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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講的是有關臺灣家庭的形式變遷、目前狀態和未來

對人口的影響。最後，再介紹一個重要的意涵：當前人口現象

對臺灣家庭及社會的未來發展，還有我們與其他地區之間的關

係。臺灣的家庭是一個題材非常豐富的研究領域，今天將深入

探討臺灣家庭的回顧與前瞻。 

首先來看，瞭解一般民眾對家庭的想像，從歷史中華人社

會家庭的狀態以及研究家庭的資料中探討，能夠認清當前臺灣

家庭的圖像與未來臺灣家庭的樣貌，從而推測人口發展態勢和

臺灣社會與家庭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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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灣社會與大眾傳播媒體對於家庭的想像 

一般民眾對家庭的想像為大家庭是理想居住安排的方式，

年長者跟子女之間有一種孝道的回饋、回報。在臺灣華人社會

裡，嚴父慈母是傳統的理念，父母親要對子女呵護到成年結婚；

結婚生子是人生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機轉——從此便步入大人；

從結婚起，又開始如圖的循環模式。 

但是我們從大眾媒體來看對家庭的想像，八點檔戲劇的內

容天天都是媳婦欺負婆婆、婆婆虐待媳婦，家裡面就是「一支

火柴棒」(臺)，搞得家庭中烏煙瘴氣。如果你每天晚上看這種

八點檔連續劇，你敢生小孩嗎？你敢組織家庭嗎？大眾媒體對

家庭的憧憬不是非常的正面想法，影響民眾對於家庭的想像。 

而在現實生活中，家庭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家庭有很多

不同的定義：家庭成員之間互相資源分享，擔負決策，有共同

的價值跟目標和長久的承諾。我們可以看見家庭是彼此基於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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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法律、習慣、親密關係和經濟上的依賴，共同住在一起的

團體，這是西方社會學對家庭定義的研究；同樣的我們也看到

華人家庭的有分家、繼承與雙親奉養等的狀況。在中國家庭還

有一種特殊的家庭制度，同時也是我們臺灣非常重要的一個習

俗「吃伙頭」：輪住的生活方式。即兒子成家以後，父母親把

財產分配給兒子，然後父母在兒子之間輪流居住的生活方式。

中研院在做家庭社會變遷研究的時候，我們把「吃伙頭」也當

成一種家庭中成員之間的關係和家庭組成的一種型態，但是我

們也知道這種「吃伙頭」常常造成問題。臺灣到目前為止還是

有「吃伙頭」這種習俗，比方一對父母生了四個子女，他們到

每個子女家輪流住三個月，三個月期滿的最後一天，就是負完

責任。媳婦第二天就會把你的行李拿到樓下去，等下一個人來

接，如果下一個人沒有來接的話，父母親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貳、 研究家庭的資料與方法 

一、 生命歷程的觀點 

 

我們要理解家庭或者研究家庭，必須要有素材與材料，譬

如我們從理論的觀點，來看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另外，也

可以從社會的角度來看家庭。以下我要用人口學的資料來探

討，臺灣與華人社會家庭的形式和發展。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的觀點叫做「生命歷程的觀點」，什麼是「生命歷程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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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以個人的發展和成長為縱軸，以年齡為橫軸，形

成一個直角的關係。從這裡發展出一條生命發展的軌跡，軌跡

裡面有一些斷點，這些斷點即為出生、入學、畢業、進入就業

市場、婚姻、退休，透過生命發展歷程的軌跡，就是我所說的

受教育、工作、結婚、家庭生活和退休生活，然後一直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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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生命發展歷程跟生命軌跡，幾乎是我們每一個人必須要經

歷的歷程。在這歷程裡面，個人生命發展歷程，可能受到多重

的限制和影響，譬如當時的歷史發展脈絡、個人年齡和外在歷

史事件的順序等。又如，在你受教育的階段，剛好遇上教改，

可能就對你的一生產生長遠的影響。 

在生命發展軌跡中，人跟人之間彼此有社會關係，譬如婚

姻關係、家庭關係；而一個行動者的計畫、行為與生命歷程的

發展有很重要的因果關係。若我們用生命歷程的觀點來看，2008

年的金融海嘯裡，很多的家庭因為父母親失業，沒有辦法在就

業市場工作，使得無法對家中的小孩做有效管教，造成影響小

孩長遠發展的結果。由此可見，時間、行動者和社會的變遷，

在生命歷程中發展的脈絡及結果。 

 

二、 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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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家庭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人口普查的問

項。我國在 2020 年要開始做一個選擇性樣本的人口普查，過去

人口普查是全民的，每一個人都問。當問完戶長後，便問戶中

成員與戶長的關係，包括戶長、配偶、父母、養父母和婚姻狀

況，這是臺灣研究家庭非常重要的資料庫。 

從美國人口普查表格，可知美國社會對於家庭的關心。在

表格裡，非常清楚的列出丈夫或妻子、親生的子女、養子女、

繼子女；但在臺灣，我們都把它變成同一個分類。我們常說華

人社會重視社會家庭，可是在西方社會裡，反而更重視家庭成

員之間關係的釐清，進而從中延伸、計算，在美國社會裡面有

多少華人、多少亞裔、多少非裔……，有多少同性戀者居住在

一起等等。他們對這些問題非常的清楚，對家庭跟個人之間的

關係有非常多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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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歷史上研究臺灣家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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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資料是歷史上研究臺灣家庭的發展和形式，非常重要

