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議
第一日

程

2012 年 4 月 27 日（五）
第一會議室（第一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7 樓
報到

08:40-09:15

開幕式
大會主席：余清祥（臺灣人口學會理事長）
09:15-09:30
（15 分鐘） 貴賓致詞：
簡太郎（內政部政務次長）
唐揆（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Keynote Speech
主持人：余清祥（臺灣人口學會理事長）
09:30-10:10
Speaker: Dr. Graeme Hugo(ARC Australian Professorial Fellow and Professor of
（40 分鐘）
Geography,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Title: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 – Exploring the Linkages
10:10-10:30
（20 分鐘）

茶敘
Special Session: 移民與婚姻
主持人：謝立功（移民署署長）
發表人

評論人

蔡青龍(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
10:30-12:00 臺灣移民現況概說(張素紅)
教授)
（90 分鐘）
徐美(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教
Survival Analysis of Foreign Brides in Taiwan(洪文夏)
授)
Another Marriage Choice: A Study of Uxorilocal
Marriage in Taiwan,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aipei
謝穎慧(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
(urban) and Xinchu (rural), 1906-1944 (XingChen C.C.
Lin, YingChang Chuang ， WenShan Yang ， YuLin 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Huang)
午餐（用餐區:行政大樓 7 樓第一會議室）
12:00-13:20
（80 分鐘）
臺灣人口學會會員大會 12:00-13:00（地點：第五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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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atic Speech
主持人：余清祥（臺灣人口學會理事長）
13:25-14:15
（50 分鐘） Speaker: Dr. Monica Das Gupta
Title: China’s Bride Shortage and Upcoming Challenges for Elderly Men
評論人：林明仁(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第一會議室（第一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7 樓
Parallel Session 1 ： 婚姻、健康與壽命
主持人：姜蘭虹(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教授)
發表人

評論人

婚姻與就業對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男女有別嗎？ 汪淑娟(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
14:30-15:30 (黃靖殷、葉秀珍）
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60 分鐘）
Gender-specific prevalence of obesity among adults
翁慧卿(義守大學健康管理學
with poor sleep: Evidence from a Population-based
系教授)
Study in Taiwan (陳端容、關秉寅、林季平)
婚姻與死亡風險 : 保單設計的應用(王信忠、余清
祥)
15:30-15:45
（15 分鐘）

楊靜利(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
研究所副教授)

茶敘
Parallel Session 2: 人口結構與家庭
主持人：陳寬政(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系教授)
發表人

評論人

少子化時代多胞胎家戶社會經濟區位分析：以新竹 楊靜利(國立成功大學老年學
15:45-16:45
研究所副教授)
（60 分鐘） 縣市為例（劉千嘉、鍾明光）
手足結構對未來成就的影響：以工作或教育衡量？ 吳慧瑛(文化大學經濟學系教
（王信實）
授)
誰來養老人? NTA 方法對家庭內移轉的衡量(董安 鄭保志(國立中央大學經濟系
副教授)
琪、賴文心）
16:45-17:00
（15 分鐘）

茶敘
Parallel Session 3 : 人口行為與健康

17:00-18:20
（80 分鐘）

主持人：熊瑞梅(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發表人

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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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靜態行為及其與身體質量指數之關係（潘怜燕、 李采娟(中國醫藥大學生物
蔣仁槐、陳長暉、呂孟穎、洪百薰）
統計研究所教授)
丁志音(台灣大學公共衛生
「有看沒懂，有口難言」－健康素養的社會及地區之不
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平等(蔡慈儀 、李守義 、蔡憶文 、張苙雲)
教授)
飲食習性與生活習慣對心血管疾病醫療照護支出的影
蔡偉德(國立中央大學產業
響－竹東及朴子地區中老年人的實證研究（李靜宜
經濟研究所所長)
、李杰憲）
第二型糖尿病與第二型糖尿病移轉至第一型糖尿病之 傅瓊瑤(國立陽明大學公共
併發症分析(李珮慈、喬治華、莊聲和）
衛生學科暨研究所副教授)
晚宴(第一會議室旁)

18:30-21:00

第五會議室（第一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 7 樓
Parallel Session 4：人口遷徙、戶政與運輸
主持人：林季平(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發表人

評論人

紀俊臣(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
14:30-15:30 臺灣人口的移動與戶政關係之研究（林莉莉）
系敎授)
（60 分鐘）
台灣原住民族的風險認知之城鄉差異分析-以需求層 林季平(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
次與生活型態為基礎（何舒毅、陳志強）
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都市大眾捷運系統與人口變遷:高雄市之個案分析(汪 陳小紅(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
志忠、王俞翔)
系教授)
15:30-15:45
（15 分鐘）

