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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school-age populationon the village from 2000 to 2016, this study aims to 

understand the space-time difference of the distribution of school-age population in alow birthrate society. 

This study also aims to examine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cause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chool-age population. 

From 2000 to 2016, the school-age population from the age of 0 to 14 years old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ix municipality cities, Hsinchu county and Hsinchu city. Among them, cities that occupy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school-age population is Taipei, New Taipei and Taoyuan city, while the second being 

Taichung, the third being Hsinchu and northern Miaoli, and the last two being Kaohsiung and Tainan. From 

the demographicof the school-age population, we found out that despite there are many school-age children 

in Kaohsiung, the actual proportion to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the lowest among the six cities. Regarding 

population structure, Kaohsiung is the area that suffers the most from low birthrate among the six 

municipality citi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immigrating and emigrating processes among Taiwanese householdsoccur most 

frequently before students start going to elementary schools, while both immigrating and emigrating 

processes occur least frequentlyafter school-age children are enrolled in school. Furthermore, the number of 

emigrants from each area is even, while the areas that they wish to immigrate to are concentrated in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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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s, often being popular school districts. 

Finall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conomic factors,and spreading and diffusion effects 

on the corresponding low birthrate dependent variables from aspatial analysis perspective. In conclusion, 

social economic factors and spatial contingency effects both influence the corresponding low birthrate 

variables. Taking the mos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gression analysis of education level and birthrate as an 

example, shows that the birthrate and school-age population will be higher if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and 

propor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are higher, and if the number of population with an education level higher 

than a master degree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re lower. Meanwhile, with higher social increase and individual 

income rates, and lower death rate and lower proportion of married population, birthrate and school-age 

population will be higher. These four soci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contradict the common assumption that 

urbanized areas have lower birthrates. However, it matches the pattern that we found in the study, which is 

that birthrate and the proportion of school-age population concentrate in urban areas in Taiwan.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birthrate and school-age population in Taiwan is changing. 

While the birthrate in rural area is still higher, within the trend of low birthrate, high birthrate and school-age 

population gradually concentrate in urban areas with more ample resources. 

Keywords: lower birth rate, school-age population, Getis Ord Gi*, spatial analysis 

摘 要 

本研究希望透過分析民國 99 到 105 年村里學齡人口的資料，瞭解少子化下學齡人口的時空分布差

異，並推估學齡人口分布變遷的影響因素。 

民國 99 年至 105 年臺灣 0 至 14 歲之學齡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在六都和新竹縣市，以北北桃的熱區

比例最大，臺中市次之，新竹縣市與北苗栗縣居第三，高雄市和臺南市則為五個主要熱區中的最後兩

名。據研究中的學齡人口結構發現，高雄市區之學齡人口數雖多，但實際占總人口之比例是低的，以

人口結構來說，高雄市為臺灣六都中少子化現象較嚴重的地區。 

本研究也發現以國小入學前的遷移量較多；學齡人口入學後，其遷移的狀況減少，此外，各地移

出狀況較平均，但想移入的地區有集中特定區域的情形，此與明星學區有關。 

本研究最後從空間分析的角度探究社會經濟因素與傳播擴散效應對少子化相關應變數的影響。總

結來說，社會經濟因子和空間的鄰近效應都同時影響臺灣的少子化相關變數，以解釋力最高的國民教

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和較有代表性的出生率之迴歸分析來看，出生率及學齡人口比例與戶量，山地原

住民比例呈正相關，出生率及學齡人口比例與碩士學歷以上比例、人口密度呈負相關，此四個社會經

濟變數與研究假設相符；但出生率及學齡人口比例與社會增加率、綜合所得中位數呈正相關，出生率

及學齡人口比例與死亡率、已婚人口比例呈負相關，此四個社會經濟變數與一般研究假設之都市化地

區出生率較低的情況不同，但符合研究發現的趨勢，出生率和學齡人口比例集中於臺灣的都市地區。 

本研究發現臺灣出生率和學齡人口分布情形正在轉變，雖鄉村地區仍有高生育率的情形，但在少

子化的趨勢下，高出生率和學齡人口漸漸集中於資源較豐富的都市地區。 

關鍵詞：少子化、學齡人口、Getis Ord Gi*熱點分析、空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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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口的數量為社會相當重要的議題，從早期農業社會對工作人口的需求，到目前的產業發展轉變

為高知識產業社會，對人口的素質要求提高，對人口的數量要求降低，而因應這樣的社會發展脈絡，

全球各地的已開發國家皆面臨少子化的情形，其中東亞甚為嚴重，近年的出生率已降至人口替代水準

2 人，並持續下降至超低生育率的 1.5 人標準，在亞洲，日本、韓國、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

泰國的生育率都很低（McDonald, 2013）。如圖 1，2018 年日本之總生育率為 1.42 人，新加坡為 1.14

人，臺灣總生育率降為 1.06 人，與圖 1 所列國家相比，臺灣僅較韓國的 0.98 人高。從圖中可見 2003

年起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之總生育率已陸續出現回升趨勢，惟近幾年又見亞洲主要國家之總生育率呈

現下降之勢。 

 

圖 1 亞洲主要國家總生育率統計圖（國家發展委員會，2019） 

自由時報於 2018 年 1 月 5 日報導標題為「林口不受少子化影響將新建第 10 所國小」的文章，報

導指出近年新北市林口區人口數已達 10.6 萬人，超出 103 年評估設校需求的 10.5 萬人，加上 107 至

110 年當地新建案預計完工戶數達 3018 戶，另有預計於 108 年釋出 3408 戶青年社會住宅，潛在人口

數將上看 1.3 萬人，110 年預估學齡人口將達 7950 人，鄰近的林口、麗園國小已接近額滿，正在興建

的新林國小將於 7 月招生，仍無法滿足預期的學齡人口增加量，故新北市長宣布將興建林口區第 10

間國小，從報導中可見當地絲毫感覺不到少子化的影響。（自由時報，2018） 

自由時報則於 2018 年 6 月 7 日報導標題為「保 9 計畫啟動永安、富岡、大坡、仁美國中躲過減班」

的文章，內文報導受少子化影響，位處偏鄉的楊梅區富岡國中及仁美國中，107 學年度全校人數僅有

221 人、249 人，新屋區的大坡國中及永安國中更是減少到 152 人、131 人，少子化現象已影響學校面

臨招生不足的問題，桃園市教育局原本計畫縮減 4 校班級數，但根據教育部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

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全校班級數為 9 班時，編制教師人數為 20 人，含導師 9 人、專任 1 人、

行政 10 人；全校班級數 6 班時，編制教師人數則降為 13 人，含導師 6 人、行政 7 人。4 校反應如果

全校班級數不足 9 班，就無法聘足各科教師，還必須跨科兼代，每位老師得身兼教職與 2 個以上的行

政職，憂心教學品質降低。報導指出教育局評估後，決定將 4 校列入「保 9 計畫」，核可不受 30 人一

班的限制，仍保有每個年級 3 個班，全校共 9 個班的規模，確定班級數，讓分領域教學的偏鄉國中聘

到具有專長的師資。（自由時報，2018） 

從上則新聞中，可探知現今臺灣面臨的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透過新聞的宣導，社會大眾對於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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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化的議題都多所關注。眾多研究關注於探討少子化的成因與因應對策，但上則新聞亦透露另一個社

會現象的重點，那就是少子化有地區差異。在少子化的浪潮下，學齡人口數不斷降低，部分地區的學

校仍在設立新校，但另一方面，偏遠學校則面臨廢校、併校的命運，而因國民教育的教職人數偏向固

定，僅依賴每年退休的教師人數來降低教師數量，故在目前少子化問題嚴重時，部分地區開始發生教

師超額的情況。本研究欲從全臺各村里單歲學齡人口資料去了解少子化下，臺灣學齡人口分布的區域

差異，並觀察臺灣學齡人口分布的時空變遷情形，了解各地少子化程度不一的情形，並就社會增加、

人口結構、族群文化、婚姻層面、教育層面、經濟發展及鄰近效應等層面為假設分析臺灣學齡人口空

間分布差異的可能影響因素。 

文獻回顧 

（一）少子化 

檢視國內的少子化相關論文，可發現少子化的趨勢。賴柔靜（2016）研究 1975 至 2014 年臺灣婦

女總生育率的變化趨勢，臺灣的婦女總生育率從民國 40 年的 7.04 人開始一路下降，中間雖因為華人

生肖傳統觀念的影響，在民國 65、77、89 及 101 年的龍年時，生育率略微回升（Goodkind, 1993；余

清祥、藍銘偉，2003），但影響不大，並沒有改變整體下降的趨勢。民國 73 年，女性勞動參與率突破

40%的時候，總生育率降為 2.06 人，首度低於人口替換水準之 2.1 人（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2019），

顯示未來人口將會衰退之情形。 

根據文獻探討發現少子化的原因有：「女性就業人口之平均受教育年數」、「政府所推行的家庭計畫」

（陳彥仁，2006）、「鄰近效應」、「族群」（劉君雅，2008）、「戶量」、「每人實質可課稅所得」、「結婚率」

及「失業率」（蘇于婷，2012）等。 

研究發現少子化相關文獻多討論少子化的原因，或探討少子化現象的影響，較少探討少子化區域

差異的研究，故本研究欲探討近年少子化區域分布差異的現象。 

（二）人口分布 

根據文獻探討可知影響人口分布的可能因素有：「交通便利性」、「工作機會」（鄭慧銘，2018）、「薪

資水準」（陳良敬，2016）、「市地重劃」（蔡怡真，2003）等。 

但各文獻大多討論總人口的分布因素，較少單純探討學齡人口分布的研究，雖一般認為與挑選好

學區有關，但因全臺學區資料涉及鄰的空間單元，變動性大，未有明確的鄰界範圍圖，故留待後續研

究進行討論。 

（三）空間統計 

1. 空間自相關 

空間自相關是指一個空間單元的現象與其周圍空間單元在空間分布上的相似性，乃是研究「空間

中，某空間單元與其周圍單元間，就某種特徵值，透過統計方法，進行空間自相關性程度的計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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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這些空間單元在空間上分佈現象的特性」。Wong and Lee（2005）認為空間自相關是指屬性值在空