的資料寶庫。我在中研院負責臺灣日治時期戶籍資料的數位化

工作，這個資料有什麼樣的重要性呢？這是日治時期的戶籍資

料簿，如果你們家從 1905 年就在臺灣的話，你可以到戶政事務

所，查詢你們家在 1905 年的戶籍資料簿，它已經電腦化可以直

接印出。這份資料裡面，有戶籍資料、成員和其事由，並說明

此人是如何成為家庭成員，比如出生、收養或是因為婚姻的關

係而進入這個家。另外，還有戶主、母親與家中成員的資料。 

在臺灣日治時期，戶籍資料非常的重要，因為它是一個不

斷更新的資料。家裡面發生任何事情，三十天之內必須要到警

察局報告，例如出生、死亡、婚姻、收養等。如果有犯罪紀錄

者，必須每十天到警察局去報告行蹤，所以這份資料是研究臺

灣家庭歷史非常重要的資料。它有家庭成員種族、殘疾、纏足、

犯罪的紀錄，包含是否吸食鴉片、接種天花疫苗都在裡面，非

常的詳盡。加上這是在警察局裡面，不是在戶政事務所，所以

絕對沒有人敢謊報。這份資料庫數位化後，便可研究當時臺灣

家庭的狀態。 

目前這份戶籍資料庫內容有超過二十二個研究區、一百個

村落、二十七萬筆的個人資料，從北部一直到南部，甚至蘭嶼。

而其中蘭嶼的資料尤其重要，因為蘭嶼在日治時期，是一個不

准開發的地區。日本人把這裡當作人類學的田野研究，不准任

何西方的物質文明進入，保持原始聚落的樣貌，讓日本的人類

學者在這裡從事研究。我們把蘭嶼五十年的人口資料輸入後，

日治時期有很多有趣的問題，都可以經由戶籍資料來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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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華人社會的家庭與關係 

一、 中國人家族制度的結構特徵 

 

中國人的家族制度有一個結構特徵，就是「家庭」是中國

社會中牢不可破的生活單位。家族的關係是父系傳承，家庭成

員資格，還有成員跟父系關係網絡的連結，這在華人社會裡扮

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西方的社會中發展的社會組織，視為社

會的重要依據，比如同業公會、商業公會和許多的專業工會；

但是在華人社會裡沒有這樣的發展，因為我們完全是以家庭為

中心的社會組織單位。家庭組織單位把整個社會連結在一起，

靠著親疏遠近的關係維持。可見，在華人社會中是有關係而無

組織，而西方社會是無關係，完全以組織的成員來進行社會發

展與社會運作。 

 

二、 同心圓波紋的社會結構：差序格局 

 

人類學者費孝通，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華人社會學者，也是

最早的社會學家。他提出華人社會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差序

格局」，即是以家庭倫理規範華人社會中人與人互動交往對應

的法則。如同一顆石頭丟進湖裡，它的波心往外延伸，就是以

家庭為單位，而後是一表三千里的親疏關係。華人一直在拉關

係，你是我的表弟、表妹、或者往外延伸變成同鄉會，最後變

成彼此之間的認識。同心圓的波紋結構，是依親屬關係的遠近

往外推，形成社會網絡的架構。華人社會中群體關係的界線，

在人際關係及社會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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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國歷史上的家庭型態 

 

中國歷史上家庭的型態到底是什麼樣子？這是我們非常想

要了解的問題。在歷史上理想性的大家庭，是不是真實存在於

傳統社會中？事實上，當時的社會一般人平均壽命非常短，並

無法形成大家庭。而庶民的家庭生活如何？我們用歷史人口資

料，做一個數學模擬，然後用家譜的資料來探究古代華人社會

的家庭型態為何？ 

 

（一）與家中長輩同住的時間 

 

這是澳洲國際大學 ZHONGWEI ZHAO 教授，他用家譜跟

數學做的模擬資料。可見，中國歷史中祖譜記載與數學模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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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長輩同住的時間，有多少人能與父母同住？多少人能與曾

祖父母同住？這模擬顯示，歷史上只有百分之四十二的人可以

跟祖父母同住。 

 

（二）男性已婚人口婚姻生命經驗 

 

從祖譜資料來看，歷史上結婚無子的人「數學模擬」為百

分之十七，「家譜紀載」為百分之十六。有兒子但父早歿的人，

「數學模擬」為百分之三十八；有兒而且可以與父母同住的人，

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十的機率，這是一個機率的模型。 

 

（三）與兒子同住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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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人口組成核心家庭與兒子同住機會的百分比，數學模

擬顯示歷史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男性能夠成立家庭；祖譜比

較高，百分之六十三左右，為什麼？因為祖譜它就是一個紀錄。

「數學模擬」中，與兒子同住的人有百分之三十七，與孫子同

住的只有百分之十四。 

從歷史資料來看，以我們的壽命和這麼小的成家機率，要

成立一個大家庭，在華人社會中是否有可能？這是一個非常具

爭議的題目。 

 

伍、 日治時期臺灣婚姻與家庭結構變遷 

以日治時期臺灣家庭婚姻結構和變遷資料來看，華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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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婚姻。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其婚姻型態非常有意思。當

時有三種婚姻型態：一種是傳統婚姻，稱之為「大婚」；一種

是「童養媳」婚姻，是「新娘從夫居」，女孩從小甚至出生的

時候就被送到人家家裡，跟這個家庭共同成長。最後一種就是

「入贅」的婚姻，是「新郎從妻居」，把這新郎視為家庭一員。

但是我們也知道，這是背離中國傳統親屬制度的一種婚姻型

態。為什麼有招贅婚？一是把女婿當成兒子招到家裡面，另一

原因是勞力，這種招贅婚並不是為了婚姻或者延續子嗣。它的

目的是因為家中的勞動成員不足，以勞力當聘禮把人招贅到家

裡的入贅婚姻。 

我們從 GIS 圖來看，可見北部地區小婚，也就是所謂的童

養媳婚，約百分之三十左右，所以童養媳婚在北部扮演一個非

常重要角色。在中部，則是以招贅婚為主。雖然如此，大婚還



臺灣的家庭：回顧與前瞻．楊文山．101 

 

