計結果與我們對生育率的認知相同，

也與之前群集偵測的結果一致。 
我們經由群集的觀點與空間迴歸模型交

叉比對的結果發現，婦女總生育率與人口密

度、大學以上比例、標準有偶率、扶老比、

扶幼比等五個顯著變數，在台北市區（包含

台北縣各市、縣）、高雄市區（包含高雄縣

各市、縣）、五個省轄市、東部三縣及南投

縣、其餘各縣市等地區之間皆有明顯的差距

（如圖 5所示），而且在各變數中，以人口
密度的差異幅度最大，其次為大學以上比

例。再配合迴歸模型考量，亦顯示人口密度

對生育率的影響程度及解釋能力最大，表示

在人口密度愈高之地區生育率愈低，此現象

如同生物學中提到所謂生存空間上的“飽

合”，而呈現生育下降與自然競爭之現象，

因此人口密度對生育率下降之影響可以說是

一種自然且合理之因素。 
以台灣地區目前的趨勢看來，都市化的

持續發展、教育的普及與受教育年數的延

長、結婚比例持續下降等等，在現行政策下，

都是將來可預期發生之現象，尤其是人口不

斷擁向高度都市化地區之現象更為明顯，因

此生育率持續下降是可預見。換句話說，台

灣地區的人口結構將可能步上日本的後塵，

甚至可能有超越日本。而生育率未來的變

化，對於台灣地區人口、家庭、經濟、社會

福利政策等結構將會產生重大衝擊，如何精

確掌握人口結構變遷，將未來動向納入制定

政策之考量，是目前政府當局不可忽視的重

要課題。 
因本文的主要著眼點是將地區因素納入

考量，以空間的觀點對生育率建立模型，並

未考慮到時間變化所造成的影響，我們計畫

在未來的研究中，引入時間的影響變數，同

時考慮時間與空間的變化，因為各地區的生

育率不但可能受到同一期鄰區的影響，更可

能會受到自己前後期與鄰區前後期的影響，

因此若能建立時間相關與空間相關交互影響

作用之模型，將可提高模型的穩定度及對生

育率的解釋及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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