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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利用國民移轉帳的創新方法, 估算臺灣在 1985、 1995、 2005 年
年齡別人均消費型態, 並聚焦於文獻中較少討論的幼齡人口。 文中發現, 0–19
歲之幼齡者實質人均消費愈來愈高, 增幅超過其他年齡組, 增加最多的是私
部門的教育支出, 而財源主要來自家庭內的移轉。 這些結果不但開啟了許多
新的研究可能, 也含有豐富的政策涵義。 從國際經驗來看, 日本孩童平均消費
的提高可能促使育齡人口生育率降低, 而歐洲各高齡化國家之銀髮族因醫療
費用高昂, 其平均消費與總體消費都超過其他年齡組。 臺灣現正面對少子化
與高齡化的雙重趨勢, 未來的勞動人口將減少, 總體成長可能變慢, 但老人福
利政策正研議提高。 未來社會資源應如何分配於各年齡組, 值得深思與進一
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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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動機
本文旨在利用國民移轉帳 (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 簡稱 NTA) 的創新
方法來探討臺灣的消費水準與結構之變化, 特別著重幼齡人口的部分, 以補充
現有文獻之不足。 臺灣在 2010 年總生育率已不足 0.9, 不但是歷史新低, 也可
能是全球最低。 在此時刻, 探討幼齡人口之消費有重要的經濟意義。 首先, 若
視孩童平均消費為孩童 「素質」 以及未來人力資本的指標, 則幼齡者消費的增
加對總體經濟發展可能有正面影響; 但是當養育成本提高, 育齡人口的生育
率可能降低 (Ogawa et al., 2009), 使未來勞動力數量不足, 進而影響經濟成
長, 並加劇不同年齡層對有限的社會資源之競爭。 若政府追隨先進國家的腳
步, 強化對銀髮族的長期照護政策, 則在社會加速高齡化的同時, 孩童或青壯
年分配到的資源將受到排擠, 從而對人力資源的培育及未來的經濟發展有不
利的影響。
要深入探討這些攸關臺灣的長期發展及社會公平之重要課題, 首先必須
回答的是: 幼齡、 青壯年和高齡人口之間的消費分配與比例如何? 幼齡人口的
平均消費變化趨勢如何? 消費結構中與人力資本有關的項目 (如: 教育、 醫療)
是否充足? 各年齡組的消費由哪些管道、 哪些人來支應? 人口結構的變遷對以
上各現象有何影響? 公共政策應如何規畫? 這些基本問題都與年齡結構有關,
但在既存文獻中似乎都沒有解答。 此現象可能與研究資料及方法的限制有關,
也即是本文嘗試著力的方向。
相關的研究有兩支, 其中有關消費的文獻可說是汗牛充棟 (如: 生命週期
消費假說), 但實證分析大多著重於對 20–70 歲之間的家庭戶長作分析, 孩童
消費往往只是迴歸式裡的一個虛擬變數。 另外一支文獻以孩童為主要研究對
象 (如: Deaton and Muellbauer, 1986), 但多半在衡量父母養育子女的成本,
不是幼齡人口本身的消費, 也沒有回答不同年齡組之間資源分配的問題。
針對現有研究的不足, 國民移轉帳方法 (NTA) 提供了一個利器來填補
其間落差。 NTA 方法的特點是利用家戶的個體資料來估算個別成員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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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再計算 0–90 歲各年齡組的人均消費。 這一套新資料開啟了許多新的研
究可能性, 特別是關於幼齡、 中齡、 高齡人口消費的分配型態以及各年齡組間
資源的移轉等。 本研究根據這個新方法, 利用 1985、 1995、 2005 三個年度的
家庭收支調查資料, 分年估算臺灣幼齡人口的消費。
本文各章節安排如下: 首節簡述研究動機, 第二節回顧相關文獻, 第三節
簡介 NTA 架構下計算消費的方法, 第四節報告估算結果, 第五節討論幼齡人
口消費的內容與財源, 並把臺灣的結果與國際經驗作簡單比較, 第六節提出結
論。