是主要的型態。這三種婚姻型態，在 1905 年到 1945 年之間，

普遍於存在臺灣。 

 

一、 童養媳婚 

 

傳統的童養媳是窮人為兒子找到妻子的一種手段，如果你

要確定兒子將來能夠結婚，延續家族命脈，就為他找一個童養

媳，但這個原因並不適於解釋中國南方跟臺灣的童養媳婚文化。 

以出生在臺北市三個社會階層的男性為例，可見不管是高

階、中階、低階都有童養媳婚，尤其中階，但這並不是代表經

濟能力不夠，或是為了保證兒子能夠娶到一位女子。從士林地

區收入越高的家庭童養媳婚反而越高來看，並不是因為貧窮而

形成這種婚姻狀態。西方學者在研究臺灣童養媳婚的時候，就

有點困惑，因此問了幾個有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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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受到父系父權體系的影響，婦女被迫放棄自己的女

兒？ 

2. 是否因為跟祖父母同居，丈夫決定要放棄自己的女兒？  

3. 因為母親自己曾是被收養，由於劣勢團體的代間循環而造

成這樣的結果？ 

從祖父母的存活與收養孫女被領養的機率來看，祖父母是

否存在與孫女被領養的機率幾乎是一樣。因此，祖父母的權威

的體系並不會影響到孫女被領養的機率。  

另外，從土地的稅收，也就是財富的關係來看，女兒送出

領養、土地稅收和財富之間並沒有因果的關係脈絡。而從母親

是否自己被領養的統計來看，在統計上也沒有顯著的差異。所

以，西方學者就問「為什麼在臺灣的社會中，童養媳婚在日治

時期是一個很主要的家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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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臺灣婦女的家庭治理策略 

 

西方的學者與部分臺灣學者認為，這是臺灣婦女「家庭治

理」的策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臺灣婦女認為，養兒

子的媳婦比較好，這樣她就不會在兒子面前講你的壞話。這顯

示婆媳關係很緊張，婆婆緊張的不是兒子不聽話，而是媳婦在

兒子的耳邊一直講自己的壞話；因此自然會產生養兒子的媳婦

總比娶媳婦好的想法，因為你把她養大，她會聽你的話。我們

在做田野的時候，問這些婆婆為什麼要收養童養媳，「知道媳

婦的性格，知道如何與媳婦相處」是她們的回答。有西方學者

從更深入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認為「不能讓媳婦把自己的兒

子偷走，這就是為什麼要童養媳」。  

另一原因是兒子永遠只聽媳婦的話，如果你跟媳婦關係

好，兒子也會永遠聽你的話；還有女兒嫁出去是別人家的，兒

子娶了媳婦是自家的。童養媳反映了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去

媳婦的性吸引力」——婆婆不要媳婦有性的吸引力，讓兒子被

媳婦迷住，所以就去媳婦的性吸引力。我們知道有些婆婆只有

一個兒子，晚上還會來幫他們蓋被子，其實就是為了要去媳婦

的性吸引力。讓媳婦和兒子之間是平靜如水的關係，所以把媳

婦與兒子的關係手足化，童養媳婚從小跟自己未來的先生一起

長大，變成一種兄妹的關係，他們之間性關係比較少，媳婦便

會對自己忠誠。而去媳婦的吸引力，他們生育的機會就比較小，

婚姻關係的不穩定性也比較大，常常就會以離婚或逃家收場。 

西方的人類學者認為，「母親跟嬰兒之間在七十二小時之

內會建立一個關係脈絡」。在非洲部落的研究發現，嬰兒出生

後，母親會觀察七十二個小時，確認小孩能夠存活，才會投入

資源把這小孩子養大；若在七十二小時之內，她覺得沒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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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的話，就會放棄這個小孩。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臺灣為母親與嬰兒之間已經建立

母性之間的連結。因為這些童養媳被送出去的時候可能是一週

或兩週大，「這些母親忍心把自己的骨肉送給別人嗎？」這是

一個有趣的問題。以 GIS 來做這個問題發現，童養媳被送出去

的地方不是很遠，母親能夠運用監視、觀察、知道自己小孩的

福祉如何，並不是沒有扮演任何角色。  

 

三、 大家庭制度其實不多見 

 

關於日治時期家庭的傳承與分類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

是陳寬政、賴澤涵所寫的《我國家庭制度的變遷——家庭形式

的歷史與人口探討》（1979）。這篇文章提到「臺灣有大家庭、

折衷家庭和小家庭」，但是以數學模擬和研究家譜來看，可見

歷代平均人口數中，能夠成婚的機率並不大。從這些資料來看，

在 16、17 世紀的中國，一個男生能夠成婚且能與自己的子女住

在一起，並不是那麼多。在這份研究裡，不管從文獻考察或實

際訪查說明對於大家庭制度其實是個錯誤的認知。以家族、父

系的傳承與家庭脈絡來看，大家庭是華人社會中的理想而不是

現實的生活狀態。 

從我國歷代以來的家庭人口數來看，自西元前 100 年到

1800 年，家庭的成員數其實只有差不多五個人左右。尤其到了

11、12 世紀小冰河期時期，因為氣候的變化，導致糧食生產不

足，人類沒有辦法存活，這時候的家庭就只有兩、三個成員，

這是人類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但是到了 13 世紀，便很快

復原。現在因為氣候變遷，也邁入所謂小冰河期的狀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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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們曾經過一個小冰河期，跟我們現在所經歷的小冰河期，

