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榮民壽命與國人比較之研析 
摘要： 
  觀察二群體何者比較長壽，常會有時間、人力、經費、人口結構及如何比

較相對公平等問題。本研究利用一些標準的政府統計作業方式，從數據來深入

研究分析榮民是否真的比一般國人長壽。而藉由長期及大量數據的客觀比較結

果，驗證發現榮民確實是比同年齡一般國人要較為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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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長命百歲」不僅僅只是一句祝福吉祥話，也是絕大多數人共同的願望，

隨著生活水準提升及醫療科技越進步，如何能活得更加長壽，活得更為健康已

是各界關注議題。印象中，在國內一提到榮民，感覺上無論是在照片、影片中

或是在榮民醫院看診者，腦海中呈現的畫面大多是年齡很大的老人，難道榮民

真的比一般國人要來得長壽嗎？ 
  判斷二個群體何者比較長壽，最常使用的簡單方式，就是比較各自的 0 歲

者平均餘命(或稱平均壽命)，不過要成為榮民(服役滿 10 年後退役者)可能都已

是 40 歲以後了，並無 0 歲者平均餘命可供運用。另一方式是等所有人都死亡

後，將全部死者死亡時的年齡予以加總，再除以所有觀察的人數，亦即利用所

有死亡者的平均死亡年齡來判別；不過這種作業方式亦會有缺點存在，第一個

問題是如果要等到每個人都亡故了，才能計算出平均壽命，那麼每一次幾乎都

要花 100 年以上的時間觀察且直到所有人亡故，才能進行計算；第二個問題是

每天都有人出生，也都有人亡故，那那些人要算、那些人不算呢？第三，不同

國家(地區)或屬性的人，也可能因為比較當時人口年齡結構不一樣而造成比較

上產生不公平現象。 
  幸好，這些問題均可透過一些標準的政府統計作業方式及應用長期觀察所

獲取之資訊加以解決，本文即利用這些統計方法及相關統計指標，從數據來深

入研究分析榮民是否真的比一般國人長壽。 

貳、存活年數與平均餘命 

  目前在研析人口壽命議題上，主要是藉由存活年數及平均餘命來探討，而

存活年數是推算平均餘命的基礎。所謂存活年數係指從某個時點開始，推算每

人未來尚可活著的年數，在實際操作上，通常是依各單一年齡別人口之死亡率

來推算一群人的存活年數。例如假設一開始 0 歲者有 10 萬人，將此 10 萬人乘

以 0 歲者的死亡率，就可以估算這些 0 歲者能活到 1 歲的有多少人，如果有 K



人存活，則這些人從 0 歲至 1 歲就存活了 K 年；如此再活至 2 歲、3 歲、4
歲……遞延計算存活年數，至所有人均死亡後，加總 0 歲者活至各歲之存活年

數為總存活年數，再除以當初的 10 萬人，即可得到 0 歲者的平均餘命。 
  事實上，任何單一年齡如 15 歲或 49 歲等的平均餘命都可從上述方法中，

由活到未來歲數的存活年數推估而得，因此要比較不同國家(地區)或不同屬性

的人口長壽情況，就可用各年齡別平均餘命比較，不過由於不同年齡別平均餘

命可能會有不同，故國際上才常採用 0 歲者的平均餘命(特別稱為平均壽命)來
進行比較。 

參、榮民壽命與一般國人比較 

  所謂榮民是必須要服志願役滿十年以上之退役官兵，才能享有榮民資格，

因此這些退役官兵退伍時通常都已經超過 40 歲了，除無 0 歲者平均餘命外，如

果透過 40 歲以後各年齡別平均餘命與一般國人差異來比較何者較為長壽，又可

能發生前述不同年齡別平均餘命可能會有不同的問題，況且平均餘命推算又主

要基於最近一年各年齡別的死亡率，僅使用一年死亡率又恐周延性不足。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稱輔導會)自民國 85 年起即開始建立退除