間上是有相關的或是指這種相關性歸因於地理分布型態。 

根據研究的尺度可以分為全域型空間自相關與區域型空間自相關兩種方法。「全域型空間自相關」

是指一個地理現象在整個空間中的分布情形，透過統計的計算公式，能夠求出一個統計值，透過該統

計值判斷地理現象的分布情形，其常使用的分析工具為 Moran’s I 和 Geary’s C 等指標（Goodchild, 

1986）。全域型自相關分析只能說明一個地理現象有沒有自相關存在，及現象屬於群聚分布還是分散分

布，無法表現有自相關現象的地方在哪裡；因此必須進一步透過「區域型空間自相關分析」來得知若

地理現象有自相關存在時，「有群聚、分散的地方在哪裡」。本研究採 Moran’s I 進行全域型空間自相關

分析，並採 Getis-Ord Gi*之熱點分析進行區域型空間自相關分析。 

2. 空間迴歸 

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是常見的多元回歸分析方式，該方法可有效評估迴

歸模型與樣本資料間的殘差大小，藉此獲得殘差最小時的最佳擬合迴歸模式，透過回歸分析，對空間

關係進行建模、檢查和探究，解釋所觀測到的空間模式背後的諸多因素，也可使用回歸分析對現象加

以預測。通過對影響各地人口分布的因素進行建模，可以對未來的各地少子化趨勢進行預測。 

傳統迴歸的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公式： 

εβ += XY  

式中 Y 為依變數，表示迴歸係數，X 為自變數，代表隨機誤差項。 

如果以 OLS 估計，估計值有效的前提是：誤差的期望值為零、誤差間彼此獨立、變異數齊一，也

就是 i.i.d.假設（identical independent distribution）。如果控制自變數後，地區與地區間的關係仍有空間

自相關現象，就不符合 i.i.d.假設。 

一般迴歸分析若忽略空間自相關，將導致得到的迴歸係數有偏誤、R 平方值被高估，導致模式在

解釋或預測上不夠準確。這是處理空間議題時，傳統 OLS 迴歸的不足，為改善此缺點，就必須藉助空

間迴歸。 

空間迴歸是將空間鄰近的概念帶入傳統計量模型中，藉以了解社會現象的空間意涵，主要可以合

併成二種測量模型（Anselin, 1988）： 
(1) 空間延遲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 

適用於依變項（DV）存在空間自相關時，是一個加上空間延遲依變數的模型。Lag 指的是將依變

項中受到鄰近地區影響的部分，獨立出來成為一個自變數，加入迴歸模式的等號右側式子中。 

空間延遲模型的公式： 

εβ ++= xpWyy  
y 為被解釋變數、依變數， x 為自變數，β 為自變數之迴歸係數，此時的誤差預期為空間隨機。

與傳統 OLS 迴歸的差別是增加解釋變數Wy ，稱為空間延遲變數，代表鄰近地區的影響。W 為空間

鄰近矩陣，p 為空間自迴歸係數（Spatial Autoregressive Coefficient），若 p 達到統計顯著的水準，表示

控制社經因素後，鄰近地區的表現具影響力，證明有鄰近效應。 

SLM 多控制了一個自變數，即為鄰近效應，使誤差間彼此不再有空間自相關。（Ansel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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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 

空間誤差模型的公式： 

εβ += xy  

ξελε += W  

SEM 的鄰近效應出現在誤差項，加了空間變數W 後，誤差ξ 為空間隨機。SEM 進行誤差的空間

校正，可得到較正確的係數估計。不過，SEM 雖然可以改善模型的妥適性，卻無法知道是什麼社會因

素產生影響，只知道有某個隱藏的變數存在，如果不予考慮，會使誤差不是空間隨機。（Anselin, 1988） 

另外在比較各迴歸模式的適配性上，Log likelihood 為負值，值越大越適配；Akaike info criterion

及 Scharz criterion 為正值，值越小越適配。（Anselin, 2005） 

而多邊形資料中，根據多邊形的鄰接性（Polygon contiguity），可選擇像西洋棋中的皇后（Queen）

和城堡（Rook）兩種方式：Queen contiguity 會將有鄰接邊界和結點的多邊形皆納入，Rook contiguity

則只將有鄰接邊界的多邊形納入，並可選擇階數（order of contiguity），提高階數可擴大納入範圍。因

考量學區人口為動態變化的地理現象，在不同時期的學區人口，會依當時社會環境或經濟條件的差異

而進行選擇與遷移，並在參數試驗比較後，選擇以適配性最佳之 Rook 搭配第一階層的鄰接性組合，

進行後續分析研究。 

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界定 

考量因離島有其特殊性，環境和人文條件皆與臺灣本島不相同，且因不適用於本研究之研究方法，

故不討論離島地區，本研究以臺灣本島為研究範圍。 

本研究依內政部戶政司進行的統計定義，將國小教育學齡人口定義於 6 至 11 歲，國中教育學齡人

口定義於 12 至 14 歲，以此做為本研究後續研究對象的主要年齡層。根據政府的社會經濟資料庫，目

前臺灣村里級單齡學齡人口資料僅完整發布民國 97 至 106 年的資料。本研究原有民國 97 年至 105 年

的臺灣各村里單歲年齡組學齡人口統計資料，但因民國 99 年嘉義市大幅度重新規劃其村里範圍和名

稱，無法根據合併或分割為相同的村里範圍，故本研究選自民國 99 年至民國 105 年的學齡人口資料範

圍為研究範圍。而後來新發布的民國 106 年資料，因未及加入研究年度，故不予探討。故本研究從民

國 99-105 年的臺灣村里學齡人口資料開始研究。 

（二）研究方法 

自先前文獻和資料中，探討前人曾經做過的相關研究和發現，再設計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選

擇熱點分析、多元回歸分析等方式去探討本研究主題。首先，先就民國 99 至 105 年的學齡人口資料去

探究學齡人口的時空變動情形，並以熱點分析發現學齡人口的集中與分散區域，探討可能的原因，最

後以多元迴歸分析的方式探究社會經濟因子與學齡人口之間的關係。 

因前述的一般迴歸與空間迴歸的差異，本研究採以下做法對地理空間資料進行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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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行非空間迴歸分析（普通最小平方法，OLS）。 

2. 使用 Moran’s I 或其他指數偵測迴歸的殘差項是否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 

3. 若空間自相關不顯著，則得到結果；若有顯著的空間自相關，則改用其他能將空間自相關列入考慮

的空間迴歸模式。 

4. 空間迴歸模式：只有 LM-lag 顯著，則採 SLM；只有 LM-error 顯著，則採 SEM；LM-lag 和 LM-error

兩者皆顯著，則看 Robust LM-lag和 Robust LM-error 的顯著性，只有 Robust LM-lag顯著，則採 SLM；

只有 Robust LM-error 顯著，則採 SEM；若 Robust LM-lag 和 Robust LM-error 兩者皆顯著，則 SLM

和 SEM 皆採用，再比較其結果之適配性進行選擇。 

結果與討論 

（一）臺灣學齡人口分布 

1. 臺灣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分布 

本研究討論民國 99 至 105 年的學齡人口資料去探究學齡人口的時空變動情形故先根據民國 99、

102、105 年臺灣各村里學齡人口資料進行 Moran’s I 分析，發現臺灣的學齡人口分布有集中的情形，

再進一步做熱點分析。透過七年間的學齡人口熱區比較，發現學齡人口熱區無明顯變化，進一步探究

表 1 之民國 99、102、105 年臺灣各村里 0 至 14 歲人口之熱區數量比較表。從表中可知熱區皆集中於

臺灣的大都會區，推測是大都會區的總人口數多，故其學齡人口數也較多，亦可知大都會區的生活機

能較佳，提高人口的遷入。而學齡人口的熱區分布以北北桃的熱區比例最大，臺中市次之，新竹縣市

與苗栗縣北部位居第三，高雄市和臺南市則分別為五個主要熱區中的最後兩名。可知目前少子化的趨

勢為學齡人口主要集中於臺灣中北部都市，而高雄市為學齡人口降幅最嚴重、少子化問題最明顯的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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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國 99、102、105 年臺灣各村里 0 至 14 歲人口之熱區數量比較表 

Z>1.96 Z>2.58 Z>5 Z>1.96 Z>2.58 Z>5 Z>1.96 Z>2.58 Z>5
臺北市 452(99%) 452 441 452(99%) 452 447 452(99%) 452 447
新北市 854(83%) 841 735 850(82%) 839 727 846(82%) 838 662
基隆市 1(1%) 0 0 0(0%) 0 0 0(0%) 0 0
宜蘭縣 0(0%) 0 0 0(0%) 0 0 0(0%) 0 0
桃園市 405(82%) 386 305 390(79%) 369 291 392(79%) 375 301
新竹縣 69(36%) 62 42 68(36%) 62 46 63(33%) 62 49
新竹市 94(76%) 89 34 96(78%) 94 43 97(79%) 94 45
苗栗縣 24(9%) 1 0 42(15%) 29 0 45(16%) 40 0
臺中市 414(66%) 401 319 413(66%) 399 317 422(67%) 401 314
彰化縣 1(0%) 0 0 1(0%) 0 0 0(0%) 0 0
南投縣 0(0%) 0 0 0(0%) 0 0 0(0%) 0 0
雲林縣 0(0%) 0 0 0(0%) 0 0 0(0%) 0 0
嘉義縣 0(0%) 0 0 0(0%) 0 0 0(0%) 0 0
嘉義市 0(0%) 0 0 0(0%) 0 0 0(0%) 0 0
臺南市 93(12%) 53 0 102(14%) 66 0 96(13%) 62 0
高雄市 196(22%) 154 42 186(21%) 143 41 162(18%) 132 34
屏東縣 0(0%) 0 0 0(0%) 0 0 0(0%) 0 0
花蓮縣 0(0%) 0 0 0(0%) 0 0 0(0%) 0 0
臺東縣 0(0%) 0 0 0(0%) 0 0 0(0%) 0 0

