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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壽命延長是全球的共同趨勢，持續下降的生育率與死亡率，導致老
年人口比例大幅增加，近年政府推出或規劃中的政策大多與老年議
題有關，像是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等。死亡模型及衍生出的金
融財務等避險工具，現今有不少多國家及保險業者積極發展，用以
規劃壽命延長帶來的挑戰，然而當面對人口較少的目標族群，多數
死亡模型的估計及預測都有不穩定的現象，讓長壽風險更加難解。
解決的常見作法大多為增加樣本數，像是Li and Lee (2005)合併數
個死亡特性類似的國家，使得Lee and Carter (1992)的模型估計更
加穩定。
本文提議傳統的死亡率修勻，以目標地區的歷史資料作為參考母體
，再透過Whittaker及Partial-SMR (standard mortality ratio)等
修勻法，可降低隨機死亡模型的估計誤差。首先，我們先蒐集目標
地區（或鄰近特性相近地區）過去的死亡資料，加總之後視為參考
母體，之後再使用Whittaker及Partial-SMR方法調整死亡率。研究
結果顯示，當人數少於20萬人時，Lee-Carter模型變得相對不穩定
，直接套用會引起相當大的風險及不確定性，使用本文提出的修勻
方法確實可提高Lee-Carter模型估計值的準確性。

中文關鍵詞： 長壽風險、小區域估計、Lee-Carter模型、修勻、資料擴增

英 文 摘 要 ： Prolonging life expectancy and improving mortality rates is
a common trend of the 21st century. Stochastic models, such
as Lee-Carter model (Lee and Carter, 1992), are a popular
choice to deal with longevity risk. However, these
mortality models often have unsatisfactory results for the
case of small populations. Thus, quite a few modifications
(such as approximation and maxim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to the Lee-Carter can be used for the case of small
populations or missing observation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graduation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tochastic models.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a combination of data aggregation
and mortality graduation. In specific, we first combine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arget population, treating it as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 and use the data graduation methods
(Whittaker and partial standard mortality ratio) to
stabilize the mortality estimates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We first evaluate whether the proposed method have smaller
errors in mortality estimation than the Lee-Carter model in
the case of small populations, and explore if it i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bias of parameter estimates in the
Lee-Carter model. We found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can
improve the model fit of the Lee-Carter model when the
population size is 200,000 or less.

英文關鍵詞： Longevity Risk, Small Area Estimation, Lee-Carter Model,
Graduation, Data Au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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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壽命延長是全球的共同趨勢，持續下降的生育率與死亡率，導致老年人口比例大幅增加，

近年政府推出或規劃中的政策大多與老年議題有關，像是國民年金、長期照護保險等。死亡

模型及衍生出的金融財務等避險工具，現今有不少多國家及保險業者積極發展，用以規劃壽

命延長帶來的挑戰，然而當面對人口較少的目標族群，多數死亡模型的估計及預測都有不穩

定的現象，讓長壽風險更加難解。解決的常見作法大多為增加樣本數，像是 Li and Lee (2005)

合併數個死亡特性類似的國家，使得 Lee and Carter (1992)的模型估計更加穩定。 

本文提議傳統的死亡率修勻，以目標地區的歷史資料作為參考母體，再透過 Whittaker 及

Partial-SMR (standard mortality ratio)等修勻法，可降低隨機死亡模型的估計誤差。首先，我們

先蒐集目標地區（或鄰近特性相近地區）過去的死亡資料，加總之後視為參考母體，之後再

使用 Whittaker 及 Partial-SMR 方法調整死亡率。研究結果顯示，當人數少於 20 萬人時，

Lee-Carter 模型變得相對不穩定，直接套用會引起相當大的風險及不確定性，使用本文提出的

修勻方法確實可提高 Lee-Carter 模型估計值的準確性。 

  

 關鍵詞：長壽風險、小區域估計、Lee-Carter 模型、修勻、資料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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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longing life expectancy and improving mortality rates is a common trend of the 21st century. 

Stochastic models, such as Lee-Carter model (Lee and Carter, 1992), are a popular choice to deal 

with longevity risk. However, these mortality models often have unsatisfactory results for the case 

of small populations. Thus, quite a few modifications (such as approximation and maxim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to the Lee-Carter can be used for the case of small populations or missing 

observation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graduation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tochastic models.      