茶敘
Parallel Session 5：人口勞動與婚育
主持人：陳小紅(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發表人

評論人

劉梅君(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
15:45-16:45 The Graying Labor Force in Taiwan（王儀登）
究所教授)
（60 分鐘）
工作經驗與婚育特性對台灣已婚婦女就業型態的影 徐美(國立台北大學經濟系教
響（羅予妦、葉秀珍）
授)
台灣與韓國世代生育率之初步比較（范維君、金斗燮 余清祥(國立政治大學統計系
、楊文山）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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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17:00
（15 分鐘）

茶敘
Parallel Session 6 : 人口研究方法及應用
主持人：林昭廷(國泰人壽副總經理、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博士)
發表人

評論人
黃泓智(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
死亡壓縮與延壽之研究（李明峰、余清祥）
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17:00-18:20 應用關聯性模型於配適與預測台灣人口死亡率之研 黃泓智(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
（80 分鐘） 究(詹芳書、黃婍)
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臺灣事故傷害對潛在生命、工作年數及社會經濟損 李隆安(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
失影響探討（林正祥、劉于琪）
研究所研究員)
人口死亡率預測: Lee-Carter 模型殘差修正法（葉淑 莊聲和(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
穎、黃鈺嵐、王信忠）
精算數學系副教授)
晚宴(第一會議室旁)

18:30-21:00

第二日

2012 年 4 月 28 日（六）
第 301 室（第二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3 樓
Parallel Session 7: 人口健康品質的社會與區域不平等(I)
主持人：陳端容(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人
口研究組組長)
發表人
評論人
不平等的天災：社會脆弱性與天災死亡的地區差異 李香潔(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
(葉高華 、鄧志松)
心助研究員)
09:15-10:35
（80 分鐘） 乾淨空氣何處尋？－空氣污染暴險之人口及地理不 溫在弘(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
均等分佈(龍世俊 、吳治達 、李崇睿)
源學系助理教授)
呼吸器依賴病患發生率的社會階層與城鄉不均等
李中一(國立成功大學公共衛
：誰用機器呼吸(陳麗光 、陳彥元 、盧信銘 、楊惟
生研究所教授)
智 、王榮德 、陳誠仁 、林明憲 、嚴元鴻)
台北市退化性失智症及帕金森氏症盛行率探討（蔡 曾能芳(真理大學統計與精算
孟霓、喬治華、莊聲和）
系助理教授)
10:35-10:50
（15 分鐘）

茶敘
Parallel Session 8: 人口健康品質的社會與區域不平等(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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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陳端容(臺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副教授、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人
口研究組組長)
發表人

評論人

葉克膜使用率長期趨勢之性別、職業和城市化的不 柯文哲(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
主任)
10:50-12:10 平等(陳彥元 、陳麗光 、楊惟智 、盧信銘)
（80 分鐘）
「雙重劣勢」的疾病模式？糖尿病病人生活品質的 溫在弘(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
社會與地理不平等(陳佳宜 、陳端容)
源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長期看護保險發生率研究(余清祥)

曾能芳(真理大學統計與精算
系助理教授)

台灣地區尿毒症死亡率推估（李欣怡、莊聲和、喬
王信忠(真理大學統計與精算
治華）
系助理教授)
12:10-13:25
（75 分鐘）

午餐（用餐區商學院三樓）
Parallel Session 9：人口健康與壽命(英文發表)
主持人：楊文山(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評論人
Life Expectancies at Older Ages in Destabilized
Populations: A Methodological Investigation with 楊文山(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
Application to Som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究所研究員)
Countries（Subrata Lahiri）
13:25-14:45 Can Sociology Provide an Explanation of Third World
（80 分鐘） Fertility Change? Implications for Taiwan’s Population 陳寬政(長庚大學醫務管理學
系教授)
Dynamics（Jeng-He Chen）
Population Growth, Unemployment, and Debt: Why is
黃芳玫(國立臺灣大學農業經
Equilibrium the Attractor ?（Hsieh Hsih-chia, Pei-Gin
濟系教授)
Hsieh, Thomas-sun Hsieh）
Impacts of Diseases: Lifetime Healthcare Expenditures
for Diabetes and Hypertension (Hsin-Ming Lu, Chiimin 蔡憶文(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
Hwu, Lynn Chu Huang, Chih-Cheng Hsu, Chi-Liang 利研究所副教授)
Chen, Jur-Shan Cheng, and Likwang Chen)
14:45-15:00
茶敘（請至逸仙樓第 101 室參加圓桌論壇及閉幕式）
（15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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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2 室（第二日）
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 3 樓
Parallel Session 7-1：避險與逆向房屋抵押貸款
主持人：黃泓智(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發表人

