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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檢驗「祖母假說」、祖父母與父母的存在與否對兒童（0-5 歲）

死亡率的影響，此外，我們亦探討家庭組成和育兒習俗對兒童死亡率的影響；

有祖父母和父母同住是否對孩子的生存最有利？「祖母假說」是否只適用於

西方社會？本文以二十世紀初的戶口調查簿為資料庫，以竹北、北埔、峨眉

為研究點，艋舺、大稻埕、淡水為對照組，同時運用次數分配和邏輯廻歸分

析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設定的變項有兒童性別、出生狀況（合法和非婚生）、

雙胞胎、出生間隔、年長手足狀況（生或死）、母親的分娩年齡、家庭社經地

位、種族、父母同住與否和祖父母同住與否，出生序和兄弟姐妹組成。 

 

關鍵字： 

兒童死亡率風險、祖母假說、家戶組成、客家、歷史人口學 

 

政策建議： 

  史學研究有助於保存與再運用傳統文化，客家歷史人口學研究則以人口

活動為主要觀察對象，本研究以探討祖父母同居住與否對孩童存活風險之影

響，基於研究結果，我們似乎可以思考母女之情，同為人妻人母，母親會如

何為女兒思考生兒育女的人生，我們的 Cox 統計指出，有外婆的孫子女死亡

風險較沒有外婆的高，這不是指外婆有害於孫子女，而是外婆在面對生兒育

女的人生風險時，或許比較支持女兒、替女兒著想（孫子女的母親），而選

擇讓孫子女離世。故在如今生育率普遍較低社會，如為提倡生育，或可從母

系文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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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grandmother hypothesis 

and the influence of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presence and absence on children 

mortality (0-5 years old). We look at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parenting customs on children mortality. Having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would 

be most beneficial to children survival? Is it true that grandmother hypothesis are 

only works in the Western society? The results derived from frequency analysis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 order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we set up variables: 

gender, birth status (legitimate and illegitimate), twin, birth interval, previous child 

status (alive and died), mother’s age at giving birth, household social economic 

status, ethnicities, parents presence or absence, grandparents presence or absence, 

sibling order and sibling composition. 

 

Keywords children death risk, grandmother hypothesis, household composition, 

Hakka, historical de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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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家庭組成對兒童生存的影響已在各領域進行了廣泛且深入的討論；大多數社

會學家和人類學家都同意「祖母假說」（grandmother hypothesis），即祖母確實有

助撫養孫子。換句話說，對於那些有祖母的孩子來說，死亡風險更低。但是，母

親和父親祖母的影響可能因生態條件而有所不同。父親和祖父一樣，對孩子的生

存影響很小或沒有影響。（Sear and Mace 2008; Strassmann and Garrard 2011）Sear 

and Mace（2008）檢視 45 項研究成果並得出結論：只有祖母（grandmother）會

提高孩童的生存率；其中 28 項研究的人口數據指出：母親死亡與孩子之間的關

聯度高，即母親的死亡明顯與較高的兒童死亡率有關。此外，母親存殁的影響，

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兒童的年齡，若是年齡小的孩童失去母親，則死亡風險相對高

出許多。對此 Sear and Mace 指出：年幼的孩童當然不能自給自足，若母親對孩

童存活的影響力下降，顯然可歸因於有人接下了養育孩童的工作。 

換句話說，這表明對失去母親的孩童，會有其他親人提供養育的幫助。另一

個重要結論是，所有的研究均表示：除母親外，至少有一個親人同住於家戶中，

對孩童生存都是有益的。但是，親人是否都對孩童的生存有所幫助，則存在很大

差異。例如，只有外祖母（外婆）是對提高孩童生存有正向影響的，而內祖母（奶

奶）的影響卻不一定。父親和祖父一樣，影響很小或沒有影響，而大家庭有助於

女性成功養育下一代。2011 年 Sear 和 Coall 的研究進一步指出，共同養育和人

口轉型都被證實有助於兒童福祉。 

目前既有文獻普遍認為父母的存在對於通過影響物質和非物質資源分配的

方式來確定死亡至關重要。不僅過去如此，今日也是如此。Finlay 等人的最新研

究（2015）指出：坦桑尼亞的孕產婦死亡率對嬰兒和兒童死亡率有顯著影響。簡

言之，大多數研究指出在過去和現代社會中，母親對於孩童生存有其重要性（Van 

Poppel，2000）。然而，父親的重要性影響並不一致，似乎家庭結構和文化背景更

具影響力（Derosas＆Oris，2002）。 

其他家庭成員有時會產生影響，有時則不會產生影響。那麼，我們如何才能

最好地預測某些家庭成員將對嬰兒死亡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這些問題的答案

不僅是家庭中特定親屬的人口學問題，而且還與家庭制度密切相關。最好將這些

家庭系統視為特定地區的主要家庭類型，並通過核心家庭和親屬規範、價值觀、

實踐行為來呈現在這個家庭系統（Reher，1998；Todd＆Garrioch，1985）。而且，

價值觀和社會結構決定了權力結構，家庭策略以及在社區及其周圍環境的某些限

制內，同時在文化上可以接受範圍內選擇（Das Gupta，1997）。 



 