The proposed approach is a combination of data aggregation and mortality graduation. In 

specific, we first combine the historical data of target population, treating it as the reference 

population, and use the data graduation methods (Whittaker and partial standard mortality ratio) to 

stabilize the mortality estimates of the target population. We first evaluate whether the proposed 

method have smaller errors in mortality estimation than the Lee-Carter model in the case of small 

populations, and explore if it i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bias of parameter estimates in the Lee-Carter 

model. We found that the proposed approach can improve the model fit of the Lee-Carter model 

when the population size is 200,000 or less. 

 

Keywords: Longevity Risk, Small Area Estimation, Lee-Carter Model, Graduation, Data Au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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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及研究目的 

老化與遷移是 21 世紀全球共同的人口現象及議題，其中老化主因為死亡率持續下降、生育

率低迷不振，而遷移則因為資訊及交通的發達，使得國內、國際人口移動更為頻繁。根據行政

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的人口推估（「中華民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的中推計），臺灣地區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在 1993 年突破 7%的老化門檻後，跨入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的門

檻，預期 2025 年將突破 20%，進入超高齡社會(Super-aged Society)。因為生育率、死亡率兩

者同時下降，加速臺灣地區人口老化，老年（65 歲及以上）人口從 10%成長到 20%的時間僅

需 20 年，比日本的 21 年還要短，人口老化速度堪稱世界第一。近年政府推出的政策及社會保

險大多與老年生活有關，像是已開辦的國民年金、勞工退休金新制，以及規劃中的長期照護保

險制度等。 

然而，人口推估會因人數少而引起較大震盪，即使是常用的 Lee-Carter 模型，在人口數較

少時的參數估計會有失真的傾向。在此以臺灣人口為例，根據 1950-2004 年的死亡資料求出

Lee-Carter 模型的參數後，再依照年齡結構等比例縮小，分別在全臺灣人口數為五萬、十萬、

…、兩百萬的情境下，假設各年齡死亡率和歷史資料相同，在布阿松(Poisson)假設下模擬出

1950-2004 年的死亡人數，再將模擬的死亡率代入 Lee-Carter 模型，求出參數估計值。其中，

考量資料的完整性，上述的死亡率以五齡組的方式呈現，年齡分組為 0-4 歲、5-9 歲、…、80-84

歲，因為資料時間較長，參數估計值應該會比較穩定；且因資料沒有缺漏的問題，可直接使

用 SVD 估計法，不需要考慮資料插補(Imputation)，減少估計方法產生的干擾。 

 因為死亡模型愈到小樣本會有參數估計不穩定的問題，過去已有不少研究發現這個問題

(Lee and Miller, 2001; Booth et al., 2006)，並且提出修正模型。例如：Li and Lee (2005)及Zhou et 

al. (2013)以增加樣本數的想法，透過合併具有相似死亡特性的母體，達到Lee-Carter模型參數

估計的穩定性。然而，現有這些方法都要求小區域的死亡率與參考大母體有某種程度的相似

性，但對於相似性的定義、相似程度的門檻尚未達成共識，造成使用上的困擾。有別於過去

合併樣本的想法，本計畫引進修勻方法，修正因為人口數少引發的參數估計問題，除了評估

哪些方法較為合適，也將探討相似性及其程度，嘗試提供實證上的操作型定義，以及臺灣縣

市層級編算生命表及死亡率推估的參考。1 

 

二、 文獻探討 

 修勻(Graduation)或平滑化(Smoothing)，其定義是資料的修整步驟，當資料不規則或資料

特性違反過去的經驗時，即符合修勻的要求，以生命表的編算為例，死亡率與存活率依照經

                                                 
1本文結果投稿至精算保險期刊 Insurance: Mathematics and Economics，已經取得刊登許可，預計出現在 2017年的特刊(Special 
Issue)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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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應為隨年齡增減、連續可微分的平滑曲線，內政部及保險公司在編算生命表時，多半會經