役官兵基本資料數位化資料庫，自 85 年以後資料建檔相對較為健全，故本研究

嘗試藉由長期觀察 40 歲以上榮民與一般國人 85 至 106 年實際發生及 107 年以

後利用最新死亡率所推估之尚可存活年數，來比較何者存活年數較長或者亦可

說是較為長壽。 
附圖 平均存活年數計算方式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繪製。 

 

一、實際已存活年數 

  經統計 85 年底 40 歲以上榮民共有 47 萬 5,827 人，經過 21 年到 106 年

底，還有 17 萬餘人存活，這些人都已存活了 21 年；至於其他較早亡故的榮

民，則存活不到 21 年。因此將這些 40 歲以上各年齡層榮民在這 21 年的存活年

數加總並除以 85 年底榮民總人數，即可求得這些榮民平均存活了 13.99 年(附
圖)。若再觀察 40 歲以上一般國人情況，由於榮民中男性占比高達 98.2%，因



此分析上為求一致，僅以 40 歲以以男性一般國人來進行比較，依內政部資料，

同樣以 85 年底男性 40 歲以上國人共計 361 萬 6,616 人為基底，透過各年齡別

及各年死亡人數，則亦可計算出在這 21 年中 40 歲以上一般男性國人平均存活

了 16.52 年。 
  初步來看，似乎榮民平均存活年數少了 2.53 歲較男性國人壽命較短，其實

這是因為二者年齡結構不同用以計算平均存活年數所造成，榮民人口中以 65 歲

以上老年人居多，高達 70%，而男性國人老年人口卻僅占 25.52%，由於老年人

口存活年數原本就較少，故觀察到榮民存活年數較低是合理現象，而為了改善

這種人口結構造成比較上不公平結果，我們將榮民人口年齡結構予以標準化，

調整成與男性國人人口結構一致再去計算平均存活年數，標準化結果榮民平均

存活年數為 17.20 年，反而較男性國人多活 0.68 年。 

二、推估可存活年數 

  除了 85 年至 106 年實際已可觀察計算之存活年數外，我們再利用最新 106
年榮民與一般男性國人 61 歲以上各年齡別死亡率，進而推算原 85 年納入分析

比較的這二群人，至 106 年底仍存活者未來尚可存活多少年。研究結果，以 85
年為基底，合計實際已發生數據及未來尚可存活年數，並且經男性國人結構標

準化後，榮民平均可存活年數為 26.69 年，較男性 40 歲以上國人的 24.53 年高

出 2.16 年(表 1)，藉此長期及大量數據的客觀比較分析，應可說明榮民確實是

比同年齡一般國人要較為長壽。 
表 1 榮民平均可存活年數─以 85 年為基準

 
 

肆、各屬性榮民間壽命比較 

一、實際已存活年數 

  為了能夠合理比較不同屬性榮民間之壽命，消除不同屬性榮民之年齡結構

對平均壽命估算之影響，故以全體榮民 85 年底年齡結構作為標準化基準，再作

不同屬性榮民間壽命之比較。 
  本研究比較不同性別、退除給與別、退伍軍階、軍種、單身有眷、是否住

榮家之榮民於實際觀察 21 年間之平均存活年數是否有差異。結果發現女性榮民

較男性榮民平均存活年數長，與一般學術研究之性別比較結果相同；領月退除

給與榮民較非領月退除給與榮民平均存活年數長，顯示每月有穩定收入之榮民

存活年數較長；退伍軍階越高，則存活年數越長，可能與每月穩定收入之多寡

單位：人；年

人數
平均可

存活年數

標準化

存活年數

與男性國人

差異

全體榮民 475,827 17.85       26.69       2.16               
男性國人 3,616,616 24.53      24.53      0.00
說　　明：1.以85年底40歲以上榮民/男性國人為計算基準。

　　　　　2.以男性國人85年底年齡結構作為標準化基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有關；有眷榮民較單身榮民平均存活年數長，亦與一般學術研究有無家人或朋