其實是一樣的狀態。 

根據陳寬政與賴澤涵兩位老師，在臺灣鄉土誌的考察，從

早期日據光復初期到現在，「除了少數地主家庭外，與中國大

陸情況一樣，歷史上臺灣並沒有大家庭的存在。」從研究所產

生的結論及限制，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篇文章裡有一個很重要的

脈絡：大家庭或者共同居住的生活方式，在華人社會中並不是

常態。研究顯示，在華人社會中，小家庭才是居住的常態，這

與西方的研究是一模一樣的。 

西方社會認為 15 世紀後開始產生浪漫的關係，因為工業

革命，開始成立小家庭。西方研究也認為，歷史上西方很早就

是小家庭型態，而不是華人的大家庭、彼此共同居住和共同謀

生的生活型態，研究結論為小家庭與折衷家庭是一般平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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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型態。從歷史上的資料來看，臺灣也符合日治時期的研究。

但是有一個爭議點，因為經濟條件和高死亡因素的限制，核心

家庭、主幹家庭，可能是一個比較普遍的家庭型態，只有少數

社會階級較高及富有家庭才能發展成聯合家庭。這是西方學者

Freedman 與華人學者 Zhao，分別在 1966 年、1994 年所提出的

重要觀點，這個觀點也呼應了陳寬政與賴澤涵那篇文章的理

念。這裡面有兩個概念：一個是富人循環，核心家庭→主幹家

庭→聯合家庭→核心家庭；另一個是窮人循環，核心家庭→主

幹家庭→核心家庭。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人類學者 Cohen 研究美濃地區的家

庭，認為聯合家庭從未出現在漢人社會，就算有也只存在於富

有家庭是不完全正確的見解。因為從數據來看，核心家庭雖佔

的戶數比例最多，但是人數卻是最少；而聯合家庭的戶數雖然

沒有核心家庭多，但所佔的人數比較多，所以 Cohen 認為在臺

灣南部的美濃村落，聯合家庭是相當普遍的家庭模式。而史丹

佛大學的 Wolf 在北部海山地區所做的研究也發現，同住、彼此

分享家庭中資源的聯合家庭，是常見的家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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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我用戶籍資料以馬可夫鍊的數學模型做家庭結構

發展。以經濟狀況來看，核心家庭、主幹家庭、聯合家庭和其

他家庭的形式，從低經濟狀況、中經濟狀況和高經濟狀況所形

成的家庭形式，看臺灣北部的竹北家庭結構。研究發現，除了

核心家庭，其他兩類家庭的結構沒有很大的差異；經濟情況低、

經濟情況中、經濟情況高的家戶，有很多機會從核心家庭改變

成為聯合家庭。然而研究發現，富裕的家庭、經濟地位比較高

的這些人，他們反而比較容易成為核心家庭。為什麼？一個可

能的原因：在日治時期也就是 1920 年後，環境、經濟的條件開

始慢慢的改善，平均的餘命增高，這時候聯合家庭或者主幹家

庭型態被大家採取。經濟地位比較高的人，則因為財產分配的

關係沒有辦法同心，因而各自成為核心家庭；反之，很多窮人

家庭本來是核心家庭，但是兄弟一心慢慢擴展，反而變成聯合

或主幹家庭的家庭。因此，從歷史資料而言，組成理想的聯合

家庭，是非常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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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崇一先生的《西河村原居民的調查》是最早期的臺灣社

會學研究。這本書滿有名的，因為這是臺灣第一個調查，它調

查的是八里一帶的田野研究。從 1905 年到 1975 年西湖村的狀

態，可見人口在生活環境呈現改變的時候，它的居住模型的確

有改變。從 1920 年到 1970 年慢慢到現在為止，顯示家庭組成

的形式，在存活條件改變與死亡率降低的時候，逐漸邁向理想

家庭，這是過去臺灣家庭的發展。  

 

陸、 近期臺灣家庭發展趨勢 

一、 單人戶成為社會主流 

 

這是 1977 年依據臺灣當時家庭型態所做的生育調查。當經

濟改善的時候，折衷家庭和共同居住模式，佔了社會中很大的

部分，小家庭只佔 35.7%，這是我們理想的形式。如果子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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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得多，父母只能跟一個子女同住，小家庭便會擴張成主流。

從 1976 年到 2004 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改變，此一世代（如單

身、夫婦或者單親家庭，夫婦家庭無子女的、單身無子女）的

家戶有大幅度的擴張。從家庭的組成形式來看，家戶規模縮小，

少子女化是主因；單人戶、夫婦的家戶、單親的家戶、祖孫的

家戶比重上升，造成了現在的家庭結構型態。  

從單人戶的結構來看，1976 年到 2004 年的男性單人戶沒

有太大的改變，但是女性單人戶幾乎增加了一倍左右。未婚的

女性變成社會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另外因為人口老化的因

素，老年喪偶變成女性單身家戶，也成為社會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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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臺灣家戶型態的主要因素 

 

未婚率的上揚是影響臺灣家戶型態的主要因素，尤其是二

十五到四十四歲未婚率大幅度的增長。從學歷增長來看，女性

扮演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生育子女數的減少與下降，也是

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以出生的世代來看，1937 年出生的世

代，他們可能有 4.2 個子女，但是到了 1953 年到 1957 年出生的

人，他們只有 2.44 個子女。 

結婚和離婚之間的關係中，外籍配偶的增加在臺灣扮演非

常重要的角色。在 2010 年時，長住臺灣的外籍配偶有二十八萬

六千人，2010 年以後外籍配偶的數目一直往下降，到今年外籍

配偶有五十五萬人，但長住於臺灣的大概只有三十二萬人左

右。外籍配偶的家戶大概佔百分之十二左右，可見外籍配偶的

增加在家戶型態的改變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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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影響家戶形成與家庭關係的重要因素，就是離婚