熱區Z值數量
民國99年 民國102年 民國105年

 
註：Z 值在 ±1.96 之間，代表 95%信賴區間；Z 值在 ±2.58 之間，代表 99%的信賴區間。 

2. 臺灣 0 歲與 14 歲人口分佈情形 

根據民國 99、102、105 年臺灣本島 0 歲人口資料進行 Moran’s I 分析，發現臺灣的 0 歲人口分布

現象有集中的情形，再進一步做熱點分析，如圖 2 至圖 4。 

根據七年間的 0 歲人口熱區比較，發現北部和中部的熱區無明顯變化，僅局部新竹市的熱區稍退，

但南部熱區集中情形降低。可知臺灣本島中部和北部的 0 歲人口仍相當集中於北北桃竹和臺中，但南

部幾乎已無集中的熱區，而分布極大部分的冷區。 

   
圖 2 民國 99 年 0 歲人口熱區圖 圖 3 民國 102 年 0 歲人口熱區圖 圖 4 民國 105 年 0 歲人口熱區圖 

再根據民國 99、102、105 年臺灣本島 14 歲人口資料進行 Moran’s I 分析，發現臺灣的 14 歲人口

分布現象有集中的情形，再進一步做熱點分析，如圖 5 至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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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七年間的 14 歲人口熱區比較，觀察到中部和北部的 14 歲人口熱區不變，但臺南市和高雄市

的熱區範圍和集中度都減少。可知臺灣中部和北部的 14 歲人口仍相當集中於北北桃竹地區和臺中，但

南部的 14 歲人口熱區在臺南、高雄的集中性降低。 

   
圖 5 民國 99年 14歲人口熱區圖 圖 6 民國 102年 14歲人口熱區圖 圖 7 民國 105年 14歲人口熱區圖 

民國 99 到 105 年的七年間，臺灣的 0 歲人口熱區和 14 歲人口熱區則呈現北部、中部不變，臺南

和高雄削減的情形。可知以 14 歲人口來說，南部地區的人口集中程度下降，而同年度的 0 歲與 14 歲

人口相比，臺南和高雄地區的 0 歲人口集中情形也較 14 歲人口低，可知臺南、高雄地區的學齡人口集

中情形有降低的狀況。 

（二）臺灣學齡人口變化幅度分布 

1. 民國 99 至 105 年臺灣學齡人口比較與臺灣 99 年 1 至 8 歲與 105 年 7 至 14 歲人口比較 

圖 8 為 105 年學齡人口數減 99 年學齡人口數比較圖，所得正值可知 105 年學齡人數較 99 年學齡

人口有增加的情形，但自圖 8 不易看出變化是否有集中情形，故採 Moran’s I 分析，發現民國 99 年與

民國 105 年間的學齡人口變化有集中傾向，進一步做熱點分析，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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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9 可發現民國 105 年學齡人口較民國 99 年學齡人口增加的熱區集中於臺北市、新北市與桃園

市交界、新竹縣市交界，Z 值稍低的熱區還有竹苗交界、臺中市部分地區與臺南部分地區，冷區集中

於新北市西側、桃園市部分地區、臺中市部分地區、嘉義市、高雄市西南側等。可推知北北桃竹的學

齡人口增加，臺南市也有增加狀況，其他地區如臺中市部分地區、嘉義市、高雄市部分地區則符合少

子化的現象。 

因前述研究的方法，其學齡人口增加原因有出生和遷入兩項，為了除去出生人數的影響，故進一

步將 105 年 7 至 14 歲的人口總和與 99 年 1 至 8 歲的人口總和相減，因兩個年段的年齡層為同年出生

的人口，故可確定該人口增加的原因只有遷入一項，如圖 10。 

計算 99 至 105 年間之七年間的人口差異時，已出生人口的增加原因僅有遷入；而各村里七年間，

7 至 14 歲人口減少的原因應有死亡與遷出兩項，但因本研究無法取得各村里單齡人口死亡率資料的限

制，又因學齡人口的死亡率遠低於一般年齡人口死亡率，因此不討論死亡率對村里單齡人口的影響，

故人口的減少原因僅推測遷出因素。 

根據分析發現，北北桃竹地區的學齡人口，在民國 99 年至 105 年期間，有學齡人口增長的情況，

而將 105 年的 7 至 14 歲人口與 99 年的 1 至 8 歲人口相減後，排除出生人口因素，可發現北北桃竹仍

為 7 至 14 歲人口移入的集中地區，配合民國 105 年 0 歲人口分布熱區圖，可知北北桃竹學齡人口的出

生和移入皆為正成長，導致此區的少子化現象較不明顯。臺中則是 105 年的學齡人口增加情形不一，

同時出現熱區與冷區，但 7 至 14 歲的人口移入情況明顯集中，而 0 歲人口也是熱區，可知當地學齡人

口的增加，出生和移入皆為正成長，使此區的少子化現象較不明顯。臺南的 105 年學齡人口成長呈現

少量集中情形（微弱熱區），7-14 歲的人口移入情況亦為熱區，可推知當地學齡人口的增加，移入的

學齡人口也有相當的幫助。高雄的 105 年學齡人口成長呈現冷區，亦即高雄的學齡人口減少有集中情

形，但 7-14 歲的人口移入情況為熱區，可推知當地學齡人口雖減少，但仍有移入的學齡人口，推論高

  
圖 8 民國 99 年與民國 105 年臺灣

各村里學齡人口比較圖 

圖 9 民國 99 年與民國 105 年臺灣

各村里學齡人口比較熱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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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的學齡人口減少主要為出生人口減少所導致。 

觀察圖 10 中縣市各村里之學齡人口變化，可發現同鄉鎮市中不同村里之學齡人口差距情形，本研

究推論造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為明星學校學區的影響。為了探究此現象推論的可能性，本研究列舉臺

灣特別受科學園區影響的地區：新竹縣竹北市。新竹縣竹北市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鄰近地帶，故近年

來吸引許多竹科工作者的遷入，連帶新增許多學齡人口的出生和遷入。故本研究選定受科學園區影響

而有較多學齡人口遷入的地區，探討學齡人口遷移時，學區是否對學齡人口數量的增減帶來影響。 

圖 11為民國 105年 7 至 14歲與民國 99 年 1 至 8歲的人口相減後的新竹縣竹北市人口增減示意圖，

偏紅色為七年間增加 50 位以上學齡人口的村里，偏藍色則表示減少 50 位以上學齡人口的村里。從圖

11 中可見位於新竹縣成功國中、東興國中學區內的斗崙里、鹿場里、中興里、東平里之四個里的位於

熱區，然而鄰近的新竹縣竹北市文化里、興安里、北興里、十興里、東興里之五個里則位於冷區，冷

熱區距離極近，但 7 至 14 歲的學齡人口有就讀國民教育的需求，故本研究推測可能影響的原因與學區

因素相關。 

若以民國 105 年度竹北市各國中的學區計算人口增加的村里數百分比，可發現成功國中學區的村

里中，有 66%的里是人口增加的，全學區 7 至 14 歲人口於七年間約增加 910 人，另有共同學區增加

186 人，可知成功國中學區的村里之學齡人口增加很多，與本研究推論之學區影響村里學齡人口增減

的假設相符合，得知學區為學齡人口變動的一項重要因素。 

2. 民國 99 年 1 歲與民國 105 年 7 歲的人口變遷與民國 99 年 7 歲與民國 105 年 13 歲的人口變遷 

自本研究資料中，找出 99 年 1 歲單齡人口資料與七年後之民國 105 年 7 歲單齡人口資料，兩者相

減，可知臺灣各村里，國小屆齡人口與 1 歲人口數的比較情形，是否有集中增加或減少的情形。 

進行 Moran’s I 分析，如圖 12，得出結果 Z 值為 42.4，大於 1.96，p 值小於 0.05，有顯著集中的

情形，可見 1 至 7 歲的人口變遷有聚集現象。進一步進行熱點分析，如圖 14 所示，發現 105 年 7 歲人

口增加的熱區集中於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交界、苗栗縣北側、臺中市、臺南市（舊臺南市）、高

雄市（舊高雄市）等部分區域，冷區則在新竹市。 

  
圖 10 臺灣各村里學齡人口數變化圖 圖 11 新竹縣竹北市學齡人口數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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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105 年 7 歲人口與 99 年 1 歲人口相減的數值，可發現 7 歲人口的遷移情形，但因學齡人口的

遷移皆是依據照顧者的遷移而有所移動，而照顧者的遷移可能是因其自身因素或因幼兒因素，故本研

究發現的 7 歲人口遷移情形，實為帶有 7 歲幼童的照顧者之遷移情形的展現。 

  
圖 12 民國 105年 7歲與民國 99 年 1歲村里

人口增減 Moran’s I 分析 

圖 13 民國 105 年 13 歲與民國 99 年 7 歲村

里人口增減 Moran’s I 分析 

  
圖 14 民國 105年 7歲與民國 99 年 1歲村里

人口增減熱區圖 

圖 15 民國 105 年 13 歲與民國 99 年 7 歲村

里人口增減熱區圖 

自本研究資料中，找出 99 年 7 歲單齡人口資料與七年後之民國 105 年 13 歲單齡人口資料，兩者

相減，可知臺灣各村里，國中屆齡人口與國小屆齡人數的比較情形，是否有集中增加或減少的情形。 

進行 Moran’s I 分析，如圖 13，Z 值為 12.6，大於 1.96，p 值小於 0.05，有顯著集中的情形。進一

步進行熱點分析，如圖 15，發現 105 年 13 歲人口增加的熱區集中於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