評論人

黃泓智(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
Coherent Mortality Modeling of Period and Cohort
09:15-10:15 Effects for a Group of Populations (葉俞昀、楊曉文) 理與保險學系教授）
（60 分鐘）
Mortality hedging with life settlements(王儷玲、蔡政 楊曉文（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
憲、謝明華)
融系教授）
A Curve-Fitting Approach of Modeling and Projecting
Mortality Rate Curves for Worldwide Cases (Weiyu 謝明華（國立政治大學風險管
Kuo、Chenghsien Tsai、Ko-Lun Kung 、Hsiao-Tzu 理與保險學系副教授）
Huang)
10:35-10:50
（15 分鐘）

茶敘

第 210 室（第二日）
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 2 樓
Parallel Session 10: 人口、健康與死亡風險
主持人：林正祥(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暨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發表人

評論人

自然增長率定為非線性函數值的人口模型研究
（殷富、蕭麗玉、甘依立、殷立德）

林正祥(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暨
財務金融學系教授)

09:15-10:35
李隆安(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
（80 分鐘） Modeling Outlier in mortality data: A spatial cluster
aspect（梁穎誼、余清祥）
研究所研究員)
全民健康保險實施對老年人口死亡率之影響: 台灣 許聖章(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經
地區縣市追蹤資料之實證研究（林坤峻、林億明） 濟系教授)
高齡死亡率的減速發展(陳寬政、董宜禎)
10:35-10:50
（15 分鐘）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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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曉文(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
融學系教授)

Parallel Session 11: 疾病與健康、醫療
主持人：孫得雄(婦幼協會理事長)
發表人

評論人

Transformative Interdisciplinary Elderly Happiness 黃玟娟(弘光科技大學老福系
Services within Decade(Ruey-Fa LIN)
助理教授)
10:50-12:10
（80 分鐘） 居家服務的金錢價值(曾妙慧)

成之約(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
究所教授)

台灣地區家庭消費支出影響因素及改善效益之研究 鄭清霞(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
（陳淑萍、李杰憲）
利學系副教授)
對全球人口健康的重構與反思：被忽略的疾病，被 鄧宗業(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
忽略的人口？(王偉鴻)
理研究所副教授)
12:10-13:25
（75 分鐘）

午餐（用餐區商學院三樓）
Parallel Session 12: 老人照護、健康與經濟
主持人：謝雨生(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
發表人

評論人

政府補助與成本結構之實證分析：台灣老人福利機 林億明(國立嘉義大學應用經
構之研究（楊忠城、傅鍾仁、陳重佑、游清士）
濟學系副教授)
13:25-14:45
我國少子化與高齡化對老人經濟安全影響之因應對 張金鶚(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
（80 分鐘）
策：反向抵押貸款的應用（鄭堯任）
系教授)
921 震災對健康與死亡風險的關聯（陳芝嘉、蔡偉 周穎政(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
德、余清祥）
理研究所教授)
從日本經驗談高齡者虐待防治（杜念慈）
14:45-15:00
（15 分鐘）

李世代(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
期照護研究所教授)

茶敘（請至逸仙樓第 101 室參加圓桌論壇及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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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論壇及閉幕式
第 101 室（第二日）
地點：政治大學逸仙樓 1 樓
圓桌論壇主題：長期照護人力的變遷與挑戰
主持人：余清祥（臺灣人口學會理事長）
15:00-16:15 與談人：(依筆畫順序)
（75 分鐘） 王雲東教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工作學系）
、李玉春教授(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研
究所)、李世代所長(台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研究所)、孫得雄教授(婦幼協會理
事長)
16:15-16:20
（5 分鐘）

閉幕式
主持人：余清祥（臺灣人口學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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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海報議程
展場
欄位

題目

參展人/單位

論文海報
1

風險社會下的糧食安全─燃料作物與糧食作物之間的關係

陳垣鈺

2

多重給付保險之精算模型建立

吳孟舟、喬治華、
莊聲和

3

多層多類分區密度之空間人口重分布模式

林美君

4

應用地理剖繪分析臺北地區連續住宅竊盜的距離遞減型態與錨
林俞君
點的空間預測

5

臺灣老人退休前後社會參與變化之性別差異

黃筱薇

6

修勻與小區域人口之研究

金碩

7

新移民婦女健康資訊需求及其使用動機、來源管道及資訊使用
林素真
行為分析：以高雄市新移民婦女觀點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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