率。2016 年臺灣的離婚率排名全球第四，只略遜於美國、中國

大陸、瑞典，是離婚率非常高的國家。為什麼離婚會影響到家

庭關係？因為臺灣有越來越多的女性不認為離婚必須等到小孩

長大，尤其是年輕世代的女性。相對韓國跟日本都比我們保守，

他們認為離婚必須要等到孩子長大以後的比例較高，並認為離

婚是夫妻處理婚姻不好的方式。但臺灣女性認為這是一個好的

處理方式，所以連帶影響臺灣的家戶型態與結構。  

從累積離婚率計算，臺灣大概百分之三十的人，都會經歷

一次以上的婚姻。美國是百分之五十左右、一半的人會經歷一

次以上婚姻，所以臺灣的婚姻影響社會結構是滿嚴重的。但是

不同教育程度累積的離婚率又不同，通常大學、研究所的離婚

率是比較低的。研究資料結果顯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反而

越覺得婚姻的穩定性比較重要；反之，高中以下的累計離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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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快要到達百分之四十。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女性所受的教

育越高，所擁有的資源越多，越會珍惜帶進婚姻的資源，對方

也會比較願意持守這個婚姻。可見，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累計離

婚率反而越低。 

從統計上來看離婚，女性的平均離婚年齡在 1980 年、2004

年分別是三十五歲與三十四歲，未來可能越來越低。第一次婚

姻到離婚大概是七年，離婚率最高風險的婚齡是十到十四年，

但在結婚第一、第二年最多離婚，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社

會學研究發現，第一個小孩出世的時候是婚姻最不穩定的時

候；結婚五年後大概百分之十九的夫婦會離婚，十年後再有百

分之十四的夫婦會離婚，二十五年後又有百分之七的離婚。二

十五年後的老夫老妻為什麼還離婚？美國最近一項研究發現，

銀髮夫妻離婚是美國社會非常重要的主流之一。 

比較臺灣、日本、韓國的離婚率，可以看到臺灣、韓國的

離婚率本來都是往上升的，後來韓國反而往下降，日本也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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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反而臺灣是往上的，這造成了單親家庭的成長趨勢。從 2000

年到 2010 年，單親家庭增加了五成左右，單親家庭是因為未婚

與離婚所造成的結果。無子女、單身、單親家庭的急增，讓單

身戶變成臺灣社會家庭型態重要的趨勢跟主流。 

此外，結婚年齡越來越晚，所以臺灣的「老爸」越來越多。

另外，生育的主流是在三十到三十四歲，但生育率最強的女性，

結婚的只有三成。未婚人口比率中，四十歲男性仍有百分之十

八、女性百分之十四。可見，臺灣家庭越來越晚結婚，生育率

非常的低，成為超低生育率的國家。  

 

三、 臺灣的人口老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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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總體的數據來看人口發展與臺灣家庭的趨勢，可見家庭

型態的改變和其因素。在世界上，臺灣是一個少子化的國家，

少子化的國家就是少子、高齡和國家競爭力將來都可能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中央研究院董安琪老師在 SCIENCE《科學》雜誌上發表文

章提到，人口與國運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未來的人口將大幅度

減少，2060 年的臺灣只剩下一千七百萬人，最嚴重的問題是老

年人口大幅度增加，勞力人口下降。而人口年齡的分布，最高

峰是二十八到三十五歲，2035 年移到五十至五十六歲，2060 年

是六十四歲。那時捷運的「老人座」應該是「青年座」，因為

青年要養我們，老人要給他座位。我們老人太多了，每三個人

中就有一位是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所以將來應該讓年輕人

坐。因為他們要負擔很高的稅賦來養老人，這是一個非常非常

嚴重的問題。 

很多人也許認為，臺灣腹地這麼小，人少不是很好嗎？但

是現在不是講人多人少的問題，而是人口結構的問題。如果我

們都是老人，不上班也沒辦法做事，人口就有問題。2035 年的

臺灣很少人能夠在就業市場工作，那時七十五歲退休將是必要

的結果。現在韓國的退休年齡是七十一歲，臺灣平均退休年齡

在年改以前是五十四歲。不需要十年，會慢慢變成七十五歲，

老人得要能養活自己，這是一個重要的趨勢。  

 

四、 人口＝（國家）運勢 

 

Auguste Comte 是一位很重要的社會學創始人，他認為人口

就等於國運。 Will Durant 是另一位很有名的學者，其著作《文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6%98%8E%E7%9A%84%E6%95%85%E4%BA%8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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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故事》共十一卷，認為生育率可以決定國家的命運。西元

前 59 年羅馬帝國奧斯丁大帝開始鼓勵生育計劃，奬賞子女成群

的羅馬人。因為上層社會不願意生育，怕影響自己豪奢的生活

方式，所以來自日耳曼北部、希臘和東閃地區的人口填補了羅

馬的人口結構。羅馬要招募兵源、工人就必須從外地蠻族引進，

他們削弱了羅馬帝國對於外來侵略的抵抗。  

美國白人也有低生育率的問題。同時西班牙裔人口崛起，

他們從 1960 年的九十萬人，到了 2012 年西班牙裔的美國人已

經增長到了五千萬人，因為這樣的成長趨勢影響到 2012 年歐巴

馬當選美國總統。 

 

五、 臺灣超低生育率 

 