市等部分區域，冷區則在新北市與桃園市交界處。 

和 1-7 歲人口變遷聚集現象相比之下，7-13 歲的人口變遷聚集現象較低。可能與國民教育階段學

齡人口的遷移以入學前的遷移為主，進入國小後的遷移量即減少，顯示學齡人口的遷移與其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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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入學之學區有密切相關的情形。 

（三）臺灣學齡人口比例分布 

以臺灣各村里的人口數資料分析，因學齡人口數量多寡與總人口數相關性高，則結果可能會有所

偏頗。為了降低學齡人口數統計所造成的偏頗資訊，需將總人口數納入考慮進行校正，以採取學齡人

口比例去評估一地的少子化情形，相關數學式為：學齡人口比例（%）=（學齡人口數/總人口數）x 100%。 

1. 臺灣學齡人口比例分布情形 

圖 16 為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 0 至 14 歲之學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圖，由圖中可推知臺灣各村里

之學齡人口比例以山地地區的村里普遍較高，過去研究亦顯示原住民族較多的地區有出生率、學齡人

口比例較高的情形，此與過去研究相符。 

進行熱點分析，如圖 17 所示，可觀察出學齡人口比例較高的熱區集中於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

新竹縣市與苗栗縣竹南鎮、臺中市與花蓮市，次熱區則分布於彰化縣北側與臺南市。大致與前面所知

學齡人口數的熱區圖一致，唯高雄地區呈現相當不同的樣貌。 

圖 18 為民國 105 年學齡人口熱區圖，比較圖 18 之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學齡人口熱區圖與圖 17

之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學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熱區圖，將兩圖的高雄地區皆放大來看，可發現以學

齡人口數而言，高雄市左營區、楠梓區、仁武區、蔦松區、三民區、鳳山區和大寮區等區有熱區分布，

僅鼓山、前鎮、鹽埕、旗津、前金區等為冷區（如圖 19 所示），但以學齡人口占總人口之比例來說，

高雄市新興區、苓雅區、左營區、三民區、鼓山區、前鎮區、鹽埕區、旗津區、前金區等皆為冷區（如

圖 20 所示），可推知高雄市區之學齡人口數雖多，但實際占總人口之比例是低的，以人口結構來說，

高雄市為臺灣六都中少子化現象較嚴重的地區。從臺灣各村里的學齡人口比例來看，可發現學齡人口

比例更能貼切地表現少子化現象較明顯的地區。 

   
圖 16 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 0 至

14 歲學齡人口比例圖 

圖 17 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 0 至

14 歲學齡人口比例熱區圖 

圖 18 民國 105 年學齡人口熱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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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民國 105 年高雄市村里學齡人口熱區圖 圖 20 民國 105年高雄市村里學齡人口比例熱區圖 

2. 臺灣 0 至 4 歲人口占學齡人口比例分布情形 

根據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 0 至 4 歲人口占學齡人口比例資料進行熱點分析，如圖 21。由圖中發

現，臺北市的 0 至 4 歲占比最高，顯示可能是臺北市的出生率特別高或 0 至 4 歲人口的移入率高。 

為探究此推論的可能性，表 2 為民國 91 至 105 年之臺北市粗出生率與出生人口數表，由表中對應

105 年單齡人口可知：臺北市 0 至 4 歲人口出生於民國 101 至 105 年，此五個年度的平均出生率為 10.5，

而出生於民國 91 年至 100 年之 5 至 14 歲人口的十個年度平均出生率為 8.32，故可推論臺北市的出生

率增高確實為其 0 至 4 歲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此外，0 至 4 歲人口的移入可能與如欲就讀臺北市的

國民教育階段學校，需比較入籍的時間長短有關，故家長需在尚未進入國民教育階段，就先將子女的

戶籍遷入臺北市，此亦為臺北市 0 至 4 歲人口移入多的原因，但因無法取得臺北市 0 至 4 歲之移入、

移出人口資料，還需未來研究探知，故推論近年來臺北市的出生人口數漸多是臺北市 0 至 4 歲人口比

例高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 



15 

 

 
圖 21 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 0 至 4 歲人口占學齡人口比例熱區圖 

表 2 民國 91 至 105 年臺北市粗出生率與出生人口數表 

年別 105年對應年齡 出生率 出生人口數 年別 105年對應年齡 出生率 出生人口數
91年 14 9.72 25,647 99年 6 7.09 18,530
92年 13 8.85 23,311 100年 5 9.54 25,132
93年 12 8.44 22,154 101年 4 11.08 29,498
94年 11 8 20,962 102年 3 9.97 26,710
95年 10 8.06 21,151 103年 2 10.77 29,024
96年 9 8.22 21,620 104年 1 10.72 28,987
97年 8 7.88 20,691 105年 0 10.37 27,992
98年 7 7.42 19,403

臺北市粗出生率與出生人口數

 
資料來源：臺北市民政局，研究者製表 

3. 臺灣 10 至 14 歲人口占學齡人口比例分布情形 

根據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 10 至 14 歲人口占學齡人口比例資料進行熱點分析，如圖 22。由圖中

發現，部分的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的 10 至 14 歲占比最高，推論此三縣的學齡人口以 10 至 14 歲

的人口最多，可能是其民國 91 至 95 年的出生人口較民國 101 至 105 年的出生人口多所致，可知南部

非都市地區的出生人數有下降的情形。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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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 10 至 14 歲人口占學齡人口比例熱區圖 

表 3 民國 91 至 105 年雲林縣、嘉義縣、屏東縣之粗出生率與出生人口表 

年分 105年對應年齡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雲林縣 嘉義縣 屏東縣
2002 14 12.68 12.85 11.11 9,423 7,235 10,088
2003 13 11.94 11.79 10.17 8,857 6,621 9,204
2004 12 10.44 10.78 9.29 7,715 6,029 8,383
2005 11 9.87 10.14 8.9 7,257 5,653 8,003
2006 10 9.45 9.44 8.56 6,910 5,242 7,668
2007 9 8.94 8.82 8.14 6,500 4,874 7,256
2008 8 8.79 8.48 7.79 6,368 4,665 6,908
2009 7 8.25 7.76 7.17 5,966 4,252 6,337
2010 6 7.02 6.39 5.99 5,057 3,485 5,261
2011 5 7.6 6.62 6.16 5,442 3,577 5,354
2012 4 8.66 7.26 7.3 6,167 3,889 6,285
2013 3 7.23 5.89 5.9 5,126 3,130 5,049
2014 2 7.55 5.63 6.32 5,338 2,965 5,373
2015 1 7.1 5.85 6.24 4,986 3,054 5,266
2016 0 6.85 5.65 6.12 4,774 2,923 5,129

粗出生率 出生人口數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研究者整理製表 

（四）臺灣學齡人口分布因素的迴歸分析 

本研究根據蒐集之學齡人口資料，探究國民教育階段之學齡人口與社會經濟因素的迴歸分析，了

解各社會經濟因素對於解釋臺灣的少子化情形的解釋力和影響情形。本研究依自變數的性質分為人口

遷移、人口結構、族群文化、婚姻層面、教育層面、經濟發展等幾個類別。 

人口遷移方面，社會增加率愈高，當地發展條件可能愈佳，對出生率應有正面助益。遷入比例愈

高，當地發展條件可能較佳，對出生率也應有正面助益，但也可能因當地人民社經地位較高，對教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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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要求較高，故審慎規劃生養的子女數，導致出生率降低。遷出比例愈高，當地發展條件可能較不

好，可能導致出生率降低，但也可能因較無嚴謹教養子女的觀念，不需審慎規畫教養子女的心力即可

生養子女，反而增加出生率。 

人口結構方面，本研究採取的變數有四項，分別為性別比、戶量、扶養比和死亡率，推論性別比

愈高，可能與當地重男輕女觀念較重有關，婦女可能有生育子女的壓力，出生率可能較高，但也可能

是單身男性工作人口的遷入導致性別比高，則出生率可能不會較高，仍待驗證。戶量愈大，年輕人較

可能受家族長輩觀念影響而提高出生率。扶養比方面，扶養比愈高的地區，壯年人口負擔較重，可能

降低其生育子女意願，出生率可能較低。死亡率愈高，則可能產生彌補心態，以提高生育來因應。 

族群文化方面，族群因不同價值觀生育的觀念會有所不同。先前研究發現原住民地區出生率較高，

故本研究將原住民人口比例和山地原住民的人口比例列入自變數，推論原住民、山地原住民人口比例

愈高，出生率愈高。 

婚姻方面，已婚人口比例愈高，表示成年人比例愈高，出生率愈高；結婚率愈高，新婚夫妻愈多，

推論其出生率也愈高。離婚率愈高的地區，可能因缺少配偶、經濟背景較不穩定，而出生率較低。 

教育方面，本研究採碩士以上學歷比例為自變數，推論學歷愈高地區，對教育子女費用的評估較

高，生育子女的數量則較低。另外，教育程度的提高，可能提高女性的獨立自主意識，參與工作的可

能性也增加，間接增加女性追求其他事物的想法，相對降低在生育子女方面的念頭。 

經濟發展層面，推論綜合所得中位數愈高的地區，則該地經濟能力愈佳，出生率愈高。房屋單坪

價格中位數愈高的地區，其物價可能相對較高，且購屋會提高生活支出，間接降低可養育子女的費用，

故出生率可能愈低。離工業區愈近的地區，其工作機會較多，會提高年輕工作人口的比例，年輕人口

多，也較易增加出生率。最後，人口密度愈高的地區，推論為一地較繁榮的人口集中區，該地經濟發

展條件較佳，資源愈充沛，養育子女的條件和誘因應該愈強，出生率可能較高。 

最後則是鄰近效應，也就是指當控制了前述的社會經濟變數後，鄰近效應是否仍存在，如果仍有

鄰近效應，則表示空間上可能有發揮擴散效應。量度鄰近效應的鄰近地區定義以 rook 方式界定，也就

是以鄰近邊界有接壤的邊者視為鄰近。 

1. 民國 105 年出生率與社會經濟因素的 OLS 分析 

表 4 顯示民國 105 年出生率的迴歸分析結果。R-Squared 為 0.337，表示模型可解釋因變量中大約

33.7%的變化。以「+」、「-」表示應變數和自變數的正負向關係，「*」代表該自變數是否有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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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5 年出生率的迴歸分析 