2 

本研究「20 世紀初期台灣客家育兒習俗與祖母理論之初探」旨在探討客家

祖母存殁與嬰兒存活間的關係。家庭結構和組成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主要是因為兩者都對社會不平等產生巨大的影響，家庭結構和組成決定家戶中誰

是有用的、誰是文化上或社會上的責任承擔者，如何在家庭中進行資源分配，以

及家庭成員彼此間如何互動。由於政府和其他慈善機構對人民的生活福祉只是次

要的輔助者，一個運作良好的家庭才是決定個人生存機會的主要關鍵，我們可以

運用史料上的個人資料予以驗證。更重要的是，運作良好的家庭被認為是影響嬰

幼兒存活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孩子是完全依賴於其家庭成員提供的物質和非物

質資源。 

本研究運用「台灣歷史戶口調查簿資料庫」獲得 1905-1944 年的人口數據。

在本研究中，我們考慮祖父母是否對孩子生存風險具有同等影響的問題，且祖父

母二人都對兒童死亡率有影響嗎？與單親家庭有關的男女嬰兒死亡率是否存在

任何生物學上的不利條件？此外，區域差異，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母親的生育

年齡，孩子的性別以及出生序將被視為觀察因素。本研究試圖整合前期研究成果，

探討社會分層、族群差異及其與近代社會階級結構之間的串聯，並進一步分析祖

母存殁對孩童存活的影響。本研究計畫將從戶口調查簿檔案中的個人從業項目，

進行個人社會分層的研究，窺探家戶所處的外在社會環境以及家庭結構等因素，

包括：父母和祖父母的存歿情形、家庭規模大小、出生排行、手足的性別組成、

出生時家庭的社經地位等等，對於嬰兒存活的影響效果。 

 

第二節 研究方法 

台灣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簿資料記載了個人資料與生命事件，成為我們研究

臺灣歷史人口的重要文獻，本研究將以「臺灣歷史戶口調查簿資料庫」做為分析

依據，探討客家祖母存殁與嬰兒死亡風險的關係。本計畫以文獻分析、Cox 模型

為主要研究方法。文獻蒐集及彙整方面，主要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為蒐集近年

來客家育兒相關研究，以瞭解客家育兒習俗的相關基礎資料；第二部份為峨眉、

竹北、北埔和淡水、大稻埕、艋舺之家戶組成與嬰兒死亡率相關文獻之蒐集，將

作為研判祖母存殁與嬰兒存活關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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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文獻回顧 

過去，從統計學上很難證明那些有祖父母幫忙的孩童比那些沒有得到幫忙的

孩童好。此， Sear 和 Mace 指出在父系社會裡，基於親緣關係而有不同的優待

投資，祖母對女兒的孩子，投資最大，亦即外祖母更常參與照顧小孩，但祖父母

的影響往往因家庭財富而有所不同。但在貧窮社會中，這個幫助的正向影響被抑

制。而在富有且工業化環境中社會，則會顯現出祖母對孫輩的積極影響，但也並

非總是如此。在他們的研究中，兒童幸福感通常由生存以外的因素來衡量，英國、

美國和智利的研究表明，祖父母的照顧對兒童健康有負面影響，導致肥胖的可能

性更大，表明與祖母假說之間的不符。（Sear and Mace 2008） 

 