超低生育率會影響一個國家的未來形象。以後的公園裡，

最常見的畫面將會是阿公、阿嬤帶小孩，後面站著外勞帶阿公、

阿嬤。因為爸爸媽媽可能都西進或南進不在臺灣，但我們自己

卻沒有警覺臺灣的超低生育率。 

2009 年《時代》雜誌問了臺灣一個問題：為什麼臺灣的生

育率這麼低？那時候我們全國還對這生育率沒有什麼感覺。但

是新生兒驟減，婦產科醫師因為法醫的待遇比較高，成了驗屍

員；少子化衝擊校園，教授變行李員－一個老師要有十個學生

註冊，才能夠繼續他的教職，為此教授需要去車站接學生確保

學生完成註冊。可見，少子化的問題日益嚴重。 

少子化導致 GDP 成長率日益減少。1950 年代，每個媽媽生

了七個小孩，而到了 2010 年才 0.89 個。估計臺灣未來成立家

庭卻沒有生育，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女性，這是未來的發展狀態。 

世界各國最低生育率發生的年代與 2016 年比較，可見法國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6%87%E6%98%8E%E7%9A%84%E6%95%85%E4%BA%8B&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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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低生育率 1.85 的時候，開始生育率的計劃。英國從來沒有

低於 1.8；丹麥在 1.4 的時候開始生育計劃，現在回復到 1.7 左

右。臺灣最低的時候是 0.89，現在是 1.17，所以臺灣與世界其

他國家比較，生育率還是非常的低，這也影響到臺灣未來發展。

女性的生育率有一個魔術的數字，一位女性若沒有生到 1.3 個

小孩，一個世代的人口就會減少百分之四十，兩個世代會減少

百分之六十。如果臺灣生育率持續下降，人口老化、家庭組成

和勞動力的供給，都會發生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臺灣人不生小孩？第一是子女教育消費的增加，研

究發現少子化越來越嚴重，下一代的教育費用越來越高。第二

是六十五歲以上人口增加，老人的醫療費用增加，變成影響家

庭成員消費的重要原因。同樣的資料估計，臺灣 2003 年家庭對

小孩子的支出，有百分之六十三都花在教育的費用上，是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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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高的；相對在瑞典只有百分之三。因為教育費用太沉重，

佔家庭支出很大的比重，所以大家寧願生的少或不生小孩。  

第三是女性生育所造成的損失。以臺灣 2006 年的家庭收支

調查來計算，在臺北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女性，因為生產離職

一年會損失八十八萬。可見，教育程度越高，生產所造成的損

失越大；女性因為生育而離職，對家庭環境，尤其是經濟的影

響極大。最後是物價上揚，薪資卻不漲，也對結婚生育帶來負

面的影響。家庭支出越來越高，但是派遣工作或者沒有年資計

算的工作，到達一個頂點後就沒有辦法再增加。因此，臺灣未

來會產生低生育率的惡性循環，越來越多的年輕世代不願意生

育，陷入一個低生育的陷阱，這將是未來非常嚴重的問題。  

 

六、 臺灣地區大學入學人口數 

 

臺灣經發會的計算比較樂觀的認為，十八歲大學人口在

2036 年才會低於二十萬人，但是我做了一個計算，發覺不是這

一回事。大學人數的推估呈大幅度的下降，若以高推計及中推

計的人口來計算，臺灣未來發展的趨勢會怎麼樣呢？2014 年大

專院校可吸納人數是 278,510 人，證明 1994 年後高等教育的擴

張人數。2018 年時，因為虎年、龍年效應使人數增加，大家鬆

了一口氣，但龍年效應後人口數馬上大幅度的下降。我的計算

到了 2029 年時，讀大學的人口只有十五萬人，很多的大專院校

將會產生嚴重的招生危機。國發會樂觀的認為，若從現在開始

吸納外地的學生，可達到五萬多人，把它算在大學人口裡，將

維持在二十萬人，便沒有那麼嚴重。因此，將到 2036 年的時候

才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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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超低生育率與家庭發展 

 

影響家庭超低生育率的因素：晚婚、遲育和與前期世代的

比較，年輕世代生育越來越晚、越來越少的趨勢。而最重要影

響婚姻家庭的因素，有偶婦女的比例大幅下降，這是一個非常

嚴重的問題。現在的科技生育還是要仰賴女性，女性的人數下

降，將導致未來人口數負成長。 

其實，臺灣的女性並沒有不想生小孩，尤其大專以上的人。

他們想要生兩個以上的小孩，比高中職、國中以下都要來得多，

但是教育程度在大學與研究所以上育齡女性，他們的生育數和

理想子女數是有差距存在。 

我做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由圖可見臺灣婦女生育率組

成。臺灣的女性大概在婚後八個月生產的人有多少？如果是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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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八個月生育的女性，他們是有什麼原因？可能大家也猜得出

來，就是婚前懷孕。在 1998 年、2004 年，大概五到六成的女

性婚前懷孕，即婚後八個月生產，這是臺灣一個非常有趣的現

象。這樣不是不錯嗎？但研究後發現，第一胎生男孩便不再繼

續生的，2006 年超過百分之六十一。2010 年開始鼓勵計劃生

育，情況雖有減低，但是生了一胎以後不願意再生育的人，比

例超過百分之五十，而且第一胎是男孩比第一胎是女孩還更不

想再生。 

我們做了一個田野研究，問這些女性為什麼不生？他們的

回答如下：因為「多重照顧的負擔」，以及「丈夫缺席」，先

生很少或根本沒有花任何心力協助照顧小孩。  

研究發現，其實大部份的人還是希望生兩個小孩，這是理

想的生育狀態。但是大家只生一個，如同剛剛所說：養育成本

太高、教育、照顧資源有限和女性想要繼續工作等原因，影響

了家庭組成與未來家庭的發展。 

西方學者和我們的研究結果，都得到相同的結論：生育補

助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成功過。如何

協助實踐女性的親職，才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如果沒

有協助女性實踐親職，她根本就不可能願意生育，所以生育補

助對生育率影響不大。支持托育、兒童照顧政策和解放雙重負

擔的家庭照顧政策，才是真正需要的。  

 