0.0586701 -0.885249
遷入比例 -0.0219599 -0.0274339
遷出比例 0.0757818 *** 0.0423545 *
社會增加率 0.0116452 *** 0.0088079 ***
性別比 -0.0022225 -0.0087271 *
戶量 2.14967 *** 1.53053 ***
扶養比 -0.0236525 *** -0.0132262 **
死亡率 -0.0702012 *** -0.0498149 ***

原住民比例 0.0014422 0.0008015
山地原住民比例 0.0405592 *** 0.0303207 ***
已婚人口比例 -0.0488305 *** -0.0283953 **
結婚率 0.331226 *** 0.288657 ***
離婚率 0.0157531 0.0116839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0.0495267 * -0.0506883 **
綜合所得中位數 0.0068962 *** 0.0057294 ***
單坪房價中位數 0.000003 *** 0.0000015 ***
工業區距離 -0.0000031 0.0000001
人口密度 -0.0000084 ** -0.0000074 **

0.371206 ***
26.554 *** -

229.484 *** -
905.245 *** -
211.961 *** -
693.641 *** -

0.357 -
475.162 *** -
-18393 -18034.5
36822 36107
36947 36239
0.337 0.412
7696 7696樣本數

人口結構

Log likelihood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R-squared

OLS SLM

Koenker-Bassett  Statistic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Moran's I (error)

F-statistic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Robust LM (lag)

族群文化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Robust LM (error)

婚姻層面

解釋變數
常數項

人口遷移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OLS 符合預期的變數有八項，遷出比例、社會增加率、戶量、山地原住民比例、結婚率及綜合所

得中位數與出生率呈正相關，扶養比及碩士學歷以上比例與出生率呈負相關。不符合預期的變數有四

項，分別為死亡率愈高，出生率愈低，可能與當地年輕人口多，出生率較高，或因老年人口較少而死

亡率也較低；另外，已婚人口比例愈高，出生率愈低，可能是已婚人口比例高，但並非年輕的夫妻較

多，故出生率不會較高；單坪房價中位數愈高，出生率愈高，原因可能與高房價相對代表當地有好的

學區或育兒等發展優勢，使當地的出生率較高，反映房價並非出生率的唯一影響因子；人口密度愈高，

經濟發展愈佳，可能導致整體育兒成本提高，使出生率愈低。未達顯著水準的有遷入人口比例、性別

比、原住民比例、離婚率與工業區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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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OLS 迴歸的誤差有空間自相關的現象，又因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和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有統計顯著性，故進一步觀察 Robust LM (lag)和 RobustLM (error)，發現 Robust LM (lag)有統計

顯著性，Robust LM (error)則沒有，故僅進行 SLM 的空間迴歸模型。 

SLM 模型可檢測鄰近效應的效果，結果顯著，可視為空間延遲效應的證據。SLM 的 R 平方增加

為 0.412，性別比也轉為具統計顯著性，性別比愈高，出生率愈低。 

2. 民國 105 年零歲人口比例與社會經濟因素的 OLS 分析 

表 5 顯示民國 105 年零歲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結果。R-Squared 為 0.488，表示模型可解釋因變量

中大約 48.8%的變化。以「+」、「-」表示應變數和自變數的正負向關係，「*」代表該自變數是否有統

計顯著性。 

表 5 民國 105 年 0 歲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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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 符合預期的變數有七項，分別為：出生率、遷出比例、社會增加率、戶量及綜合所得中位數

與零歲人口比例呈正相關，遷入比例及碩士學歷以上比例與零歲人口比例呈負相關。不符合預期的變

數有四項，分別為死亡率愈高，零歲人口比例愈低，可能與當地年輕人口多，出生率較高，因老年人

口較少而死亡率也較低；另外，已婚人口比例愈高，零歲人口比例愈低，可能意謂一地的已婚人口比

例高，但並非年輕的夫妻較多；結婚率愈高，零歲人口比例愈低，顯示結婚與生育子女狀況並非必然

的正向相關。單坪房價中位數愈高，零歲人口比例愈低，可知高房價對零歲人口比例有反面效果，原

因可能與零歲人口比例高的地區，新婚小家庭的比例較高，此導致當地房價稍低，才能讓年輕夫妻購

屋。未達顯著水準的有性別比、扶養比、原住民比例、山地原住民比例、離婚率、工業區距離與人口

密度。 

由於 OLS 迴歸的誤差有空間自相關的現象，又因 Lagrange Multiplier (lag)、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和 Robust LM (lag)、Robust LM (error)皆有統計顯著性，故本研究測試兩種空間迴歸模型，SLM

模型可檢測鄰近效應的效果，結果顯著，證明有空間延遲效應。SL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566，死亡率、

戶量、已婚人口比例也轉為不具統計顯著性。同時，SEM 模型的空間變數也同樣顯著，顯示 OLS 迴

歸的殘差有空間自相關（如表 6 顯示），有可能是某個隱藏的變數造成，這個變數還沒納入模型中。

SE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576，死亡率、戶量、已婚人口比例和 OLS 模式相同，仍有統計顯著性，社會

增加率、單坪房價中位數則轉為不具統計顯著性。 

表 6 民國 105 年 0 歲人口比例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報表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TEST MI/DF VALUE PROB 

Moran’s I (error) 0.2482 36.046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1 1251.9613 0.00000 

Robust LM (lag) 1 140.7135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1 1281.9237 0.00000 

Robust LM (error) 1 170.6758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SARMA) 2 1422.6372 0.00000 

3. 民國 105 年十四歲人口比例與社會經濟因素的 OLS 分析 

表 7 顯示民國 105 年十四歲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結果。R-Squared 為 0.259，表示模型可解釋因變

量中大約 25.9%的變化。以「+」、「-」表示應變數和自變數的正負向關係，「*」代表該自變數是否有

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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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民國 105 年 14 歲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 

2.14469 *** 1.511 *** 2.35343 ***
遷入比例 0.00500684 0.00371138 0.00567719 *
遷出比例 0.0071172 * 0.00355514 0.00381151
社會增加率 0.0002909 -0.00001853 -0.00005129
性別比 0.00013343 -0.0004519 -0.00055981
戶量 0.136038 *** 0.0989769 *** 0.13767 ***
扶養比 0.0123136 *** 0.00979576 *** 0.0104566 ***
出生率 -0.00767745 *** -0.00880093 *** -0.00894935 ***
死亡率 -0.0106673 *** -0.00824078 *** -0.00798604 ***

原住民比例 -0.00219338 ** -0.00153658 * -0.00143891
山地原住民比例 -0.00143416 -0.00083826 -0.00134454
已婚人口比例 -0.0476978 *** -0.0357528 *** -0.0443722 ***
結婚率 -0.00031072 -0.0011761 0.00003944
離婚率 0.00065643 0.00076949 0.00249018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0.0504162 *** -0.0390095 *** -0.0333614 ***
綜合所得中位數 0.0020853 *** 0.0015263 *** 0.00144887 ***
單坪房價中位數 -0.00000029 *** -0.00000018 *** -0.00000025 ***
工業區距離 0.00000245 ** 0.00000239 *** 0.00000194
人口密度 -0.00000158 *** -0.00000115 ** -0.00000086 *

0.445036 ***
0.481736 ***

34.109 ***
148.914 ***

1256.329 ***
127.696 ***

1146.956 ***
18.323 ***

301.585 ***
-3867.73 -3359.71 -3386.664
7773.45 6759.43 6811.33
7905.47 6898.4 6943.35

0.259 0.376 0.376
7696 7696 7696

Robust LM (error)

F-statistic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人口結構

族群文化

婚姻層面

Robust LM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OLS SLM SEM

樣本數

Koenker-Bassett  Statistic
Log likelihood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R-squared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空間誤差

Moran's I (error)

解釋變數
常數項

社會增加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OLS 符合預期的變數有七項，分別為：死亡率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低，表示十四歲人口比例

愈高的地區，其死亡率較低，可能與當地年輕人口多，老年人口較少，故死亡率也較低；戶量愈高，

十四歲人口比例愈高；扶養比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高；原住民比例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低；

碩士學歷以上比例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低；綜合所得中位數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高；單坪房

價中位數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低；工業區距離愈遠，十四歲人口比例愈高。不符合預期的變數有

五項，分別為出生率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低，可能表示出生率高的地區並不是國三人口比例高的

地區；遷出比例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高，但進一步進行 SLM 和 SEM 時，則該變數就不具統計顯