2. 相關文獻
2.1 消費理論
雖然消費並不能與效用和福利劃上等號 (例如: 高額的醫療消費可能表示健
康不佳, 而不代表個人享有很高的效用), 但消費確實是後兩者的重要決定因
素。 在諸多消費理論中, 最具影響力的可說是生命週期假說 (Modigliani and
Brumberg, 1954)。 在這個假說下, 理性的消費者依效用極大化的原則, 根據
一生全部的收入來安排生命各階段的消費 (與儲蓄)。 因此, 生命週期各階段
的消費應當是相當平穩的。 在幼齡和高齡時期, 收入不足以應付消費, 必須靠
舉債或以過去的儲蓄來支應; 在青壯年期, 收入大於個人消費, 餘裕的部分除
了作儲蓄, 並可透過各種直接 (如: 家庭內移轉) 與間接 (如: 對政府繳稅) 的
移轉來支應其他年齡層的不足。
但是, 實證上觀察到的消費型態之年齡分佈往往不是水平線, 而呈現駝
峰狀 (hump shaped)。 學者對此提出許多新假說 (如: 流動性限制、 預防性
儲蓄動機、 短視、 遺產動機、 休閒選擇, 見 Deaton, 1992), 或加入一些新解釋
變數 (如: 家庭人口特性、 年群效果、 商品異質性 — 耐久財與非耐久財, 或
工作相關商品與非相關商品, 見 Attanasio, 1999)。 這些新解釋和新變數對某
些議題, 如: 退休 — 消費難題 (retirement puzzle, 見 Hamermesh, 1984;
Battistin et al., 2009), 提出了部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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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有文獻大都是針對 「家庭」 消費作研究, 而且以 20–70 歲的 「戶
長」 為主要對象, 並沒有具體估算出 「個人」 消費, 且對幼齡和高齡人口消費的
理解也明顯不足。 這些缺失有兩個可能的理由, 首先, 在各國的家庭收支統計
中, 消費額多是以家戶為單位來登錄, 缺少個人別的資料; 其次, 有些消費本身
具有規模經濟或公共財性質, 在概念上不容易分計到個人。 因此, 以老人為對
象的研究屈指可數 (如: Borsch-Supan, 1992), 針對孩童的研究同樣也不多,
且通常僅關注父母的育兒成本, 而不是幼齡者本身的消費 (見 Tung, 2011)。
2.2 幼齡人口的消費、 成本、 價格和價值
本研究的重心是 0–19 歲孩童之 「消費」 (consumption of a child), 指幼齡者
實際享有的消費。 與此觀念相類似者另有孩童的價格、 價值與成本, 四者各有
不同的適用領域 (Bradbury, 2004)。 其中, 孩童的 「價格」 (price of a child),
指為達到一定的孩童 「品質」 所應付出的資源, 對生育率的決定有直接的影
響。 至於孩童的 「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則決定於全體公民的
價值觀, 進而將影響公共政策的制訂。
一般文獻中較常使用的是孩童 「成本」 (cost of a child) 的概念, 衡量的
是 (父母) 因養育孩童所支付的額外成本。 Ogawa et al. (2009) 和劉錦龍與
許菁君 (2003) 分別對日本和臺灣的相關研究作了文獻回顧, 這些研究設計
了一些福利指標來衡量不同人口結構的家庭之成本, 然後藉用 Engel 等方法,
對特定財貨的支出 (如: 食物, 或菸酒等成人商品) 或全體消費體系進行分析
(Deaton and Muellbauer, 1986), 以測量不同年齡組的孩童之 「等成人規模」
(equivalence scale)。 各方法的估計結果雖然不同, 但孩童的等成人規模都小
於1, 換言之, 孩童的平均成本低於成人。1
孩童的成本與本文所討論的孩童消費有很多重疊處 (如: 學費), 但前者
是從父母 (而非孩童) 的角度來計算, 常忽略掉一些具有全家共用性的項目
Engel 方法發現小孩愈大愈貴, Rothbarth 方法剛好相反, Rays 方法則發現小孩的成本隨年齡
先增後減 (見 Lee et al., 200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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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房租), 且沒有考慮政府或社會對孩童提供的資源, 有低估孩童消費的傾
向。 本文特針對幼齡人口之消費, 計算其金額、 內容、 財源與變化。

3. 國民移轉帳方法簡介
國民移轉帳方法的要義, 一言以蔽之, 是把國民所得帳加上一個年齡的向度來
呈現, 除臺灣屬前鋒研究團隊外, 目前已有二十餘國開始採用。 關於此方法的
概念、 方法與應用, 詳見 Lee and Mason (2011) 及 www. ntaccounts.org 計
畫網頁, 本節簡述 NTA 方法對消費的估算方式。
3.1 國民移轉帳系統的特色
NTA 方法有幾個主要特點。 第一, 此方法以個人為計算單位。 一般而言, 經濟
學的基本分析單位, 經常是個人在生命週期中的福利; 但最常見的經濟資料,
則是國民所得帳的總體資料 (如: GDP), 兩者之間的差距需要調和。 NTA 方
法從個體資料 (以家庭收支調查為主) 出發, 先估算個人的消費及所得, 然後
計算全社會各年齡組每人平均消費, 並以人口統計和國民所得帳的總體資料
作宏觀調整。
第二, 估算的結果是從 0 歲到 90 歲的完整生命週期。 同一年份中各年齡
層在同樣的計算基礎下產生, 可以相互比較。 當資料年份足夠長, 尚可進一步
估算各年群 (cohort) 生命週期的消費及其變化。
第三, 除了私部門的消費外, NTA 方法同時也計算公部門的消費, 以求
完整。 所謂公部門消費包括公共財 (public good, 如: 國防) 和殊價財 (merit
good, 如: 教育和醫療)。2 這兩種消費和私部門的消費之間, 既可能有代替性,
也可能有互補性 (Ni, 1995; Fiorito and Kollintzas, 2004), 應同時考慮。 以
醫療服務為例, 1995 年全民健保開辦, 總體醫療消費增為 1994 年的 1.19 倍,
但私部門醫療支出則降為 0.57 倍, 故若只討論其中一項, 將難免失之偏頗。
2