過這道手續，以確保資料的結果合乎常理（余清祥，1997）。在調整推估結果時，一般考慮適

度性(Fit)及平滑性(Smoothness)，有良好適度性可以保存資料原有的特性、良好的平滑性可以

減少震盪。然而這兩者本身卻互相衝突，尤其當樣本數較少時，提高適度性通常會犧牲平滑

性；反之，愈平滑也會加大修勻值和原始值的距離。在這兩者間取得最佳的平衡往往是修勻

最重要的考量。 

 傳統加權平均的修勻法如 Whittaker 修勻，最初由 Whittaker (1923)首創，也稱為

Whittaker-Henderson 修勻法。Whittaker 修勻法同時考慮適度性與平滑性： 
 

n n-z
2 2

1 x 1

M F

( ) ( )z
x x x x

x

hS

w v u h v
= =

= +

= - + ∆∑ ∑    

其中 F 即為適度性，S 為平滑性， xu 為 x 歲的死亡率， xv 為調整後 x 歲的死亡率， xw 為 x 歲

的權數（一般為定為 x 歲的人口數），h 及 Z 為選定的參數，
Z∆ 為第 Z 次的差分(Difference)，

選擇讓上式最小化的 xv
即為 Whittaker 修勻值。 

 然而小區域資料訊息較少，較適合加入其他母體訊息來幫助修正觀察資料，以下介紹兩種

修勻方法，皆使用到標準死亡比(Standard Mortality Ratio, SMR)，SMR 是流行病學中常使用的

比較標準，其定義為： 

SMR
x

x

x
x

d

e
=
∑
∑

                          

其中 xd 為 x 歲觀察死亡數， xe 為 x 歲期望死亡數。SMR 就是觀察死亡總數與期望死亡總數

的比值，當 SMR 等於 1.0 的時候表示兩者相同，當 SMR 大於（小於）1.0 的時候，表示觀察

死亡總數較期望死亡總數多（少）。令小區域 x 歲死亡人數為 xd ，當預期小區域死亡率可參

考大區域死亡率時，可改寫為： 

∑
∑

⋅
=

x
xx

x
x

un

d

*SMR

 

其中 xn
為小區域 x 歲人口數， *

xu 為大區域 x 歲死亡率。當小區域死亡率在年齡間的變動與大

區域相近時，SMR 會是一個可靠的參考數值。 

 Lee (2003)考慮小區域與大區域間的死亡率比質，再加上 SMR，提出 Partial SMR 的方法

修勻小區域死亡率，先選擇一個死亡率與小區域有相似性質的大區域，而 x 歲的修勻值 xv 是

在 x 歲的死亡率比值與 SMR 之間取得加權幾何平均所得之數值，詳細內容參考 Le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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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提出的 Partial SMR，乃在尋求樣本與大小母體間相似性的最佳加權組合，但與本文調整

小區域因為人數少引起的死亡率震盪無法直接劃上等號，我們將再下一節說明如何使用

Partial SMR 於提升死亡率模型的參數估計穩定性。 

 

三、 小區域估計與死亡率修勻 

為了評估各種修勻方法的適用場合，本章除了整理及比較常見的死亡率編算方法外，也

將透過電腦模擬評估，並將焦點放在編算地區的人數下限。本計畫考量的修勻方法大致分成

四大類：「同地同時」、「同地異時」、「異地同時」、「異地異時」，其中「同地」指的

是僅使用編算地區的資料，「異地」則可參考其他地區的資料；「同時」指的是僅使用編算

當年的資料，「異時」則是可參考歷史資料。限於篇幅，本計畫不列入「異地異時」的研究

結果，主要探討「同地異時」與「異地同時」這兩類方法，發展可做為人口數較少地區的生

命表編算方法。 

本節探討在不同人口數下，Lee-Carter 模型參數估計值 xα̂ 及 xβ̂ 的誤差。首先，以臺灣地

區 79 至 98 年（二十年）男性的人口結構及其死亡數（五齡組資料：0~4 歲、5~9 歲、…、80~84

歲），估計出 Lee-Carter 模型的參數 xα 、 xβ 、 tκ ，再將臺灣地區人數及其結構等比例縮小至

一萬、兩萬、五萬、十萬、二十萬、五十萬、一百萬、二百萬、五百萬人。接著，將 Lee-Carter

參數所生成的死亡率當作理論值，代入不同人數設定，假設死亡人數服從卜瓦松(Poisson)分

配，模擬出各年齡組的死亡人數，然後以這些模擬死亡人數計算出死亡率，代入 Lee-Carter

模型以奇異值分解法(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SVD)估計出各參數值，最後得出一千次電