著性了，故暫不討論此變化原因；另外，已婚人口比例愈高，十四歲人口比例愈低，可能意謂一地的

已婚人口比例高，但並非中年夫妻較多，故十四歲人口比例不會較高；人口密度愈高，十四歲人口比

例愈低，顯示並非人口密度較高的經濟佳的地區就有較多國三人口，反而一般人口密度低的鄉村地區，

其國三人口比例也高，可能與臺灣現階段愈來愈多的隔代教養情形有所相關。未達顯著水準的有遷入

人口比例、社會增加率、性別比、山地原住民比例、結婚率、離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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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OLS 迴歸的誤差有空間自相關的現象，又因 Lagrange Multiplier (lag)、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和 Robust LM (lag)、Robust LM (error)皆有統計顯著性，故本研究測試兩種空間迴歸模型，SLM

模型可檢測鄰近效應的效果，結果顯著，證明有空間延遲效應。SL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376，遷出人

口比例也轉為不具統計顯著性。同時，SEM 模型的空間變數也同樣顯著，顯示 OLS 迴歸的殘差有空

間自相關（如表 8 顯示），有可能是某個隱藏的變數造成，這個變數還沒納入模型中。SEM 的 R 平方

增加為 0.376，遷入比例轉為具統計顯著性，遷出人口比例、原住民比例、工業區距離轉為不具統計

顯著性。 

表 8 民國 105 年 0 歲人口比例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報表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TEST MI/DF VALUE PROB 

Moran’s I (error) 0.2348 34.1088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1 1256.3292 0.00000 

Robust LM (lag) 1 127.6962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1 1146.956 0.00000 

Robust LM (error) 1 18.3229 0.00002 

Lagrange Multiplier (SARMA) 2 1274.6521 0.00000 

4. 民國 105 年學齡人口比例與社會經濟因素的 OLS 分析 

表 9 顯示民國 105 年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結果。R -Squared 為 0.817，表示模型

可解釋因變量中大約 81.7%的變化。以「+」、「-」表示應變數和自變數的正負向關係，「*」代表該自

變數是否有統計顯著性。 

表 9 民國 105 年學齡人口比例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報表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TEST MI/DF VALUE PROB 

Moran’s I (error) 0.3088 44.8160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1 1107.7956 0.00000 

Robust LM (lag) 1 132.3912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1 1984.4385 0.00000 

Robust LM (error) 1 1009.0341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SARMA) 2 2116.8297 0.00000 

5. 民國 105 年 12 歲人口與 99 年 6 歲人口變化比例與社會經濟因素的 OLS 分析 

表 10 顯示民國 105 年 12 歲人口減民國 99 年 6 歲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結果，欲了解小一至國一階

段人口變化的可能因素。R -Squared 為 0.03，表示模型可解釋因變量中大約 3%的變化。以「+」、「-」

表示應變數和自變數的正負向關係，「*」代表該自變數是否有統計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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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民國 105 年 12 歲人口與民國 99 年 6 歲人口變化比例的迴歸分析 

0.431884 ** 0.233276
遷入比例 0.00064455 -0.00024302
遷出比例 -0.008772 ** -0.00487314
社會增加率 0.00111991 *** 0.00103711 ***
性別比 　- 　-
戶量 0.0363725 * 0.0135506
扶養比 0.00483655 *** 0.00286917 ***
出生率 -0.00912056 *** -0.00567701 ***
死亡率 -0.00234387 -0.0021207

原住民比例 -0.0004763 -0.00017913
山地原住民比例 -0.00105492 -0.00063039
已婚人口比例 -0.0130926 *** -0.00737505 ***
結婚率 0.00555098 * 0.00577587 **
離婚率 0.0050257 0.00208578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0.00049528 -0.00299852
綜合所得中位數 0.00019708 * 0.00017809 *
單坪房價中位數 0.00000013 ** 0.00000008
工業區距離 0.0000015 0.00000105
人口密度 -0.00000177 *** -0.00000113 **

0.568644 ***

41.977 ***
13.764 ***

1794.448 ***
57.367 ***

1740.771 ***
3.69

753.283 ***
-4141.06 -3399.75
8318.13 6837.5

8443.2 6969.52
0.03 0.253

7696 7696

OLS SLM解釋變數
常數項

社會增加

人口結構

Robust LM (error)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空間誤差

Moran's I (error)
F-statistic

族群文化

婚姻層面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Robust LM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樣本數

Koenker-Bassett  Statistic
Log likelihood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R-squared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OLS 符合預期的變數有七項，社會增加率、戶量、扶養比、結婚率、綜合所得中位數及單坪房價

中位數與國中人口增加比例呈正相關，遷出比例與國中人口增加比例呈負相關。不符合預期的變數有

三項，分別為出生率愈低，國中人口增加比例愈高，可能因國中人口增加比例高的地區為學區，房價

高，新婚小家庭較無法負擔，故當地出生率較低；另外，已婚人口比例愈高，國中人口增加比例愈低，

可能意謂一地的已婚人口比例高，但可能代表中老年的已婚人口多，非學區所在地；人口密度愈高，

國中人口增加比例愈低，可能與人口密度高的都市地區，其物價較高，子女教育花費較重，故國中人

口增加的比例不高。未達顯著水準的有死亡率、遷入人口比例、原住民比例、山地原住民比例、離婚

率、碩士學歷以上比例、工業區距離。 

由於 OLS 迴歸的誤差有空間自相關的現象，又因 Lagrange Multiplier (lag)、Lagrange Multi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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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皆有統計顯著性，進一步觀察 Robust LM (lag)、Robust LM (error)，發現 Robust LM (lag)有統計

顯著性，故本研究測試 SLM 模型。SLM 模型可檢測鄰近效應的效果，結果顯著，證明有空間延遲效

應。SL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253，遷出人口比例、戶量、單坪房價中位數轉為不具統計顯著性。 

6. 民國 105 年 SLM 分析之綜合比較 

綜合出生率、零歲人口比例、十四歲人口比例、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105 年 12 歲減 99

年 6 歲人口增加比例等五個應變數與十八個社會經濟變數的相關分析後，發現雖有三個模式需進一步

分析 SEM 和 SLM 兩種空間模型，且 SEM 模型在零歲人口比例和學齡人口比例上呈現比 SLM 模式更

佳的妥適性，但此五個 OLS 模型皆需進一步探討 SLM 模型，且鄰近效應皆顯著存在，故本研究以 SLM

模型進行五項應變數的比較。 

表 11 為出生率、零歲人口比例、十四歲人口比例、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105 年 12 歲減

99 年 6 歲人口增加比例等五個應變數與十八個社會經濟變數的 SLM 模式比較表。「+」、「-」表示應變

數和自變數的正負向關係。從比較發現，對五個應變數皆顯著且影響方向一致的變數有：綜合所得中

位數和鄰近關係兩者皆符合本研究的預期。綜合所得中位數愈高，出生率和學齡人口比例就愈高。鄰

近效應方面代表周圍出生率、學齡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自己的出生率、學齡人口比例也愈高。 

表 11 民國 105 年五個應變數與各社會經濟變數的 SLM 模式比較表 
出生率 0歲 14歲 0-14歲 10512-9906

- -** +*** +*** +
遷入比例 - -*** + + -
遷出比例 +* +** + + -
社會增加率 +*** +* - +*** +***
性別比 -* - - -
戶量 +*** + +*** +*** +
扶養比 -** - +*** +*** +***
出生率 +*** -*** +*** -***
死亡率 -*** - -*** -*** -

原住民比例 + + -* -*** -
山地原住民比例 +*** - - +*** -
已婚人口比例 -** - -*** -*** -***
結婚率 +*** -** - - +**
離婚率 + + + +*** +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 -*** -*** -*** -
綜合所得中位數 +*** +*** +*** +*** +*
單坪房價中位數 +*** -*** -*** -*** +
工業區距離 + + +*** +*** +
人口密度 -** + -** -*** -**

+*** +*** +*** +*** +***
36107 2612.05 6759.43 27647.5 6837.5
36239 2751.02 6898.4 27786.4 6969.52
0.337 0.488 0.259 0.817 0.03
0.412 0.566 0.376 0.842 0.253R-squared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原OLS之R-squared

婚姻層面

解釋變數
常數項

社會增加

人口結構

族群文化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五個模式比較下，以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模式解釋力最高，在不考慮鄰近效應

的情況下，可表達高達 81.7%的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變化。可見這些社會經濟因子與國民教育

階段學齡人口比例相關性最高。考慮鄰近效應後，可表達高達 84.2%的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變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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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正民國 105 年學齡人口比例與社會經濟因素的 OLS 分析 

為了降低山地原住民比例高地區呈現的傳統鄉村高出生率情形，故挑選山地原住民比例低於 50%

的地區再次進行 OLS 迴歸分析。挑選山地原住民比例做為篩選方式而非原住民比例的原因是根據本節

研究可知山地原住民的解釋力明顯高於原住民比例的解釋力。另外，為盡量減少山地原住民影響相較

於其他族群人口的比例，故本研究採山地原住民比例低於 50%的村里進行迴歸分析，希望能透過減少

山地原住民比例高造成的鄉村地區出生率高的情形，增進 OLS 分析的各社會經濟因子解釋力。 

因前面論述中，五個與少子化相關的應變數中，以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的 R 平方值最高，故在

根據縣市政府戶政司之村里人口統計資料中臺灣 7696 個村里中，篩選出山地原住民比例低於百分之

50 的村里共 7515 個。 

從表 12 中可見，民國 105 年臺灣山地原住民比例低於百分之 50 的村里之學齡人口比例與社會經

濟因素的 OLS 分析，R -Squared 為 0.793，表示模型可解釋因變量中大約 79.3%的變化。以「+」、「-」

表示應變數和自變數的正負向關係，「*」代表該自變數是否有統計顯著性。 

表 12 民國 105 年學齡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原住民占 50%以下） 

11.7324 *** 7.89311 *** 10.1357 ***
遷入比例 0.0990142 *** 0.0729655 *** 0.0697388 ***
遷出比例 0.0926213 *** 0.0755499 *** 0.0923974 ***
社會增加率 0.00995504 *** 0.00841282 *** 0.00782389 ***
性別比 0.0156561 *** 0.00917331 *** 0.00744029 **
戶量 2.40246 *** 1.92272 *** 2.5942 ***
扶養比 0.201026 *** 0.179601 *** 0.196415 ***
出生率 0.182354 *** 0.151241 *** 0.160685 ***
死亡率 -0.165931 -0.145356 -0.132618 ***