殊價財指雖由公部門提供, 但私部門也可以提供的財貨與勞務 (Musgrave,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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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NTA 方法特別重視教育與健康的消費。 原因是這兩個項目的年齡
分配型態與其他消費差異較大 — 教育的消費者主要是兒童與青少年, 醫療
支出則以嬰兒和高齡者最高, 而其他消費項目 (如: 食物) 的年齡分佈相對
較為平均。 更深一層來看, 教育與健康都是決定人力資本的主要因素, 影響當
前和未來的個人福利和總體經濟發展, 具有重要的政策含意 (Schultz, 1962;
Grossman, 1972; Becker, 2007)。
第五, NTA 方法除了可計算消費支出, 也可在同一架構下估算支應消費
的各種財源, 如: 勞動所得、 資產所得、 移轉支付等, 並可進一步計算代間資源
流動的情形。 以孩童為例, 其勞動所得通常非常低, 消費大多要靠家庭內移轉
(如: 父母提供) 或政府移轉 (如: 公部門教育消費或社會福利) 支應, NTA 方
法可以具體估算各種管道的金額。
此外, 此法的計算結果具有國際比較性 (Tung, 2011), 使我們可以從更
寬廣的角度檢視臺灣的發展, 並預測未來的變化。 以上這些優點使得 NTA 方
法具有極高的應用價值。
然而 NTA 方法也有其侷限之處。 由於所需資料規模龐大, 且未必完整
可得, 因此必須作許多嚴格的基本假設, 例如: 家庭內消費的外部性和經濟規
模都假設不存在, 公部門消費的外部性未予考慮, 性別差異及時間成本假設為
零, 家戶財產的所有者、 家庭間移轉的收入或支出者一律假設為戶長等; 此外,
各國的資料品質不一。 這些限制雖非 NTA 方法所獨有, 但可能影響估計結
果, 在詮釋時必須留意。3
簡言之, NTA 方法在概念上和資料處理上尚有未臻理想處, 但估計結果
可以提供許多嶄新而具體的資訊, 增進我們對年齡別之人均消費金額、 型態
與財源, 以及各年齡層間資源流動情形之了解, 對經濟理論和政策都有相當
的意義。
3.2 消費的估算
在 NTA 架構中, 公部門消費與私部門消費各分三大項: 教育、 醫療和其他
以孩童的教育成本為例, 雖包括課本和安親班等費用, 但未計算家人陪作功課的時間成本, 因
此會低估總教育消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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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衣、 住、 行等)。 其中, 私部門消費指家庭單位及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
利機構的最終消費支出,4 公部門指政府及社會保險單位的支出。 各消費歸諸
於直接享有財貨或服務者。 若支出者與消費者非同一人 (如: 學費為孩童的消
費, 但由父母支付), 則實際支付費用的行為相應登錄為家庭內移轉 (如: 由父
母移轉到子女) 或其他類的公部門或私部門移轉。
年齡別的人均總消費 C(a) 為各項私部門人均消費與公部門人均消費之
和:
C(a) ≡ CFE(a) + CFH(a) + CFX(a) + CGE(a) + CGH(a) + CGX(a).
在上式中, CFE(a)、 CFH(a)、 CFX(a) 各代表 a 歲者的人均私部門教育、 醫
療與其他消費, CGE(a)、 CGH(a)、 CGX(a) 則代表各歲者的人均公部門教
育、 醫療與其他消費。 各年度分別進行估計, 但為簡化計, 式中不加年份之標
記。 以下說明各變數的意義及估算方法。
在私部門消費中, 教育消費 CFE 包括學費、 書本、 才藝或學業補習費、 家
教等相關費用。 家庭收支調查中有各家戶 (下標 j ) 的教育消費 CFEj , 也登
錄了各戶內哪些成員的從業身份為 「學生」, 但未細分誰消費了多少。 為估算
個人的教育消費, 我們按第 j 戶內各 a 歲的總學生人數 Ej (a), 把全戶的教育
消費以 OLS 迴歸方式分配到個人 (下標 i)。 這裡我們做了幾個特別的處理。
首先, 各年度家庭收支調查對 「學生」 的定義及登錄標準不同, 故資料中 6 歲
與 7 歲學生數的波動非常大,5 迴歸式中把這兩個歲數的 「學生」 Ej (a) 和 「非
學生」 NEj (a) 都納入考量 (兩者之和即為該戶 6 歲或 7 歲的總人數 Nj (a),
a = 6, 7), 但各有不同的係數。 其次, 家庭收支調查中的 「學生」 未包括托兒
所與幼稚園生, 但家戶教育消費則含有幼托兒所相關費用, 所以迴歸式中考慮
了各戶 3–5 歲的全部人口 Nj (a), a = 3, 4, 5。 另外, 因為 30–90 歲間有許
國民所得帳中, 對家庭服務之民間非營利機構之最終消費極低 (以 2005 年為例, 僅佔家庭消
費的 1.65%), 且無詳細資料, 故 NTA 方法以家庭收支資料來代表全體私部門。
5 在定義方面, 1985 年從業身份為學生者需年滿 6 歲, 1995 年需年滿 7 歲, 2005 年除需滿 7 歲,
且不列計小一新生。 然實際登錄時, 1995 年和 2005 年仍有 6 歲的 「學生」, 且佔各年該年齡總人口
的比例差異很大, 各為 68.76% 與 4.02% (7 歲的 「學生」 各佔 99.42% 與 64.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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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歲數的學生數為零,6 為避免迴歸結果出現異常, 式中假設滿 30 歲的學生
之迴歸係數均相同。 最後, 估計時不放常數項, 完全分配給戶中成員。 估計式
如下:
∑

CFEj =

∑

β(a)Ej (a)

a=6−29,30+

a=3−5

+

∑

α(a)Nj (a) +

γ (a)NEj (a) + εj ,

(1)

a=6,7

其中 εj 為殘差項, 令 εj ∼ N(0, σ 2 )。 如此求出的各迴歸係數可用來將家
戶教育消費分配到戶內各成員。 第 j 戶內第 i 成員 (設為 x 歲) 的教育消費
CFEij 估算方式如下:
δi (x) = α(3 ≤ x ≤ 5) + β(x ≥ 6) + γ (x = 6, 7),
∑
∑
α(a)Nj (a) +
β(a)Ej (a)
ϕj =
a=6−29,30+

a=3−5

+

∑

γ (a)NEj (a),

a=6,7

CFEij (x) = CFEj ×

δi (x)
.
ϕj

最後一式右手邊括號中的分子 δi (x) 隨成員 i 年齡而異, 不因戶別而不同, 整
個分數的數值則代表各成員佔戶內教育消費的比例。
接著計算年齡別人均教育消費 CFE(a)。 其方法是將全臺所有個人的教
育消費分齡加總, 除以各歲總人口:
∑

CFEij (a)

ij

CFE(a) = ∑

Nj (a)

.

j
6

以 1985 年為例, 30 歲及以上的人口中, 僅 0.04% 有學生身份。

127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42:1 (2011)

其中, Nj (a) 為各戶內 a 歲的人口數。 如此計算出的各歲人均教育消費數額,
若除以每歲人口之就學比例, 可算出各歲每位學生的平均教育消費, 後文會繼
續談到此點。
醫療消費 CFH 指醫療、 藥材等相關費用, 包括全民健保等社會保險之就
醫自付額, 但不包含各項社會保險之保費 (歸類於對政府移轉性支付) 或受益
額 (歸類於公部門醫療消費)。 家庭收支調查中有各戶的醫療消費 CFHj , 及
各 j 戶第 i 成員之健保住院日數 Iij 、 健保門診次數 Oij 與年齡等原始資料,7
但沒有各成員的消費金額。 估算時以 OLS 法推估, 不放常數項, 但加入若干
年齡與住院日數或門診次數之交差項 (與二次項和三次項), 及殘差項 εj , 令
εj ∼ N (0, σ 2 )。 估計式如下:
CFHj = α0

∑
i

+ α3

Iij (a) + α1

∑

∑

a · Iij (a) + α2

i

a 3 · Iij (a) + β0

∑

i

+ β2

∑

i

a 2 · Oij (a) + β3

i

∑
i

Oij (a) + β1

∑

a 2 · Iij (a)
∑

a · Oij (a)

i

a 3 · Oij (a) + εj .