腦模擬的參數估計值 xα̂ 及 xβ̂ 及這兩個估計值的變異數。 

圖 3-1 及 3-2 分別為 Lee-Carter 模型的參數估計值一千次模擬 xα̂ 及 xβ̂ 之平均數及變異數。

無論是 xα̂ 或 xβ̂ ，人數少時的偏差(Bias)較大，所有年齡組的偏差大致是人數的遞減函數，而

且在 20 歲左右有最大的偏差。另外，以估計值而言， xβ̂ 比 xα̂ 對人數更為敏感， xα̂ 在人數一

百萬以上時幾乎沒有偏差，而 xβ̂ 在五百萬人時才沒有明顯偏差。 xα̂ 及 xβ̂ 的變異數與其偏差

的特性大約相似，人數愈多、變異數愈小，而且 xβ̂ 的變異數對人數也比較敏感，在五百萬人

時變異數的震盪趨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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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Lee-Carter 模型的參數估計值 ˆx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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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Lee-Carter 模型的參數估計值 ˆ

xβ  
 
「異地同時」的想法雖然很合理，但找到和小地區完全相同（或相似）死亡率的大母體，

實際上非常困難，而且也很難認定死亡率的相似性。為彌補各年齡死亡率不盡相同的問題，

提議兩種修勻方法：第一、以大母體為標準地區；第二、計算小地區與大母體的各年齡死亡

率比值，再以 Whittaker 修勻比值，最後以比值乘上大母體死亡率得出小區域死亡率，這種方

法為可稱為 Whittaker 比值法(Whittaker Ratio)。本文採用先前的死亡率情境設定，假設小地

區、大母體的死亡率關係符合七種情境，其中 s
xq  B

xq 分別為小地區、大母體的 x 歲死亡機率，

且 s B
x x xq s q=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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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小地區為大母體的80%） 

 ＝1.0（小地區和大母體相同） 

 ＝1.2（小地區為大母體的1.2倍） 

 隨年齡遞增（小地區高齡死亡率高） 

 隨年齡遞減（小地區高齡死亡率低） 

 先下降再上升（小地區的幼齡及高齡人口死亡率較高，亦即「Ｖ」形） 

 先上升再下降（小地區的幼齡及高齡人口死亡率較低，亦即「倒Ｖ」形） 

 
圖 3-3、死亡率情境的三種假設 

 

表 3-1、三種死亡情境的模擬誤差 (5 萬人、MAPE：%) 

 
 

因為先前的研究結果顯示這些情境大致可由 ＝1.0（定值）、 隨年齡直線遞增、 先下

降再上升（「Ｖ」形）三種代表，為節省篇幅，以下將只討論這三種情境（圖 3-3）。另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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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應小地區和大母體的死亡特性不盡相同的可能，上述三種情境中再加入一個假設：定值

令 ，其中 a 值變動範圍為 0 ~ 0.9；直線遞增及「Ｖ」形的高低差異比例從 1-a ~ 1+a，

a 值變動範圍也是 0 ~ 0.9。這三種情境與 a 值的研究假設組合。 

如果小地區總人數為 5 萬人，假設五齡組人口比例與臺灣男性相同，年齡分組：0~4 歲、

5~9 歲、…、80~84 歲的假設下，說明三種情境的模擬結果。表 3-1 為小地區人數為五萬人、

大母體人數為兩百萬人的一千次電腦模擬誤差，結果顯示若大母體和小地區的死亡特性接

近，Whittaker 比值或 Partial SMR 的誤差明顯較低。其中，若大小區域的趨勢相仿（年齡別

死亡率曲線平行），Partial SMR 的效果最佳，其誤差非常接近 0；若兩者相似性不高，Whittaker

比值法較為合適。小區域人數為 20 萬的結果也類似（表 3-2）。 

 
表 3-2、三種死亡情境的模擬誤差 (20 萬人、MAPE：%)                 

 
 