友之比較結果相同；非住榮家榮民較住榮家榮民平均存活年數長，主因進住榮

家的條件係 61 歲以上或因公傷殘退伍，是類人員身體狀況較不理想，日常生活

活動量表(ADLs)低於 90 分者在安養床約 10%、失能失智床約 50%所致；至於

不同軍種之榮民平均存活年數差異則不明顯。 
  經男性國人結構標準化後，除了住在榮家榮民之外，其他特性榮民於實際

觀察 21 年間之平均存活年數皆較男性國人長。 
表 2 各屬性榮民平均可存活年數─以 85 年為基準 

 
 
二、推估可存活年數 

  接著將實際已發生數據及未來尚可存活年數合計後再行比較，結果與未合

計前一致。經男性國人結構標準化後，女性榮民平均餘命 31.36 年，較男性榮

民 26.46 年高 4.9 年；領取月退除給與榮民 28.48 年，較非領月退除給與榮民

26.05 年高 2.43 年；將官退伍榮民 35.14 年，較士官兵退伍榮民 24.70 高 10.44

單位：人；年

人數
平均可

存活年數

標準化

存活年數

與男性國人

差異

按性別分

　男性 467,278 17.70 26.46 1.93
　女性 8,549 24.89 31.36 6.83

按退除給與別分

　月退除給與 186,830 17.27 28.48 3.95
　非月退除給與 288,997 18.23 26.05 1.52

按退伍軍階分

　將官 3,230 19.10 35.14 10.61
　校官 114,893 21.71 28.80 4.27
　尉官 97,788 19.33 27.25 2.72
　士官兵 259,916 15.64 24.70 0.17

按軍種別分

　陸軍 366,600 17.21 26.66 2.13
　海軍 49,202 19.83 26.32 1.79
　空軍 60,025 20.13 27.25 2.72

按單身有眷分

　單身 106,096 12.40 24.67 0.14
　有眷 369,731 19.37 26.88 2.35

按是否住榮家分

　住榮家 23,551 7.50 17.68 -6.85
　非住榮家 452,276 18.40 26.81 2.28
說　　明：1.以85年底40歲以上榮民/男性國人為計算基準。

　　　　　2.以男性國人85年底年齡結構作為標準化基準。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



年；有眷榮民 26.88 年，較單身榮民 24.67 年高 2.21 年；非住榮家榮民 26.81
年，較住榮家榮民 17.68 年高 9.13 年。其中除了住榮家榮民較男性國人少 6.85
年之外，其他特性榮民皆較男性國人高 0.14 至 10.61 年不等(表 2)。 

三、女性榮民與女性國人比較 

  若是將女性榮民與女性國人比較，經女性國人年齡結構標準化後，女性榮

民實際觀察 21 年間之平均存活年數較女性國人略低 0.35 歲，合計未來尚可存

活年數推估值後，則較女性國人略高 0.41 歲。 

伍、精進方向 

  本研究統計及估算全體榮民及不同屬性榮民之實際存活年數及平均餘命，

並經標準化後與男性國人比較，以較科學、較嚴謹之方法研究榮民是否較國人

長壽。未來尚可針對以下方向進行更為精進的研究： 

一、深入探討各種屬性間差異原因 

  本研究發現不同屬性榮民間，其實際存活年數及平均餘命亦有所差異。惟

僅能就一般常識及對業務之瞭解，初步猜測可能與月退除給與之多寡、身邊有

無家人、本身身體狀況好壞有關。至於有沒有其他重要的影響因素，可能需要

各種專業領域的專家來協助做更深入的研究。 

二、榮家與其他安養養護機構比較 

  本研究發現住榮家榮民之實際存活年數及平均餘命較其他榮民短，也較男

性國人短，除了身體健康因素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造成如此結果？如果有其

他類似的安養養護機構住民資料可以進行比較，或許可以有更多的發現，也可

以發現各機構的優勢與不足，互相參考討論，據以改進服務照顧品質。 

三、改變基底再進行第二次長期觀察 

  本研究係以 85 年底榮民為基準，進行約 20 年的長期觀察所獲得的分析結

果。過了 20 年後，原先觀察的 47 萬餘榮民已亡故大半，約僅剩不到四成存

活，未來將可考慮以 105 年底為基準，待又一個 20 年後，觀察新基準點的榮民

存活情形，並與 85 年底的情形比較，探討不同世代榮民的存活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