(2)

i

接著, 根據迴歸係數可計算各 j 戶內各 i 成員 (設為 x 歲) 的醫療消費 CFHij :
(
)
θij (x) = α0 + α1 x + α2 x 2 + α3 x 3 Iij (x)
(
)
+ β0 + β1 x + β2 x 2 + β3 x 3 Oij (x),
θij (x)
CFHij (x) = CFHj ×  ∑
.
∑
α0 i Iij (a) + α1 i a · Iij (a)
∑
∑


 +α2 i a 2 · Iij (a) + α3 i a 3 · Iij (a) 



 +β ∑ O (a) + β ∑ a · O (a)
1
ij

 0 i ij
i
∑ 2
∑ 3
+β2 i a · Oij (a) + β3 i a · Oij (a)
因資料限制, 本文以全民健保的門診及住院資料代表個人門診及住院數據。 在估算 1985 年結
果時, 因健保尚未實施, 故借用 1996 年的分齡人均資料作戶內調整。 選用 1996 年的理由是為避免
1995 年因健保剛實施而年齡分配型態較不穩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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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最後一式右手邊分數的數值, 代表各成員佔戶內醫療消費的比例。
最後, 可計算全社會年齡別人均醫療消費 CFH(a):
∑
CFH(a) =

CFHij (a)

ij

∑

Nj (a)

.

j

其他消費 CFX 包括食物、 衣服、 水電房租、 交通費用等, 家庭收支調查
中有全戶的總額 CFXj 。 在 NTA 架構中, 按照以下公式計算 「等成人規模」:
λij (a) = 1 − 0.6 × (4 < a < 20) ×

( 20 − a )
16

− 0.6 × (a ≤ 4).

λij 雖有下標 j , 但只隨年齡變動, 不因各戶而不同, 0–4 歲的小孩每人算 0.4
位成人, 20 歲起算 1 位, 5–19 歲者的等成人比例在 0.4 至 1 間作直線遞增。
這些比例是按國際資料統一訂出, 與臺灣實證研究中對孩童成本 (包括學費
與醫療支出) 的估計數字 (約 0.2–1) 並無太大的不一致 (見劉錦龍與許菁君,
2003)。 如此可估算出戶內每位 x 歲成員的其他消費 CFXij , 及全社會各歲的
人均值 CFX(a):
λij (x)
CFXij (x) = CFXj · ∑
,
λij
i
∑
CFXij (a)
CFX(a) =

ij

∑

Nj (a)

.

j

公部門消費 CGE 也分教育、 醫療和其他三個部分。 公部門教育消費, 指
政府提供的公立學校服務以及其他教育研究經費。 為計算人均公部門教育消
費, 我們利用教育部提供的各級公立學校教育經費, 以及各級學校年齡別詳細
在學人數等數據, 先按學校級別 (幼稚園、 小學、 國中等, 以 l 表示) 算出級內
每位學生的平均經費 cl , 並假設各層級內每生不論年齡大小及年級高低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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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與小六) 經費皆相同; 接著, 按照全國各 l 級學校 a 歲的學生人數 el (a)
∑
及各歲總人口數 j Nj (a), 估算各年齡每人平均公部門教育消費 CGE(a),
公式如下:
∑
el (a)cl
l
CGE(a) = ∑
.
Nj (a)
j

CGE(a) 與 CFE(a) 相似, 大小亦決定於各歲人口的就學比例 (即
∑
j Nj (a)) 以及各級每生平均教育消費 cl 之高低。

∑

l el (a)/

公部門醫療消費 CGH 的計算分幾個部分, 第一部份是政府支出當中的
公衛或保健支出 (PH), 為簡便計, 假設全體國民每人消費相同, 且沒有外部
性, 所以將總值除以總人口即可。 第二部份是各種社會健康保險之受益額。 各
社會保險 (如: 全民健保 NHI 或勞漁農保) 的主管機構雖然不屬於狹義的政
府組織, 但按照聯合國編製的 1993 年版國民所得系統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都算是廣義的公部門, 因此在 NTA 架構中一概包括在內。8 在全
民健保方面, 1995 年開辦以來, 家庭收支調查中約半數的健保受益金額清楚
的登錄在家戶中個別成員名下, 其他金額則登錄在全家名下, 需比照前述計
算 CFH 的迴歸方式分派給戶內未登錄個人金額者。 當我們將戶內有登錄及
依迴歸分派給個人的金額彙總後, 可計算出全社會各年齡層的人均健保受益
額 NHI(a)。 此外, 勞保 (LI) 及農保 (FI) 等職業保險之醫療功能, 在 1995
年以前是 CGH 的主要部分, 1995 年後因醫療功能併入健保而微不足道。 然
而不論 1995 年之前或之後, 家庭收支調查中雖有公、 勞、 軍、 農保之總受益
金額, 但無法得知其中各類保險的金額, 亦無醫療受益及現金受益所佔比例之
資訊, 也往往沒有登錄受益者是哪位成員。 在估算時, 我們利用勞保和農保單
位所提供的五歲組投保人數資料,9 及各歲各投保人平均醫療受益金額,10 與
但公保因為性質上屬於僱主 (政府) 提供給僱員的保險, 類似其他私人企業提供給僱員的保險,
屬於 「預期薪資」 的一部份, 故在 NTA 架構之下不計算在社會保險內。
9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最低年齡組為 14 歲以下 (在本研究中假設平均分配到 10–14 歲), 15–60
歲間每五歲為一組, 最高組為 60 歲以上 (2005 年為 65 歲以上); 農民保險被保險人年齡資料最低組
為 15–19 歲起, 以後每五歲為一組, 最高組為 90–94 歲 (2005 年為 95–100 歲)。
10 因資料從缺, 僅能借用 1996 年全民健保年齡別之醫療消費金額比例。 選擇 1996 年的理由同
前註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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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佔全體人口的比例, 估算各歲之勞保 LI(a) 與農保 FI(a) 人均數字。
CGH(a) 的計算方式如下:11
CGH(a) = ∑