原住民比例 -0.00546927 -0.00529069 0.00587284
山地原住民比例 0.0633641 *** 0.0707971 *** 0.0598405 ***
已婚人口比例 -0.444958 *** -0.363432 *** -0.396792 ***
結婚率 0.025292 * 0.0143886 0.0211705 *
離婚率 0.0896958 *** 0.0704631 *** 0.0632011 ***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0.228419 *** -0.234834 *** -0.128757 ***
綜合所得中位數 0.0173991 *** 0.0153132 *** 0.0151502 ***
單坪房價中位數 -0.00000243 *** -0.00000242 *** -0.00000163 ***
工業區距離 0.0000188 *** 0.00002498 *** 0.0000129 *
人口密度 0.00000841 *** 0.00000656 *** 0.00001029 ***

0.298074 ***
0.568953 ***

40.84 ***
1591.69 ***

1045.461 ***
134.487 ***

1647.414 ***
736.44 ***
1504.1 ***

-13897.7 -13897.7 -13684.44
27835.5 27835.5 27406.9

27974 27974 27538.4
0.793 0.821 0.84
7515 7515 7515

Schwarz criterion
R-squared
樣本數

族群文化

婚姻層面

Koenker-Bassett  Statistic
Log likelihood

Akaike info criterion

SEM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Robust LM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Robust LM (error)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空間誤差

Moran's I (error)
F-statistic

解釋變數
常數項

社會增加

人口結構

OLS SLM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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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S 符合預期的變數有十四項，出生率、遷入比例、社會增加率、性別比、戶量、扶養比、山地

原住民比例、結婚率、綜合所得中位數、工業區距離及人口密度與學齡人口呈正相關，死亡率、碩士

學歷以上比例及單坪房價中位數與學齡人口比例呈負相關。OLS 不符合預期的變數有三項，分別為遷

出比例愈高，學齡人口比例愈高，過去研究發現遷移人口以年輕人為主，故年輕人口比例高的地區，

其家庭子女為學齡人口的比例自然較高；另外，已婚人口比例愈高，學齡人口比例愈低，可能意謂一

地的已婚人口比例高，但並非代表學齡階段子女的夫妻較多，故學齡人口比例不會較高；離婚率愈高，

學齡人口比例也愈高，可能與當地生育子女的考量並不受限於教育經費的不足，故學齡人口比例也高。

OLS 未達顯著水準的變數為原住民比例。 

因 Lagrange Multiplier (lag)、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和 Robust LM (lag)、Robust LM (error)皆有

統計顯著性，故本研究測試兩種空間迴歸模型，SLM 模型可檢測鄰近效應的效果，結果顯著，證明有

空間延遲效應。SL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821，結婚率也轉為不具統計顯著性。同時，SEM 模型的空間

變數也同樣顯著，顯示 OLS 迴歸的殘差有空間自相關（如表 13 顯示），有可能是某個隱藏的變數造成，

這個變數還沒納入模型中。SE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84，性別比和工業區距離的統計顯著性降低，結婚

率仍具統計顯著性。 

表 13 民國 105 年學齡人口比例（原住民占 50%以下）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報表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TEST MI/DF VALUE PROB 

Moran’s I (error) 0.2862 40.8404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1 1045.4606 0.00000 

Robust LM (lag) 1 134.4867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1 1647.4139 0.00000 

Robust LM (error) 1 736.4400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SARMA) 2 1781.9006 0.00000 

為了和前方的 SLM 模型相比較，表 15 為民國 105 年臺灣不同村里範圍的學齡人口比例之 SLM

迴歸分析比較表，顯示民國 105 年臺灣各村里與山地原住民比例低於百分之 50 的村里，其國民教育階

段學齡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結果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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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民國 105 年臺灣不同村里範圍的學齡人口比例之迴歸分析 SLM 比較表 
0-14歲人口比例 0-14歲人口比例

(臺灣各村里) (原住民比例50%以下地區)
+***  +***

遷入比例 +  +***
遷出比例 +  +***
社會增加率 +***  +***
性別比 -  +***
戶量 +***  +***
扶養比 +***  +***
出生率 +***  +***
死亡率 -***  -***

原住民比例 -***  -
山地原住民比例 +***  +***
已婚人口比例 -***  -***

結婚率 -  +
離婚率 +***  +***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  -***
綜合所得中位數 +***  +***
單坪房價中位數 -***  -***
工業區距離 +***  +***
人口密度 -***  +***

+***  +***
-13803.7 -13897.7
27647.5 27835.5
27786.4 27974
0.817 0.793
0.842 0.821

婚姻層面

解釋變數

常數項

社會增加

人口結構

族群文化

R-squared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Log likelihood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原OLS之R-squared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透過表 14 可發現：以原住民人口占百分之 50 以下的村里進行研究，增加三個達統計水準的變數，

分別是遷入人口比例、遷出人口比例和性別比。但原住民人口比例的變數則沒有再達到統計水準。另

外，人口密度的變數也從負值顯著改為正值顯著，改變部分分析結果。透過分析可知，當排除山地原

住民比例高的地區後，人口密度愈高的地區，其學齡人口比例愈高，顯示當涵蓋臺灣山地原住民比例

高的地區進行 OLS 分析時，會受到山區影響而出現人口密度因子的統計顯著性不足的問題。 

8. 民國 100 年出生率與社會經濟因素的 OLS 分析 

前述分析為採民國 105 年資料的 OLS 分析，本研究欲了解不同年代對 OLS 分析結果的異同，故

以民國 100 年的資料進行 OLS 分析。本研究的研究年代原為民國 99 年至民國 105 年，但因缺乏民國

99 年之教育程度人口數、實價登錄房價與綜合所得資料，故採民國 100 年的資料進行 OLS 分析，但

又因民國 100 年仍缺乏實價登錄房價資料，故民國 100 年之少子化相關影響因子共採用 17 個。 

表 15 顯示民國 100 年出生率的迴歸分析結果。R-Squared 為 0.330，表示模型可解釋因變量中大

約 33%的變化。該模型表達了大約 33%的民國 100 年出生率，顯示這 16 個因素和出生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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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民國 100 年出生率的迴歸分析 

-4.58644 *** -5.36549 *** -3.13857 ***
遷入比例 0.282517 *** 0.241078 *** 0.273276 ***
遷出比例 -0.0133261 -0.00648228 0.00331969
社會增加率 -0.0964028 *** -0.0888858 *** -0.0874679 ***
性別比 -0.00422492 -0.00999424 ** -0.0109546 **
戶量 1.92838 *** 1.49284 *** 1.78546 ***
扶養比 -0.0315506 *** -0.0224561 *** -0.0322641 ***
出生率
死亡率 0.0231181 * 0.0275676 ** 0.0260518 **

原住民比例 0.0180968 *** 0.0140849 *** 0.017313 **
山地原住民比例 0.0296088 *** 0.0247933 *** 0.031706 ***
已婚人口比例 0.0287374 *** 0.0462442 *** 0.0338697 ***

結婚率 0.329256 *** 0.283462 *** 0.276191 ***
離婚率 -0.0872579 *** -0.0772037 *** -0.0394519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0.0900476 *** -0.0708873 *** -0.0428815
綜合所得中位數 0.00579152 *** 0.00420389 *** 0.00461982 ***
工業區距離 0.00000932 * 0.00000692 0.00001091
人口密度 -0.00000933 *** -0.00001039 *** -0.00000903 ***

0.33538 ***
0.37681 ***

26.086 ***
270.523 ***

774.18 ***
118.784 ***
670.487 ***

15.091 ***
2784.623 ***
2458.494 ***
5851.733 *** 5665.738 *** 4043.609 ***
-17775.4 -17463.5 -17491.788
35584.7 34962.9 35017.6
35702.9 35088 35135.7

0.361 0.424 0.423
7690 7690 7690

SEM

F-statistic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Robust LM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OLS SLM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空間誤差

Moran's I (error)

解釋變數
常數項

社會增加

人口結構

族群文化

婚姻層面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R-squared
樣本數

Robust LM (error)
Jarque-Bera Statistic

Koenker-Bassett Statistic
Breusch-Pagan Statistic

Log likelihood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OLS 符合預期的變數有十項，遷入比例、戶量、、原住民比例、山地原住民比例、已婚人口比例、

結婚率、綜合所得中位數及工業區距離呈正相關，離婚率及碩士以上比例呈負相關。不符合預期的變

數有五項，死亡率呈正相關，社會增加率、性別比、扶養比及人口密度呈負相關。未達顯著水準的有

遷出比例、性別比。 

由於 OLS 迴歸的誤差有空間自相關的現象，又因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和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有統計顯著性，故進一步觀察 Robust LM (lag) 和 Robust LM (error)，發現 Robust LM (lag) 有

統計顯著性，Robust LM (error) 則沒有，故僅進行 SLM 的空間迴歸模型。SLM 模型可檢測鄰近效應

的效果，結果顯著，可視為空間延遲效應的證據。SL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424，性別比以上比例也轉

為具統計顯著性。 

9. 民國 100 年學齡人口比例與社會經濟因素的 OLS 分析 

表 16 顯示民國 100 年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結果。R-Squared 為 0.770，表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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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可解釋因變量中大約 77.0%的變化。該模型表達了大約 77%的民國 100 年學齡人口比例，顯示這十

