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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戶政 
科    目：人口政策與人口統計 
 

一、進行戶籍人口統計作業時，月底或是年終人口數係為現有戶籍人口，編報統計表時應使用平

衡公式計算。何謂「平衡公式」？如何應用？我國在 2020 年初進入人口負成長，請以「平衡

公式」解釋之。(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人口推計法當中的平衡公式法,少考但是重要,基本題 

【擬答】： 
平衡公式法: 
公式：Pt＝PO＋B－D＋I－O 
其中 
Pt＝ t 年人口數 
PO＝普查人口數 
B＝普查時至 t 年期間的出生數 
D＝普查時至 t 年期間的死亡數 
I＝普查時至 t 年期間的遷入人口數 
O＝普查時至 t 年期間的遷出人口數 
平衡公式適用在只考慮出生、死亡、遷入、遷出對於人口成長的影響,而不考慮其它的因素,如:
經濟,語言,文化,性別等的影響。 
我國在 2020 年初進入人口負成長,以平衡公式來看,即出生人數小於死亡人數或遷入人數小於

遷出人數。由於少子化的現象,所以出生人數變少應該是造成人口負成長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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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口推估為一國研訂社會經濟計畫及施政決策不可缺少之基本參考資料，請說明我國目前辦

理人口推估的方案及其方法。(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人口推估是近年來常考的題型,同學只要背熟內容應可拿高分 
【擬答】： 

我國人口推估主要採用國際間慣用之年輪組成法（Cohort-Component Method），推估流程以

2019 年年底男、女性單一年齡戶籍人口數做為基期，加入出生、死亡及國際淨遷徙（包含本

國人及外國人之戶籍遷入/出）等假設，將每個人的年齡逐年遞增，推估出未來男、女性單一

年齡人口數。對於出生、死亡及社會增加（主要為國際遷徙人口）之重要假設。由於出生假

設是影響未來人口數及年齡結構變化最關鍵之要素，且先進工業國家總生育率趨勢多已從最

低點回升，因此，本報告將總生育率（平均每一婦女一生中所生育之子女數）設定高、中、

低 3 種假設分別代表回升、微升及持續下降 3 種趨勢，而死亡及國際遷徙則僅設定單一假

設。 
未來出生、死亡及國際戶籍遷移推估之假設，主要係根據我國相關指標之變動趨勢，考慮政

府推動之政策措施，並參考其他國家及地區相關指標之變動經驗，進行統計模型和分析而設

定。由於推估期間達 50 年，為避免因推估期間長而使各項假設變動幅度過大，因此本報告大

部分以 2045 年為界，相關假設設定於 2045 年後維持固定值。(資料來源:行政院國家發展委

員會) 

三、我國人口發展面臨的困境挑戰為何？請闡述現行人口政策因應這些挑戰的基本理念和內涵。

(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103) 
【擬答】： 
面臨的困境挑戰 
在高齡化方面，我國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於 82 年即超過 7％，開始邁入「高齡化

社會」，隨著少子化現象與平均壽命不斷延長，未來高齡化速度將更為明顯。由於少子化

及高齡化，工作年齡人口將逐年減少，未來勞動力的運用亦將是重要的議題。在移民方

面，因跨國婚姻而移入人口增加，及因工作跨國移動人口亦日增，對我國人口產生多面向

的影響。 
基本理念和內涵 
倡導適齡婚育，尊重生命價值，維繫家庭功能，維持合理人口結構。 
倡導適齡婚育，改善擇偶環境，增加結婚機會。 
強化婚姻教育，協助打造幸福婚姻，促進家庭與社區功能，降低離婚率與家庭危機。 
提升生育率，緩和人口高齡化速度，調整人口結構，有助於社會永續發展。 
推動兒童及少年照顧與保護責任，營造健全生養環境。 
強化國民生育保健與營養均衡、國民體能與身心健康、文化建設與教育，以提升人口素

質。 
提升生育保健服務，預防遺傳性與傳染性疾病，並加強身心障礙者之服務，以促進國

民健康及家庭幸福。 
倡導全民健康之生活型態，鼓勵運動，改善營養，健全體質；加強心理衛生輔導機

制，促進國民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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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健康導向之衛生及醫療體系，善用醫療保健資源，落實健康平等，提升醫療保健

服務品質，完善全民健康保險，延長國民健康餘命。 
加強文化建設及品德教育，提升國民文化水準。 
因應少子化與全球化挑戰，適時推動教育革新，以提升國民素質。 
提升就業能力，打造合宜勞動環境與條件，有效提高勞動參與，並保障勞動者就業安全

與權益。 
尊重及肯定多元勞動型態，強化勞資協商平臺，使不同類型勞動者有充分發展機會。 
保障勞動者平等機會，打造人性化工作環境，建構職場與就業安全，增進勞動權益與