PH
+ NHI(a) + LI(a) + FI(a).
Nj (a)

j

最後是公部門的其他消費 CGX, 如: 國防、 行政、 警察等, 依事後會計
(ex-post accounting) 原則平均分攤到全國總人口, 假設沒有外部性, 也沒有
年齡分別。 CGX(a) 的計算如下:
CGX
CGX(a) = ∑
.
Nj (a)
j

3.3 國民移轉帳基本公式
NTA 方法除了衡量年齡別的人均消費 C(a), 並計算支應消費的各種所得與
移轉收入。 按照國民所得恆等式的精神, NTA 也有一個以個人 (或各歲) 為單
位的流量恆等式, 但為簡易計, 未加各人或各歲的下標。 公式如下:
y l + y A + τg+ + τf+ ≡ C + S + τg− + τf− .
其中 y l 代表勞動所得, y A 為淨資產所得, τg+ 和 τf+ 分別代表個人從公部門

和私部門得到的移轉收入, S 為公部門和私部門的儲蓄, τg− 和 τf− 則分別代
表個人對公部門和私部門支付的移轉支出。 其中移轉收支的部分, 後段將再
做簡單討論。
重新整理兩邊的項目後, 我們得到一個完整的 NTA 基本關係式:
)
(
) (
) (
C − y l ≡ y A − S + τg+ − τg− + τf+ − τf− .
11

由於篇幅限制, 各分項變數的計算細節可參見計畫網頁 (www.ntaccounts.org) 或洽詢作者。

131

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 42:1 (2011)

式中左手邊的項目是 C−y l , 稱作生命週期負債 (lifecycle deficit, 簡稱 LCD),
衡量的是消費超過勞動所得的部分。 每個人終其一生都在消費, 但只有在青
壯年期有勞動所得收入, 因此生命週期負債為負值; 在孩童時期和老年時期,
必須靠勞動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來支應消費, 因此生命週期負債為正值。 在
同一個年份裡, 全社會幼齡和高齡人口的生命週期負債多半為正, 壯年人口
則為負 — 由壯年人直接透過家庭內移轉, 或間接透過對政府繳稅方式 (然後
由政府對其他年齡層作移轉支付) 來支應幼齡和高齡人口。
上式中右手邊的三項合稱年齡重分配 (age reallocation), 顯示代間移轉
的幾個管道。 第一項是資產重分配 (asset reallocation, 即是公、 私部門財產
所得減去公、 私部門儲蓄), 第二項是個人從公部門得到的淨移轉收入 (net
public transfer), 包括公部門提供的非現金服務 (等於公部門消費) 和現金
收入 (社會福利收入、 社會保險收入、 其他補貼等), 扣除對公部門的移轉支付
(直接稅、 間接稅、 規費、 社會保險保費等) 後的淨額。 第三項是個人從私部門
得到的淨移轉收入 (net private transfer)。 式中雖未詳列, 此項目可再細分為
家庭間與家庭內的移轉收入, 前者在家庭收支調查中有登錄全戶資料 (NTA
方法假設支付人和收取人均為戶長), 後者則是利用家戶內個人的所得與支出
的差別來計算移轉之流向與金額 (詳見前述 NTA 官網之所載)。 此處必須一
提的是, 不論是公部門或私部門的移轉淨收支, 在以全國為單位的國民所得式
中均為零, 但在個人的流量公式中則因人而異, 青壯年多為負值, 兒童及老人
則多為正值。
以上所有的年齡別消費、 所得、 移轉支付等人均變數, 因為國民移轉帳之
變數比國民所得帳多, 且分齡處理, 所以有些估計結果在不同年齡間有很大的
波動 (特別在高齡部分)。 因此, 各變數在初步估算後進行平滑化處理, 以避免
過度波動或有不必要的雜音。12 有兩個例外, 一是教育消費不做平滑, 以免失
去原資料中含有的學校級別差異。 二是 0 歲與 1 歲幼兒的醫療費用特別高,
也不作平滑, 避免被低估。 經上述處理後, 各項分齡結果按照全臺各年齡實際
為簡易計, 在 NTA 方法中採 R 程式進行平滑化, 其估計結果與 Stata 等程式的 lowess 結果十
分接近, 但處理上較為快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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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數與國民所得帳的總體資料進行調整, 使各項人均變數的加總金額與國
民所得帳保持一致。