第二節 研究區域之歷史發展背景 

1. 竹北 

日治時期大正九年（1920），政府將部分竹北一堡與竹北二堡合併、定制為

新竹郡舊港庄。（篠原哲次郎，1932）舊港庄相當重視庄內清潔工作，是當時「模

範衛生部落」。（菅野秀雄，1938）昭和 16 年（1941）政府為擴展新竹成為「工

業都市」，將一部份六家庄，予舊港庄合併為竹北庄。（竹北鄉公所網站） 

2. 北埔 

北埔位於現今新竹東南隅。屬盆地地形，四面為丘陵環繞，中央由月眉溪貫

穿。透過《新竹州沿革史》所載的總人口動態變化，北埔總人口數成長呈現幾近

持平，甚至有上下浮動的傾向。（菅野秀雄，1938）  

3. 峨眉 

位置緊鄰寶山與北埔，多小山而少平坦的破碎地形，僅由月眉溪所沖刷平原，

適合農耕，因呈半月形又形如眉毛，故稱「月眉」。（臺灣總督官房臨時國勢調查

部，1932）  

4. 艋舺 

艋舺為凱達格蘭族語獨木舟之漢音，因該區瀕河一帶有獨木舟停靠，故以艋

舺命名。艋舺的興盛與郊商進出口貿易密不可分，出口以大菁與米為重要，進口

則是以布帛、陶瓷器為大宗。（林嘉琪、楊文山、褚齡霙、黃湘楨、郭曜軒，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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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稻埕 

大稻埕地名之由來與其經濟活動有關，該地因有大片曬稻之廣場而得名。大

稻埕之興盛與淡水開港息息相關。（林嘉琪、楊文山、褚齡霙、黃湘楨、郭曜軒，

2017） 

6. 淡水 

淡水古稱滬尾，淡水一名正式成為行政區域的名稱始於 1723 年，因朱一貴

事件之後的行政區域調整。人口的部分，由於一直是臺灣北部重要的通商口岸，

人口在二戰以前一直呈現正成長的情形。（張家麟、卓克華，2013） 

 

第三章 研究成果 

本研究成果分成二大部分，其一為育兒習俗的質性研究成果；其二為「祖母

假說的量化驗證結果」。 

 

第一節 客家育兒習俗 

我們共進行 3 次客家訪談，爾後運用文史爬梳，統整客家育兒習俗，禮俗或

與閩南相似，偶有使用器物不同，以各地自產為主，故客家育兒有其特色，滿週

歲前的禮俗參考新北市客家民俗信仰館、壹讀、人間福報、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

發展中心台灣客家文化館等網站。除無形的客家育兒文化，接著以 24 個表單書

寫有形的客家育兒物件。 

 

第二節 「祖母假說」驗證 

 

本研究為了解客家地區兒童死亡風險與「祖母假說」之間的關聯，我們僅選

擇在當地出生，登記並居住在其原籍家庭中的嬰兒，直到死亡或 5 歲生日，以先

到者為準。若沒有這一條件，我們就無法分析兒童死亡風險與家戶組成間的關係。

在本研究中必須忽略被收養者，但是鑑於收養的頻率，我們建議關於被收養孩子

的死亡風險與家戶組成值得另行單獨研究。最終，本研究總孩童人數有 25,208 人

出生和 4,566 人死亡。以性別區分，則有 1,2689 男童出生和 2,509 男童死亡；有

12,519 女童出生和 2,057 女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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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6 為 0-5 歲的孩童死亡風險分析，表中呈現男童的死亡風險較女童高且

顯著，母不在或父不在的因素相較於有父、有母者，也都達到顯著死亡風險。唯

在祖父母變項上，並未驗證「祖母假說」，反之，有外祖母在的孩童，其死亡風

險較沒有外祖母的孩童高。是否有大 10 歲以上的手足並未是影響孩童死亡風險

的因素，但若有兄姐於 1 歲前死亡，則該孩童的死亡風險較高，是一顯著因素。

相較於生育間隔多於 16 個月的孩童，生育間隔少於 16 個月亦是造成較高死亡風

險的顯著因素。關於家戶社經地位的影響則較多變，相較於無技術家戶的孩童，

菁英家戶的孩童死亡風險較高，然而白領階層家戶和農夫家戶的孩童則死亡風險

較低。在這個模型裡，母親的生育年齡和孩童出生時的身份別（婚生子、非婚生

子）並不是顯著影響死亡風險的因素。 

 

第四章 研究發現與討論 

本文旨在討論 20 世紀初期台灣客家育兒習俗與祖母假說之研究，並以新竹

（竹北、北埔、峨眉）和臺北（淡水、大稻埕、艋舺）的 6 個研究點進行區域

與族群因素之比較研究。本研究發現，客家育兒習俗雖與閩南育兒習俗有相似

處，但仍有其特殊性，多與居住場域和經濟行為有關。我們以 0-5 歲的孩童存

殁與家戶組成驗證祖母假說。總結來說，我們研究結果並沒有支持「祖母假說」。

數據分析僅能提供一個社會現象的樣貌，何以形成及如何因應則有待回到文獻

分析與田野調查的質化研究。此外，單親家庭對嬰兒死亡風險具有重要影響力，

唯表 2 無法呈現單親爸爸或單親媽媽在嬰兒死亡風險上的影響，且外文文獻對

於此議題之討論豐碩，值得另文一併討論與解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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