七個因素和學齡人口比例的關係。 

表 16 民國 100 年學齡人口比例的迴歸分析 

12.7627 *** 8.83789 *** 10.5855 ***
遷入比例 0.302406 *** 0.248563 *** 0.271282 ***
遷出比例 0.0359945 *** 0.0249686 *** 0.0319327 ***
社會增加率 -0.0206337 *** -0.0182851 *** -0.0156576 ***
性別比 -0.0181094 *** -0.021123 *** -0.0291515 ***
戶量 2.92747 *** 2.3699 *** 3.22664 ***
扶養比 0.219823 *** 0.19359 *** 0.204073 ***
出生率 0.154669 *** 0.134478 *** 0.142461 ***
死亡率 -0.188879 *** -0.159275 *** -0.148297 ***

原住民比例 0.00669192 * 0.00635374 * 0.0150268 ***
山地原住民比例 0.0119408 *** 0.0104974 ** 0.00503874
已婚人口比例 -0.385269 *** -0.312562 *** -0.333873 ***

結婚率 -0.067388 *** -0.0612462 *** -0.0313349 ***
離婚率 0.0749305 *** 0.0660887 *** 0.0586148 ***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0.360645 *** -0.333345 *** -0.232943 ***
綜合所得中位數 0.0146673 *** 0.012703 *** 0.0132635 ***
工業區距離 0.00002084 *** 0.00002007 *** 0.00002447 ***
人口密度 -0.00000535 *** -0.00000374 * 0.00000452 *

0.284393 ***
0.560082 ***

39.834 ***
1509.45 ***
947.462 ***
96.452 ***

1568.568 ***
717.558 ***

2751.434 ***
-15431.8 -14990.3 -14735.432
30899.7 30018.6 29506.9
31024.7 30150.7 29631.9

0.77 0.798 0.821
7690 7690 7690

Robust LM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Robust LM (error)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OLS SEM

Moran's I (error)
F-statistic

SLM

空間誤差

解釋變數
常數項

社會增加

人口結構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族群文化

婚姻層面

樣本數

Koenker-Bassett Statistic
Log likelihood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R-squared

 
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OLS 符合預期的變數有十項，出生率、遷入比例、戶量、扶養比、原住民比例、山地原住民比例、

綜合所得中位數及工業區距離與學齡人口比例呈正相關，死亡率及碩士學歷以上比例與學齡人口比例

呈負相關。不符合預期的變數有七項，遷出比例及離婚率與學齡人口比例呈正相關，社會增加率、性

別比、已婚人口比例、結婚率及人口密度與學齡人口呈負相關。 

由於 OLS 迴歸的誤差有空間自相關的現象，又因 Lagrange Multiplier (lag)、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和 Robust LM (lag)、Robust LM (error) 皆有統計顯著性，故本研究測試兩種空間迴歸模型，SLM

模型可檢測鄰近效應的效果，結果顯著，證明有空間延遲效應。SL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798。同時，

SEM 模型的空間變數也同樣顯著，顯示 OLS 迴歸的殘差有空間自相關（如表 17 顯示），有可能是某

個隱藏的變數造成，這個變數還沒納入模型中。SEM 的 R 平方增加為 0.821，山地原住民比例轉為不

具統計顯著性。 



30 

 

表 17 民國 100 年學齡人口比例空間自相關顯著性報表 

DIAGNOSTICS FOR SPATIAL DEPENDENCE 

TEST MI/DF VALUE PROB 

Moran’s I (error) 0.2803 39.8342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lag) 1 947.4618 0.00000 

Robust LM (lag) 1 96.4515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error) 1 1568.5684 0.00000 

Robust LM (error) 1 717.5580 0.00000 

Lagrange Multiplier (SARMA) 2 1665.0199 0.00000 

10.民國 100 年與 105 年 SLM 分析之綜合比較 

綜合民國 100 年與民國 105 年之出生率、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等兩個應變數與十八個社會

經濟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其 OLS 模型皆需進一步探討 SLM 模型，且鄰近效應皆顯著存在，故本研

究以 SLM 模型進行兩個年度應變數的比較。 

表 18 為民國 100 年與民國 105 年之出生率、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等兩個應變數與十八個社

會經濟變數的 SLM 模式比較表。從比較發現，兩年度出生率的 SLM 比較，達統計顯著性的因子由民

國 100 年的 14 個至民國 105 年的 11 個，R-Squared 值減少 1.3%；兩年度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

的 SLM 比較，達統計顯著性的因子由民國 100 年的 17 個至民國 105 年的 14 個，R-Squared 增加 4.2%。 

表 18 民國 100 年和 105 年出生率與學齡人口比例的 SLM 分析比較表 
出生率 出生率 0-14歲比例 0-14歲比例

(民國100年) (民國105年) (民國100年) (民國105年)
 -*** - +*** +***

遷入比例  +*** - +*** +
遷出比例 - +* +*** +
社會增加率 -*** +*** -*** +***
性別比 -** -* -*** -*
戶量 +*** +*** +*** +***
扶養比 -*** -** +*** +***
出生率 +*** +***
死亡率 +** -*** -*** -***

原住民比例 +*** + +* -***
山地原住民比例 +*** +*** +** +***
已婚人口比例 +*** -* -*** -***
結婚率 +*** +*** -*** -
離婚率 -*** + +*** +***

教育層面 碩士以上比例 -*** -* -*** -***
綜合所得中位數 +*** +*** +*** +***
工業區距離 + + +*** +***
人口密度 -*** - -* -***

+*** +*** +*** +***
34962.9 36129.3 3..18.6 27734.6
35088 36254.4 30150.7 27866.6
0.424 0.411 0.798 0.84R-squared

經濟發展

鄰近效應
Akaike info criterion

Schwarz criterion

解釋變數

婚姻層面

常數項

社會增加

人口結構

族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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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0.05 的顯著水準；**0.01 的顯著水準；***0.001 的顯著水準 

兩個年度的比較下，以 SLM 模式分析社會經濟因子對出生率和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其

R-Squared 解釋力僅有微幅變動，因子的統計顯著性也各有更動，皆達顯著水準的變數有十個：社會

增加率、性別比、戶量、扶養比、出生率、死亡率、山地原住民比例、已婚人口比例、碩士學歷以上

比例和綜合所得中位數。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民國 99 年至 105 年的臺灣各村里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資料，探究七年間臺灣國民教育

階段學齡人口的變動情形與影響因素。研究發現以臺灣全島而言，出生人口總數持續減少，少子化的

情況仍愈來愈嚴重。而以臺灣都市與鄉村的分布來看，透過學齡人口的熱區圖，可知在學齡人口分布

上，臺灣有嚴重的城鄉差異現象，學齡人口皆主要集中於都市地區：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

縣市、舊臺中市、舊臺南市、舊高雄市，除受竹科影響之新竹縣市外，皆集中於臺灣六個直轄市。進

一步細究單齡人口，臺南、高雄地區的學齡人口集中情形有降低的狀況。 

研究發現各縣市鄉鎮市大多有部分村里的學齡人口增加，而部分村里的學齡人口減少的情形。本

研究推論造成此現象的可能原因為明星學校學區的影響。學齡前遷移多的原因為國小學區的選擇，學

齡人口入學後，遷移量就減少。此外，各地移出狀況較平均，但想移入的地區有集中特定區域的情形，

也符合少數明星學區選擇的推論。 

1 至 7 歲的人口遷移情形相比之下，8 至 14 歲的人口變遷聚集現象較低。可知學齡人口的遷移，

以國小入學前的遷移量較多，可能與家長選擇學區位置相關，學齡人口入學後，其遷移的狀況大幅減

少，顯示學齡人口的遷移與其國民教育階段入學之學區有密切相關的情形。 

本研究最後從空間分析的角度探究社會經濟因素與傳播擴散效應對五個少子化相關應變數的影

響，分別比較出生率、零歲人口比例、十四歲人口比例、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和國中與國小人

口變遷比例的迴歸分析。 

社會經濟因子和空間的鄰近效應都同時影響臺灣的少子化相關變數，以五個模式中，解釋力最高

的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和較有代表性的出生率之迴歸分析來看，出生率及學齡人口比例與戶

量，山地原住民比例呈正相關，出生率及學齡人口比例與碩士學歷以上比例、人口密度呈負相關，此

四個社會經濟變數與研究假設相符；但出生率及學齡人口比例與社會增加率、綜合所得中位數呈正相

關，出生率及學齡人口比例與死亡率、已婚人口比例呈負相關，此四個社會經濟變數與研究假設之都

市地區出生率較低的情況不同，但符合本研究自出生率和學齡人口比例之熱區圖中發現出生率和學齡

人口比例集中於臺灣的都市地區之趨勢。此外，在五個模式中，鄰近效應的影響也皆顯著，代表周圍

出生率、學齡人口比例愈高的地區，自己的出生率、學齡人口比例也愈高，證實傳播擴散理論對出生

率、學齡人口比例也具有解釋力。 

而進一步以民國105年臺灣山地原住民比例低於百分之50的村里之學齡人口比例與社會經濟因素

的 OLS 分析，發現扣除山地原住民比例高的村里影響後，人口密度愈高，學齡人口的比例就愈高。 

綜合民國 100 年與民國 105 年之出生率、國民教育階段學齡人口比例等兩個應變數與十八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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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變數的迴歸分析，發現 R-Squared 解釋力僅有微幅變動，皆達顯著水準的變數有十個：社會增加

率、性別比、戶量、扶養比、出生率、死亡率、山地原住民比例、已婚人口比例、碩士學歷以上比例

和綜合所得中位數。 

本研究推測在少子化的情形下，臺灣出生率和學齡人口分布情形正在轉變，雖鄉村地區仍有許多

傳統上高生育率的情形，但在少子化的趨勢下，高出生率和學齡人口集中於資源較豐富的都市地區，

也已成為一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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