4. 幼齡人口消費的增長
4.1 資料來源
我們利用上述方法分別估算了 1985、 1995、 2005 三個年度的年齡別國民移
轉帳資料。 私部門的資料主要採用主計處各年的 「家庭收支調查」, 總體資料
取自主計處 「國民所得年報」 中的所得收支帳及政府收支表, 人口資料取自經
建會的年中人口數。13 次要資料來源如下: 學生人數、 各級公私立教育經費及
總教育經費取自 「教育統計年報」, 健保資料與勞農保資料分別取自 「全民健
康保險統計年報」 和 「勞保統計年報」, 社會福利資料取自 「社會指標年報」, 各
項稅賦資料則取自 「財政統計年報」 等。
4.2 幼齡人口消費的增長 — 1985、 1995、 2005
圖 1 整理了三個年度的實質人均總消費與勞動所得, 各年份都以 CPI 指數
平減 (2006 = 1)。 人均勞動所得在圖中以實心的部份代表, 包括薪資所得以
及產業主所得 (如: 自營作業) 中勞動所得的成分 (設為產業主所得的三分之
二), 大致呈現覆鐘形狀。 人均消費則以曲線呈現, 相對前者較為平緩, 可是在
幼齡人口處特別突出, 與傳統文獻中所假設的駝峰狀消費生命週期不同, 但與
日、 韓等重視教育的東亞國家相似 (Tung, 2011)。
在 1985 年, 生命週期負債在 23 至 62 歲間的人口為負, 而 0–22 歲與 63
歲以上的人口之消費都超過勞動所得。 在 1990 年, 生命週期負債為負的區間
縮短為 23–55 歲, 2005 年再縮短為 26–53 歲。 這些變化一方面反映了年輕
人開始延後進入職場及中高齡者提早退休的趨勢, 再方面也顯示了消費水平
歷年來 0–4 歲人口數目系統性的偏低 (如: 2004 年 0 歲總人口 206,150 人, 較 2005 年 1 歲人
口 217,405 為低), 而 1985 年人口統計無 80 歲以上之分齡人口數字。 關於這些問題, 本研究計畫已
根據生命表資料進行修正與推估, 詳見前述 NTA 官網 methodology 部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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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各年年齡別人均實質消費與勞動所得
相對於勞動所得提高較快: 在 1985 至 2005 年間, 實質勞動所得增為 2.45 倍,
平均消費則增為 3.22 倍。
在消費曲線上升的同時, 三個年度的年齡分佈並不相同。 為便於比較, 在
圖 2 中我們把全部人口粗分為幼齡 (0–19 歲, 灰色), 青壯年 (20–64 歲, 黑
色) 和高齡 (65 歲及以上, 白色) 三組, 並以青壯年組作為基準 (設為 1) 算出
比值。 1985 年時, 青壯年的人均消費是三組人口中最高的, 其次是高齡人口
(0.87), 幼齡者最低 (0.83)。 1995 年時, 幼齡和高齡人口的相對消費都提高到
0.91 左右。 2005 年, 高齡者人均消費增為青壯年組的 0.90, 幼齡人口則大增
至 1.005, 成為人均消費最高的年齡組。14
以上結果與過去文獻中假設孩童的等成人規模小於一的情形有所不同。
如註 14 所述, 部分差異可能來自 NTA 方法本身 (例如: 將公部門消費也納
入考量), 也可能是臺灣的情形特殊, 有待未來繼續探討。 初步來看, 幼齡人
口人均消費的提高可能與幼齡人口比例的下降有關。 根據 Becker and Lewis
這個結果有部分與 NTA 的定義方式有關: 若僅計算私部門消費, 則幼齡組在三個年度各為
0.67, 0.76, 0.87 (高齡組為 0.87, 0.84, 0.81), 均小於 1。 即便如此, 幼齡人口消費增加之勢仍十分明
顯。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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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64 歲人均消費 = 1。

圖 2 各年三大年齡組人均消費比例

表 1 各年人口與消費年齡分配的變化
1985
(1)

1995
(2)

2005
(3)

’05-’85
(3)–(1)

總人口
0–19 39.58% 33.24% 25.74% −13.84%
20–64 55.38% 59.14% 64.54%
9.16%
65+
5.04% 7.62% 9.72%
4.68%
(100%) (100%) (100%)

1985
(4)

1995
(5)

2005
(6)

’05-’85
(6)–(4)

總消費
35.39% 31.30% 26.09% −9.30%
59.87% 61.53% 65.11%
5.23%
4.74% 7.18% 8.81%
4.06%
(100%) (100%) (100%)

說明: 各分項數字及差額為小數點兩位數四捨五入的結果。

(1973) 的理論, 父母對孩童的需求, 在數量與質量間有替代關係。 表 1 顯示,
在 1985 年至 2005 年間, 臺灣幼齡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由 39.58% 大幅降至
25.74%, 減少 13.84 個百分點, 但全部幼齡人口的消費佔全臺消費的比例只
降低 9.30 個百分點, 反映出臺灣幼齡者人均消費提高, 部份填補了相對人數
的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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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年總體消費內容結構
教育 – 私 教育 – 公 醫療 – 私 醫療 – 公 其他 – 私 其他 – 公
CFE
CGE
CFH
CGH
CFX
CGX
1985
1995
2005

5.72%
6.61%
8.81%

5.65%
4.87%
4.10%

3.25%
2.01%
3.12%

2.10%
5.55%
4.96%

61.55%
64.28%
64.46%

21.73%
16.68%
14.55%

合計
C
100.00%
100.00%
100.00%

4.3 消費結構的變化
以總體消費來看, 其結構在 1985 年到 2005 年當中有不少變化。 其中教育的
比重不斷提高, 主要來自私部門的增加, 公部門則不斷降低。 醫療消費的比重
也逐年提高, 但公部門角色在 1995 年後因全民健保實施而大為提高, 見表 2。
從人均消費的內容來看, 教育和醫療的擴張更為明顯 (圖 3)。 教育消費
表示在圖 3 的下方, 分公、 私兩塊, 都集中在 3–29 歲; 中間是公、 私部門的
其他消費; 上方是公、 私部門醫療消費, 其中嬰兒和老人的消費較高。 若比較
1985 與 2005 年, 私部門教育消費 CFE (圖最下方的深色部分) 和公部門醫
療消費 CGH (圖最上方的灰色部分) 之增加尤其顯著。 前者與圖 1 中消費曲
線在青少年部分的隆起相呼應, 後者則反映了 1995 年以來全民健保實施的
結果。
綜合本節的各項發現如下, 在 1985 至 2005 年間, 幼齡人口的消費逐年
增長, 不但實質金額提高, 相對於其他年齡組的比值也增加, 而這個增加主要
來自私部門教育消費和公部門醫療消費, 前者的增幅極大, 後者則對嬰幼兒
(和高齡人口) 特別重要。