柒、 臺灣未來人口與家庭的趨勢 

一、 人口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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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未來人口的中位數，臺灣的老化程度與其他國家相

較，臺灣更為嚴重，未來人口平均年齡將比日本還高。2065 年

臺灣人口平均年齡接近六十歲，日本才五十三歲，所以臺灣比

日本還老。而臺灣與韓國是兄弟之邦，韓國的情況和我們一樣。

反觀美國才四十三歲，所以未來美國還是會成為很強的國家。

美國將因為其工作人口平均年齡為四十三歲而更強盛，但中國

將因為它的人口老化與臺灣、韓國及其他國家一樣而更衰弱。  

 

二、 生育率低 

 

臺灣與日本一樣，每四個女性之中有一個人終身無子。她

會結婚但可能不會生育，這是未來發展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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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家庭型態 

 

從臺灣家戶分佈圖，可見未來家戶發展的趨勢。將來單人

家戶、夫婦二人的家戶和單親家戶，變成社會的主流。但核心

家庭的家庭形式：夫婦與子女同住，將從 2011 年的百分之四十

降到 2030 年的百分之二十九點一。 

紐約大學的學者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認

為，獨居是未來發展的趨勢。全球的獨居人口不斷的往上揚升，

美國、北歐國家都有很高的獨居者。日本有百分之三十的家庭

獨居，這也是未來臺灣的發展趨勢和脈絡，大概百分之三十是

未婚的獨居，或者老年喪偶獨居。中國、印度、巴西等經濟快

速發展的國家，為獨居家庭增加最快的國家。為什麼？因為國

家的經濟和社會福利發展提供了獨居條件，另外就是個人主義

的興盛，個體的崇拜認為我比「團體」更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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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家庭的重要功能 

一、 家庭的公共性與私有面向 

 

家庭的公共性是一種外在效應，它可以產生公共財。公共

財是什麼？家庭能夠生產子女，小孩對社會未來發展非常重

要。因為我們的老人年金、養老給付都是靠未來這些世代來支

付。但是也可能會有搭便車的問題－即使不生育也可以享受社

會福利。 

家庭還有私有的面向，它提供情緒上的支持和彼此之間的

關愛，是一種長久維繫的親密關係。現在的社會也許不重視家

庭，但是從家庭社會學者的角度來看，現在的人反而更重視家

庭。為什麼？因為我們所有的社會生活都被組織所取代。小孩

子開始就讀幼稚園、學校，然後進入工作，幾乎所有的社會功

能都被組織所取代，唯一還沒有被取代的就是家庭功能所提供

的親密關係，只有在家庭能夠找到親密關係、呵護和溫暖。一

個不好的家庭會促進離婚率的增加，但從家庭社會學來看，離

婚率的上升可能不是家庭不重要，而是為了要尋求一個真正親

密情緒上的支持，反而顯示出家庭更為重要。  

家庭不能簡單的被定義，因為它需要呵護嬰兒、照顧老人，

照顧生病與衰殘的人；它還有經濟與財務、關愛與情緒上的支

持，安全的保護。可見，家庭在公共面與私有面兩者之間扮演

重要的角色，讓社會能夠延續。 

 

二、 有關家庭變遷人口學的研究預言 

 

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曾說：過去一萬年之間人類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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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一成不變，一直到了兩千年時才開始真正大幅度成長。二

十世紀農業革命開始，接著是 PC 的產生，再有發現基因、基

因定位的產生，使用核能。1954 年發展 DNA，全世界科技開始

大爆發。另外，Google 也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年是

Google 的二十週年紀念，二十年來 Google 還有網際網路，對人

類社會發展有很大的影響，這影響已經變成一條不能回頭的路。 

 

（一）人類壽命增長 

 

臺灣的女性在 1906 年平均餘命是二十九年，到 2017 年女

性平均存活是八十三歲，大概增加了二點七倍。壽命的增長，

其實就是二十世紀發展的結果。一位紐約猶太婦人因基因定位

的發現，讓她的壽命大幅度增加。由於醫學科技的發展，科學

家預估，兩千年以後出生的嬰兒，將會活到一百二十到兩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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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庭過程來看，1980 年平均是二十三歲結婚，二十五歲

開始生育，七十二點一九歲死亡。到 1999 年平均是二十五點九

三歲結婚，二十七歲生育、七十三歲死亡，兩者改變不大。但

在 2017 年時，女性結婚生育年齡是三十二歲，研究估計約八十

八歲死亡。而千禧年出生的人，預估三十四歲結婚，自身死亡

時間是一百二十歲，跟伴侶相處的時間是七十八年。因為兩個

人一起生活幾乎八十年的時間，所以選擇伴侶時要特別的留意。 

從家庭生命歷程觀點來看，現在的家庭組織型態是人類壽

命約五十歲的所發展出來的型態。但若活到一百二十歲，家庭

組成型態是不是和現在一樣？這是要留給大家思考的問題。  

 

（二）性別比率與家庭、社會發展 

 