上述方法也可用於生命表編算，在此以 103 年澎湖縣為例，比較採用現行的簡易生命表編

算方法（Greville 三次九項）、Partial SMR 結合歷史資料兩者的差異。因為澎湖縣人口較少，

若以一年的死亡記錄為根據計算年齡別死亡率，很容易在死亡率最低的 5~9 歲、10~14 歲（五

齡組）出現死亡數為零，這種現象在 102 年、103 年都出現了，以 Greville 三次九項編算會得

出死亡率小於或接近 0，圖 3-4 中男性死亡率在 10 歲前後被設定為 0。相反地，Partial SMR

結合歷史資料沒有死亡率為 0 的窘境，而且年齡別死亡率的曲線較為平滑，沒有上下震盪的

現象，無論先修勻再插補（由五齡轉化為單齡）或先插補再修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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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103 年澎湖縣男性死亡率修勻 
 

四、 修勻與 Lee-Carter 模型 

 因為使用容易、估計及預測效果不錯等因素，Lee-Carter 模型是最常用的死亡率模型，但

人數少時估計值較不穩定，我們將上述的修勻方法用於改善 Lee-Carter 模型的參數估計。限

於篇幅，在此僅以 Partial SMR 為例，檢視本文提出方法是否可行。假設以臺灣男性死亡率

(1991-2009 年)得出的 Lee-Carter 模型參數值為真，令人口結構也服從這 20 年的實際情況，表

4-1（五齡組）及 4-2（單齡組）為不同小地區人數下的一千次模擬結果（大母體為 20 年資料

加總）。總人數在 20 萬以上時，Lee-Carter 模型的估計結果不錯，但人數在 20 萬以下時，Partial 

SMR 能降低誤差，而且人數愈少、改善的幅度愈明顯。 
 

表 4-1、Lee-Carter 模型與修勻方法的模擬誤差 (五齡組、M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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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Lee-Carter 模型與修勻方法的模擬誤差 (單齡組、MAPE：%) 

 
 

修勻方法的優勢也可透過存活曲線顯示，存活曲線的估計愈準確，對於年金等商品定價

的風險也愈小。圖 4-1 為總人數為一萬人時，經過修勻前後的 Lee-Carter 存活曲線、理論存活

曲線的比較。明顯可見修勻後的存活曲線與理論值較為接近，差異甚至可達 20%，這個結果

顯示修勻可提高平均餘命、年金商品期望給付金額的估計準確性。另外，因為修勻可降低死

亡率估計值、死亡模型參數估計值等的變異數，較小變異數代表保險公司可減少避險所需的

資金及策略。 

小區域死亡率修勻方法不限定於本文的幾種「同地同時」、「異地同時」及「同地異時」

方法，「異地異時」的方法也可列入考慮，參考與編算地區類似的區域，以擴大編算地區人數

的方式降低震盪，Li and Lee (2005)的Lee-Carter連貫模型(Coherence Model)即是其中一例，然

而這類型的方法需要界定「相似」指數，實證上尚有待克服的問題。除了考量修勻方法調整

死亡率模型因人口少引起的問題，也將結合現有的修正方法，像是Li and Lee (2005)或是貝氏

分析的增加樣本數，兼採兩種修正模型的優點，增加參數估計的穩定性，以因應未來長壽風

險帶來的挑戰。 

 

 
圖 4-1、存活曲線與估計方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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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 12 屆國際長壽風險研討會參加心得 

 
政治大學統計系余清祥 

 