尊嚴。 
發展友善職場與家庭關係，兼顧家庭與工作之平衡發展。 
加強教育與就業多元接軌，縮短學用落差，引導青年適時就業，提高青年勞動參與。 
開發及運用中高齡及高齡者勞動力，並鼓勵「青銀共創」，促進世代融合與經驗傳

承，以充分運用人力資源。 
營造友善職場，研議漸進式及適齡退休制度，使中高齡在職延長。 

 

建立完整社會安全網，提供兒童、少年、婦女、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及其他

弱勢者之完善社會福利。 
提供平價、質優、多元、近便之托育、托老環境。 
健全收養、出養制度及非婚生育支援體系。 
建構完整之兒童教育與照顧服務體系。 
強化高齡者預防保健知能與服務，提升高齡者生活調適能力，保障高齡者尊嚴自主與

身心健康。 
健全年金制度，確保年金制度財務穩健，並建構多元經濟安全支持體系，保障高齡者

經濟安全與維持國家永續發展動能。 
建構多元連續社會支持體系，健全長期照顧服務制度，強化家庭照顧能量，維護照顧

者與受顧者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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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高齡者社會參與，鼓勵高齡者投入志願服務，增加高齡者終身學習，強化世代融

合，活躍老年生活。 
打造友善高齡者生活環境，增加高齡者數位機會，關注高齡者與高齡女性獨特需求，

全面提升高齡者福祉。 
積極推動銀髮產業，充分運用先進科技，開發多元、優質、適齡之商品及服務，以滿

足高齡化社會之需求。 
促進身心障礙者福利，創造無障礙就學就業及就養環境，使其享有尊嚴生活及發展機

會。 
強化原住民族及其他弱勢者就業能力，創造就業機會，改善 生活環境。 
落實性別平等意識，建構具性別觀點的人口政策。 
建構性別平等環境，防止嬰兒性別比例失衡。 
強化家庭支持體系，降低婦女照顧負擔，增進女性就業能力。 
形塑尊重及保障婦女人身安全環境。 
尊重多元教育之內容與環境，推廣性別平等意識，建立性別相互尊重之社會。 
推動性別主流化工作，提升婦女地位與權益，建立性別平等共治、共享、共贏的永續

社會。 
保障各族群基本人權，建構多元文化社會。 
尊重各族群之語言、文化，營造合理教育及工作環境。 
保障各族群平等發展機會，促進族群和諧。 
推動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落實生活、生態、生產之平衡，並實施國土規劃，促進人口

合理分布。 
連結人口分布與國土規劃，促進區域均衡發展。 
建立區域合作機制，以提高各生活圈居民之機會與生活品質。 
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強調自然資源世代永續利用之原則，並建立健康、安

全、舒適之生活環境。 
精進移民政策，保障移入人口基本權，營造友善外來人口之環境，並加強與海外國人及

僑民鏈結，開創多元開放的新社會。 
因應人口結構變遷，配合國內經濟、教育、科技及文化等之發展，積極規劃延攬多元

專業人才。 
協助移入人口社會參與，倡導多元文化，開發新優質人力資源。 
營造友善移入人口及其家庭之環境，平等對待並保障其權益。 
強化海外國人及僑民之支持體系，加強與國內鏈結，鼓勵其返國發展，充實人力資

源，並可擴展我國海外人才網絡。 

.四、何謂「替換水準」(replacement level) ？根據以下統計數據，計算和說明臺灣何時進入替換水

準？出現超低生產率的時期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生命統計當中有很多常考名詞及生育率的計算公式,要背熟 
【擬答】： 

替換水準(Replacement Level) 
即每一對父母所生育之子女數，均能活到遞補上一代之人數。亦即每年每一婦女所生子女

數，恰好遞補上一代之人數。可利用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來判斷何時進入替換水準,其中育齡婦

女總生育率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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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齡婦女總生育率（
00

0 ）(Total Fertility Rate):指一個假設世代的育齡婦女按照目前的年齡別

生育水準，在無死亡的情況之下，渡過其生育年齡期間以後，一生所生育的嬰兒數或生育

率。 
單一年齡時：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各育齡婦女單一年齡別生育率的總和。 
歲年齡組時：育齡婦女總生育率=各育齡婦女年齡組別生育率的總和乘以 5 之積。 

由表可得知: 
1950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6030 00

0  
1960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5750 00

0  
1970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4000 00

0  
1975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2765 00

0  
1980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2515 00

0  
1984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2055 00

0  
1985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1880 00

0  
1990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1810 00

0  
2000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1680 00

0  
2005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1115 00

0  
2010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895 00

0  
2015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1175 00

0  
2020 年育齡婦女總生育率為 990 00

0  
由以上數據可知臺灣約在 1984 到 1985 年之間進入替換水準,而超低生育率則出現在 201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