另外，我們來討論性別比例與家庭、社會的發展關係。性

別比率是每一百位中男性、女性有多少？性別比率為什麼重要

呢？因為性別比率會影響到家庭與社會的發展。社會學者做出

很多研究，說明歷史上當遷徙或殺嬰造成女性較少時，女性在

兩性互動中比較有權利。因為女性少容易找到其他對象，而男

性要爭取女性的青睞，使得女性在互動中比較有權利。但隨著

時間的遷徙，男性會組織起來保護其權益，從文化、社會規範

的改變與形塑社會結構、法律，讓女性要從一而終，不能夠跟

別人有親密關係。另外，女性的角色也只能是妻子和母親，不

鼓勵離婚，將女性放在家庭的裡，不從事權利和權威的工作。

男性控制法律與風俗習慣，制定對男性有利的法律並創設文化

風俗習慣，於是父權文化影響了社會文化、社會結構，變成華

人社會家庭中更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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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女性無法立即改變權利的結構。男性的優越感已經

成為習慣，男性就是飯來張口、茶來伸手，但經過時間的改變，

使貞潔或處女情結逐漸消失，女性也會組織起來，增加自己權

利的結構。 

從歷史上的兩個例子來看，男女比率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１.雅典的社會 

 

雅典社會女性比較少，她們被當作財產，雖然被男性所珍

愛，但是女性是男性的私人財產，所以受到很大的限制。女性

開始有初潮時便與老的男性結婚，因為老的男性有錢有權。而

婚外情在雅典的社會中會受到嚴重的處罰，值得尊敬的女性不

會隨便穿著，在法律上也不容易離婚。雅典雖然是一個民主社

會，但女性沒有權力且受教育程度低，男性不願意女性受教育。

雅典是一個比較保守的社會，但在社會中妓女卻很普遍。  

 

２.斯巴達的社會 

 

斯巴達因為戰爭和殺嬰習俗，女性比較多。斯巴達社會的

女性有較大的權力，負責管理財產、有政治權力且受到比較好

的教育和法律的保障。與雅典女性比較，斯巴達女性沒有那麼

順從，敢說敢做並表現出其智慧，女性跟男性是一樣的。在斯

巴達社會中，文化上對女性比較沒有規範跟限制，所以女性衣

著較為暴露，也沒有處女情節與貞節的觀念。  

依照性別比較理論的觀點，女性少的時候，女性會受到男

性有禮的對待，但也會被當成珍貴的財產，女性必須要嚴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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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規範。但女性多的時候，女性有較多的權力，結構上也比較

平等；不依賴於一人的親密關係；女性能昂首闊步，但可能被

當成性的玩物或對象。 

 

三、 性別失衡 

 

圖為臺灣從兩千年開始未來剩男累積的數量。2025 年時，

臺灣適婚年齡的男性會比女性多四十五萬，很多男性未來找不

到太太。人口學預言，將來家庭會改變。第一，臺灣有很多的

剩男；第二，南進到越南、馬來西亞去找，但這些國家也有男

性多於女性的問題。臺灣也可以到大陸去找，但大陸適婚年齡

男性比女性多了三千五百萬人，所以未來性別失衡與每一個人

都有很大的關係。 

有兩本美國人寫的書：一本是 Bare Branches 光棍，作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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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院的研究員；另一本是 Science 雜誌的作者之一所著，

書名是 UNNATURAL SELECTION。這兩本書談華人社會與東亞

社會中，性別失衡的問題。 

如果男孩子不結婚會發生什麼事情？會有同性戀、色情產

業、單身小社區、革命、一夫多妻、社會流氓增加和愛滋病大

量流行。美國人很清楚中國大陸有很大的危險，因為性別失衡

造成的革命，中國大陸現在必須要向外釋放多餘的人力，尤其

是單身的人力。「一帶一路」的大戰略就是發展經濟，另一個

重要目的，即解決國內性別失衡的問題。十五世紀發現新大陸，

也是為了解決歐洲社會中性別失衡所產生的問題。不管是武

力、移民，都必須向外擴張才能解決國家性別失衡的問題。  

西方社會對中國大陸經濟開放，寄望中國大陸變得越來越

民主。但 Bare Branches 這本書提到，性別失衡對中國社會的

影響，讓未來的中國在政治上的控制，甚至對外侵略或對外擴

張將越來越保守。因為，它必須要找到一個出口，這是個很嚴

重的問題。因此，在中國大陸投資或生活的人都必須要瞭解。

它是越來越趨向保守的社會，而不是更開放的社會，因為內部

壓力對社會產生的影響會越來越累積。一直到 2035 年，中國大

陸的性別失衡問題才能夠解決，所以還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才

能消弭這個社會問題。 

雖然說西方社會仍然認為對大陸經濟開放，中國應該會變

得更民主。但若是將性別失衡的因素加進來，中國不但不會更

民主，反而在法律、政治制度面和對外關係上會更加保守，所

以臺灣處在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中國大陸有三千五百萬適婚

年齡的人找不到結婚對象，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有二千五百萬

人。因此，臺灣海峽與東南亞都有可能產生很大規模的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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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性別失衡所造成的結果 Sex and the society 是一位美國學者

所做的研究。內容提到美國社會的性別失衡對其社會政治的影

響：「歐巴馬的勝出跟國家性別失衡有很密切的關係」。從社

會與家庭發展來看，臺灣大概有四十五萬到五十萬的男生找不

到適合的對象，東南亞與其他地方也有同樣的困難。這對臺灣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對中國大陸的壓力更大。這些問題對未來

家庭發展和男女之間的關係，都有非常嚴重的影響。  

 

玖、 結語 

今天很高興能和大家一起來探討家庭形式的發展，對我們

產生的結果。最後提出兩點：一是在座很多人可以活到一百二

十歲。進入婚姻的時，你要想想看，生命歷程的延長將帶來家

庭生活什麼樣的影響，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議題。另外一個：因

為性別的失衡對婚姻市場上所造成的壓力，對每一個人可能會

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最後，謝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