自從上次（四年前）在美國東岸紐約市，今年第十二屆國際長壽風險研討會(International 

Longevity Risk and Capital Markets Solutions Conference)回到美國中西部的芝加哥市舉辦，

由美國精算學會(Society of Actuaries；SOA)主辦，兩天會議皆在芝加哥市的北邊精華區

Drake Hotel 。參與會議的代表同樣來自於全球各大洲，或許今年由類似職業工會的 SOA

主辦，今年參加的業者代表更為踴躍，而且探討的議題也更著重於實務應用，探討壽命延

長引發的需求與危機。 

芝加哥位於美國中西部（或稱心臟地帶），更是許多保險業的中心，美國精算學會的總

部即位於芝加哥北郊的 Schaumburgh；兩家全國知名保險公司 American Family、State Farm，

則分別位於芝加哥北邊的 Wisconsin 州及 Minnesota 州，中西部地區的保險發展容景可見

一斑。筆者也曾在芝加哥北邊的 Wisconsin 大學就讀，對於這一帶並不陌生，見證過保險

產業的發展，也曾在母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當地的某家壽險公司，擔任過

一個暑假的精算工讀生。九月底的芝加哥與已經有秋天的涼意，伴隨著灰濛濛的天空和一

陣陣的細雨，雖然在芝加哥精華區的行人如織，多少還是有些陰陰的感覺，感覺上和臺灣

的冬天頗為類似。 

本次會議聚焦於長壽風險（Longevity Risk），開幕後的第一個主要場次（Plenary Session 

I）即以人口角度探討長壽風險（議程題目：「The Demographics of Longevity Risk」），邀請

歐美著名人口學家與會，包括在芝加哥大學任教的 Olshansky 教授，德國 Max Planck 研

究中心老人研究的 Canudas-Romo 教授等。人類壽命自二次世界大戰後持續延長，雖然有

證據顯示歐美國家的延長速度似有減緩趨勢，而且有學者認為壽命上限（Life Limit）將

維持在 120 歲，但短期之內，各國居民的壽命將繼續延長，民眾退休後的經濟、健康、長

期照護（或生活規劃）將愈來愈吃重。然而，現今各國退休制度已有 20 多年沒有重大變

革，像是退休年齡上限多設為 65 歲，相較於進入職場的年齡延後（臺灣首份工作多為 25

歲之後），必須重新思考退休年齡、或是退休的定義（包括二次就業），否則現有終生工作

時間（65 歲減去 25 歲= 40 年）勢必無法負擔愈來愈長的壽命。（註：若壽命由 80 歲延長

至 90 歲，則工作 40 年的生產力必須成長 1− 90/80 =12.5%！） 



本次長壽風險研討會，筆者報告的文章與長期看護（Long-term Care）議題有關，根據

臺灣全民健保資料庫的重大傷病資料，設計商業長期看護保險商品，與在政府 2015 年通

過的長期照護服務法有關。這篇文章一方面評估政府規劃長期照護保險的可行性，一方面

探究以商業保險角度設計長期照護商品，對消費者、保險公司可能的影響。與筆者同一場

次（場次主題為「Long-term Care and Health I」）發表的兩篇文章也與長期照護有關，其

中一篇以英國的經驗為例，探討不同長照支付方式的優缺點，另外一篇則是美國商業長照

保險的經驗，評估如何在傳統壽險中加入長壽風險，以減輕壽命延長對健康及長照造成的

衝擊。三位演講者報告之後，與會聽眾發言踴躍，相較於前幾年對長照議題的參與程度，

今年大家對於這個議題格外有興趣，除了保險設計、財務規劃、照護人力外，這次聽眾也

提到心理層次等的議題，我國政府近幾年積極規劃長期照護保險制度，但參與設計的層級

較為侷限，相當可惜！ 

由這幾次參與會議，覺得歐美對於長壽風險態度較為積極，亞洲、臺灣等地的學者雖

然也有不少學者投入研究，但大多著重於數量化的模型探討，較少著重於政策與實務面的

操作。舉例而言，從這幾次參加研討會的成員來看，歐美各國政府、學術及民間機構踴躍

參加，並發表應對長壽風險的對策。由於臺灣人口老化、壽命延長等速度均名列前茅，建

議政府、科技部等相關單位整合資源，與保險公司等民間機構合作，研擬適合國人的長壽

風險因應策略。 

本次會議攜回第十二屆國際長壽風險研討會議程，相關資料可查詢主辦單位的網頁：

http://www.cass.city.ac.uk/longevity-12/programme，包括發表文章的草稿及口頭報告投影

片。 

 



筆者在會場拍攝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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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調整死亡率，這種作法類似增加樣本數，可降低人數少而產生的死亡率震盪
，提高模型估計值的穩定性。本文提出的方法可套用於縣市層級的小區域死亡
率估計，或是評估（規劃）商業保險商品因應長壽風險，降低人口老化及壽命
延長帶來的財務衝擊。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內政部,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本文的小區域人口研究，可用於編算人口較少層級（如縣市等）的生命表，也
可用於商業保險的壽險等商品，評估長壽風險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