5. 幼齡人口消費的內涵
本節進一步探討幼齡人口教育與醫療消費之變化, 接著分析財務來源, 最後並
試作國際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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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年人均消費內容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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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 2006 年 CPI 平減。

圖 4 各年學齡人口實質人均教育消費
5.1 教育消費的變化
如前所述, 教育消費的重要性不斷提高。 圖 4 聚焦於 3–29 歲的學齡人口, 並
按照各年齡相應之學校級別列示。 圖 4a 顯示實質人均教育消費額 (以 2006
年 CPI 平減), 1985 年時 (圖中黑色部分), 中學年齡組 (15–17 歲與 12–14
歲) 數額最高, 3–5 歲及 22–29 歲極低; 1995 年 (白色部分), 仍是 12–14 歲
與 15–17 歲組最高 (但次序相反), 18–21 歲組次之; 2005 年 (灰色部分), 則
是 18–21 歲組最高, 而 3–5 歲和 22–29 歲組增幅最大。
各年齡組數字的消長可分解為以下兩個項目: 粗就學率 (由教育統計中
各級學校學生人數除以對應年齡組總人口數計算, 圖 4b) 與每生平均教育消
費 (圖 4c)。 圖 4b 顯示粗就學率在國民教育階段 (6–14 歲) 都在 100% 上
下; 其他級別的就學率較低 (然而幼稚園就學率明顯低估),15 但逐年提高。 以
由於有不少幼托兒所未立案, 故教育部統計資料中的就學人數可能不足實際就學人數的一半
(邱志鵬, 199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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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各年 30–49 歲人均總消費標準化。

圖 5 各年學齡人口人均教育消費結構
大學學齡 (18–21 歲) 人口為例, 粗就學率在 1985 年為 19.8%, 2005 年迅速
提高為 58.8%。
圖 4c 的數據計算自圖 4a 和 圖4b 的資料, 可視為 「各年齡組」 每位學生
的平均教育消費 (與教育部公佈的 「各級學校」 每生平均教育經費不同)。 其
中 3–5 歲組和 6–11 歲組實質金額增加最快, 於 1985 至 2005 年間各增至
7.3 倍和 6.1 倍; 18–21 歲組與 22–29 歲組的增加最少, 僅 1.7 倍左右。 在各
歲組中, 除 3–5 歲組因為就學率低估而過份高估,16 其他學齡者的級別愈高,
每生教育消費也愈高, 其中以 22–29 歲為最高。
圖 5 列示各年度 3–29 歲組公私部門之人均教育消費 (以各年度 30–49
歲人均總消費標準化)。 1985 年時, 在國民教育 (國小和國中) 階段, 政府支
出 (淺色部分) 高於私部門支出 (深色部分); 在其他階段則是私部門消費較
高, 幼稚園階段幾乎完全是私人支出 (原因見註16); 1995 年和 2005 年各級
但也可能是因為公立托兒所或幼稚園數量有限, 許多 3–5 歲兒童不得不就讀於民營幼托兒所,
而公立幼稚園較為平價, 私立幼稚園則往往所費不貲 (請參閱 2011 年 2 月 20 日中國時報之 「二胎
換外勞」 短評)。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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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以各年 30–49 歲人均總消費標準化。

圖 6 各年人均醫療消費結構
教育人均消費的數字幾乎都有所增長, 幼稚園、 大學和研究所部分尤其明顯。
換言之, 教育資源由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和稚齡教育的移動, 而動力似乎主要
來自私部門。
5.2 醫療消費的變化
對幼齡人口來說, 醫療消費雖然遠低於教育消費, 但增加速度也很快。 1985 年
時 0–19 歲人口之人均醫療消費經 30–49 歲人口總消費標準化後僅為 0.02;
1995 年增至 0.05, 2005 年再增為 0.07。 圖 6 列示人均醫療消費的變化, 三
個年度的縱軸採同一比例, 以利比較。 其中 1985 年的公部門醫療支出以勞保
為主,17 故幾乎集中在 20–60 歲的工作年齡人口, 幼齡與高齡者大部分倚靠
私人支出。 1995 年, 新開辦的全民健保制度除納入勞保等社會保險的醫療部
分, 並擴及幼齡、 高齡與其他原未曾享有社會保險者, 因此公部門的醫療消費
比重超過私部門。 2005 年, 標準化後的公部門醫療支出未見增加, 私部門消
費 (不含健保保費或健保受益額) 則快速提高, 特別是在人身意外災害醫療保
17

農保等社會保險的金額甚低, 而公保在 NTA 架構之下並不包括在社會保險內 (見註 8)。

140

一代比一代消費更多? 國民移轉帳 (NTA) 方法對臺灣幼齡人口消費的估計 (董安琪)

1.6
1.4
1.2
1.0
0.8
0.6
0.4
0.2
0.0
-0.2
-0.4
-0.6

!"#$%
&'()*
&'+)*
,-.)*
/012

0-19

20-64

65+

註: 以該年 30–49 歲人均消費標準化。

圖 7 2005 年三大年齡組消費財源結構
險費用的部分;18 在各年齡層中, 70 歲以上的高齡人口之消費增加尤多。19
5.3 支應消費的財源
伴隨著各年齡組消費水平與內容的變化, 其財源結構也有不少轉變。 圖 7 以
2005 年為例, 列示各年齡組支應消費之財務來源。 幼齡組的消費主要來自家
庭內的淨移轉, 換言之, 主要由父母提供, 另有小部分來自公部門淨移轉 (主
要是政府教育消費), 其他來源則微不足道。 在高齡人口方面, 資產重分配淨
收入 (淨財產所得或過去儲蓄的變現) 是最大的財源; 公部門淨移轉次之 (社
會福利及社會保險收益之和, 再扣掉對政府繳納之直接間接稅賦), 家庭內移
轉 (主要來自同住子女) 再次之, 家庭間淨移轉 (可能來自不同住子女) 及勞
動收入都不大。
至於 20–64 歲的青壯年人口, 他們的勞動所得與淨資產收入遠超過消費,
標準化後達 30–49 歲者人均消費的 1.50 倍, 換言之, 他們對幼齡和高齡人口
私部門醫療支出中, 人身意外災害醫療保險費用的比例從 1995 年的 12.06% 快速增加為 2005
年的 35.19%, 其他類的私部門醫療支出金額變化相對不大。
19 但最高齡的幾個歲數因人數少, 結果較不穩定。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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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各年 0–19 歲人口消費財源結構
之消費的支持達其收入 (經標準化後) 的三分之一, 其管道包括對公部門的淨
移轉支出、 家庭內移轉淨支出、 家庭間移轉淨支出, 如圖中箭頭所示。
單以幼齡人口消費來看, 其財源在 1985 至 2005 年間有以下的變化 (圖
8): 家庭內淨移轉不但是主要的財源, 且比重不斷擴大。 公部門的淨移轉收入
的比重略有增加, 勞動所得和資產重分配的比例低且持續下降, 家庭間淨移轉
則微不足道。
5.4 國際比較
以上各項結果可與國際經驗 (Tung, 2011) 作簡單對照。 圖 9 的縱軸代表高
齡者的人均消費, 橫軸為幼齡者的人均消費, 兩者皆為相對於青壯齡人口的比
例; 實心菱形代表經購買力平價調整過的實質人均國民所得 (按 2005 年固定
國際貨幣表示)20 超過臺灣的國家 (歐洲、 美國及日本), 星號為所得較低者
(包括若干中南美及亞非國家), 灰色圓點為臺灣資料。
各國所得資料取自世界銀行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NP.PCAP.PP.CD),
臺灣部分再依 Penn World Table 6.3 (http://datacentre2.chass.utoronto.ca/pwt/) 資料中臺灣與
南韓的比例轉換估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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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消費的年齡結構 — 國際比較
三組國家坐落於不同的群聚, 產生若干有趣的對比。21 第一, 在所有國家
當中, 臺灣的三個資料點最接近 45 度虛線 (幼齡與高齡等值線), 其走向也最
接近三條虛線的相交點 (幼、 中、 高齡等值點), 表示臺灣社會資源的年齡分配
相對較他國為平均。
第二, 在幼齡人口方面, 臺灣的人均消費不斷提高。 2005 年時, 其相對於
青壯齡的比值不但超過 1 (即在直線虛線的右方, 其他國家僅斯洛文尼亞有此
現象), 且高於瑞典、 日本等高人均教育投資國。 此點顯示臺灣社會在少子化
的同時, 對未來的人力投資特別重視。
第三, 在高齡人口方面, 先進國家由於醫藥消費高昂, 人均消費都超過青
壯齡 (均在圖 9 水平虛線上方)。 臺灣高齡者人均消費在 1985–2005 年間僅
略有增加, 但仍低於青壯年, 且與世界各國相比, 尚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近年
來, 政府有提高老人福利之議 (如: 長期照護制度的推動), 未來高齡者的人均
消費勢將有所增長。

21

唯某些差異可能來自各國所提供之資料本身詳細與正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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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結語
本研究利用 NTA 的新方法估算臺灣在 1985、 1995、 2005 年間的年齡別人
均消費型態, 並聚焦於文獻中較少討論的幼齡人口。 主要的發現如下: 幼齡人
口的實質消費金額愈來愈高, 而且在 1985 至 2005 年間增幅超過其他年齡
組, 成為三大年齡組中最高者。 以消費內容來看, 主要增加在私部門的教育消
費, 特別是幼稚園和研究所之學齡人口。 以消費財源來看, 主要的負擔來自家
庭內的資源移轉。 這些新發現乃基於年齡別的資料, 為過去的研究方法所無
法明確得見的。
以上結果具有豐富的意涵, 本文限於篇幅, 僅作了初步的探討。 未來在研
究方法上, 尚有許多繼續發展的可能, 例如: 時間序列分析、 年群分析、 結合
人均資料與個體資料 (如: 從機率分配角度觀察各項消費支出之變化) 之分析
等。 在研究課題方面, NTA 方法估算的資料可以提供許多新的角度來討論各
項專題 (如: 教育或健康投資), 並可據以對公共政策作深入之分析與建議。
文中的討論雖然簡單, 唯從各項發現及臺灣與國際經驗之對比中, 已有
若干值得深思的政策含意。 首先, 臺灣社會資源的年齡分配雖較他國來得平
均, 但臺灣的孩童消費不斷提高, 且已開始推動老人福利政策, 未來青壯齡人
口可能受到擠壓。 其次, 國際經驗或有可借鏡處: 根據日本的經驗, 孩童平均
消費的提高可能加速少子化; 而在歐洲各高福利國家, 高齡人口的人均消費
遠高於其他年齡組, 在高齡化趨勢下, 高齡者的人均消費和總體消費都不斷
提高。 臺灣現正面對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趨勢, 未來的勞動人口減少, 總體
成長可能漸緩, 不同年齡層對社會資源的競爭勢將加劇。 社會資源究竟應如
何分配於各年齡組, 使社會對幼齡人口的人力投資持續提高, 對高齡者的福
利增強, 而青壯年的負擔又不致過重, 這些問題值得仔細思量與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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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stimates the age profile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in 1985, 1995,
and 2005 in Taiwan, using the new methodology of 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
and presents new results on children’s consumption. A major finding is that
per capita consumption by children has increased rapidly, both absolutely and
relatively by various standards, and has exceeded the increase of both primeage adults and the elderly. The rising children consumption mainly comes from
high education spending, and is increasingly supported by intra-familial transfer. These results carry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given that the Taiwan is
experiencing an extremely low fertility rate and rapid population aging on the
one hand, and is ponde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re elderly welfare programs on the other. Thus the resource competition between age groups is expected to accelerate while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may be unfavorably affected. These findings deserve further thoughts and invite deeper studi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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