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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問題與人口政策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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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副教授 

 

台灣人口的淨繁殖率自 1984 年開始低於替換水準，雖然人口衰退與人口老化已成為

不可避免的趨勢，但爾後的 20 年間，總生育率一直維持在 1.75 左右，人口問題並未引起

太多關注。然而 90 年代後期開始，總生育率產生另一波下跌，至 2004 年時已降至 1.18，
下降的速度與幅度遠超過預期，政府開始積極正視人口衰退與人口老化所可能帶來的衝

擊，並計劃於 2005 年三月提出新的「人口政策白皮書」以為因應。此一時程規劃因為諸

多因素而一再延後，至 2005 年底「人口政策白皮書」才草擬完成，但輔一曝光就因各界

反應不佳而遭喊停。行政院乃又重新組織了一個人口政策諮詢顧問小組，希望先行溯源擬

出一個符合新世紀需求的「人口政策綱領」，再據此提出完整的「人口政策白皮書」，新的

政策綱領於 2006 年三月間完成。 

社團法人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簡稱婦全會）為了宣導「人口政策綱領」的精

神，同時蒐集更多元的民間意見以提供下一階段擬定「人口政策白皮書」之參考，乃於今

年四月 27-28 日舉辨一場「解讀人口政策婦女研習營」，其中主題之一為「從人口學角度

談人口政策綱領」，由我負責報告。我的口頭報告主要是介紹 1920 年代以來台灣人口變遷

的原因與結果，以及晚近新興的人口現象，但書面資料則是介紹世界各國的人口政策，以

及聯合國在人口政策上扮演的角色。提供這樣的資料是因為有關台灣人口變遷的原因與結

果之文獻已相當豐富，雖然民眾仍受一般教科書與媒體誤導而有許多似是而非的觀念，欲

找到合理的論述卻不困難；但有人口問題不一定就非有「人口政策」不可，就算要有人口

政策則內容如何也有許多爭論，這方面的討論就比較少了。該文並未直接處理各國人口政

策的細節，而是側重於世界人口問題與人口政策的發展歷史，我們希望從這個角度切入，

能使得台灣人口政策的討論有更宏觀的視野，以下即為該書面資料內容。 

一、人口「問題」的變化與人口政策 

從十七世紀後期開始，全球的人口數量再也沒有減少過，歐洲則於整個十八世紀期

間穩定地成長，到了十八世紀末，有些人開始擔憂人口成長可能引發問題。1798 年馬爾

薩斯（Thomas R. Malthus）發表人口論（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嚴

謹且深入地分析人口與糧食之間的關係，使得人口成長至少在討論層次上形成一個「問

題」。十九世紀歐洲的人口數量仍持續增加，只是糧食增加速度更快，因而瓦解了馬爾薩

斯的預言，人口成長不再是個威脅。然而十九世紀晚期，歐洲的生育率開始下跌，由於當

時的人力等於國力，所以各國政府相當憂慮人口衰退對國家發展的影響，尤其是法國於

1870-1871 年的普法戰爭吃了敗仗之後，法國政府對於德、法之間的人口數量差距更是耿

耿於懷，也因此「鼓勵生育」（pro-natalist model）從一百多年前就是法國政府的重要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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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於實際措施上則有生育宣導、生育補助等方案，並對生育控制（避孕與人工流產）有

較嚴格的規範。 

到了二十世紀初期，歐洲其他國家也陸續成立各種人口委員會討論人口衰退的問

題，但大部分國家並未像法國一樣，企圖改變人口變遷方向，而是討論如何因應人口變遷，

其中瑞典以自願性親職原則（principle of voluntary parenthood）設立各種友善生育的措

施，但並不特別宣導鼓勵生育，對於避孕與人工流產的規範也都較為寬鬆，而成為法國之

外的另一個典範，並為北歐其他諸國所學習。至於德國、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家，除了關

心國力發展之外，對於生育率下跌所蘊含的傳統家庭價值式微也甚為憂慮，因此政府致力

於恢復舊有的家庭典範、表揚模範家庭等工作，對於生育控制同樣嚴格規範，但這些措施

後來與納粹強調「人口品質」的優生（eugenic）政策掛鉤，使得「人口政策」爾後在這

幾個國家成為敏感議題，政府雖然關心人口問題，卻不直接干預人口變遷的方向，也不再

輕易使用「人口政策」一詞。 

歐洲與北美各國於十九世紀末開始產生的生育率下跌現象，到二次大戰期間停止下

來，戰後甚至於有「嬰兒潮」（Baby Boom）產生，人口衰退的「危機」暫告解除。另一

方面，開發中國家的生育率仍甚少變化，但促成死亡率下跌的因素（如公共衛生的改善、

預防醫學的發展）於戰後直接從已開發國家移植過來，死亡率乃快速下跌，中南美洲與亞

洲各國人口急速成長，因而有全球「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之議，人口與自

然資源的平衡問題再次受到矚目。鑒於人口「問題」將日益嚴重，美國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feller 3rd）在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贊助下，

於 1952 年成立人口委員會（The Population Council），目的在於協助世界各國政府與民

間，了解自己國家的人口問題，並籌思解決之道。爾後其立即於 1953 年資助國際人口研

究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IUSSP），協助聯合國

於 1954 年在羅馬舉辦第一次世界人口會議（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Conference），並於 1955 年協助印度政府建立世界第一個家庭計畫，進行節制生育工作。

從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末期，人口委員會的家庭計畫「指導」幾乎遍及中南美洲與亞洲

各國，並逐漸深入非洲地區，台灣也在該人口委員會的指導下，於 1961 年在台中實施「家

庭計畫實驗」，後於 1964 年全面推行家庭計畫，以節制生育、控制台灣的人口成長。（The 
Population Council, 2005） 

70 年代期間歐美國家嬰兒潮消退，「人口爆炸」成為開發中與未開發國家、而不是

全球性的問題，聯合國於 1974 年在 Bucharest 舉行第三次世界人口會議時，137 個國家共

識決通過「世界人口行動計畫」（the World Population Plan for Action），該計畫中定義

人口政策（population polices）為 

涵蓋一切與生育、死亡、國內遷移與人口分布、以及國際遷移等人口變項有關

的社會與經濟政策 1 

                                                 
1 其原文為 population policies were defined in terms of all policies and programmes—including soc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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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評估時則分為五大面向，分別為 (1) 人口數量與成長率、(2) 生育率與家庭計畫、(3) 
健康與死亡率、(4) 境內遷移與人口分布、(5) 國際移民。各國將依行動計畫所列原則，

於國內積極推動符合國情的人口政策，並自 1976 年開始匯報前述五項人口政策資料予聯

合國刊布「全球人口政策評估與現況」（Global Review and Inventory of Population Policies）
報告書。70 年代中期以後，西歐與北歐的生育率陸續降到替代水準以下，人口勢必產生

負成長，開發中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的人口成長卻加速發展，洲際的人口數量消長愈來愈

明顯。1950 年代，歐洲與北美的人口數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將近三成（28.54％），非洲與亞

洲則為 64.31％，而估計到 2050 年時，歐洲與北美的人口佔全球人口的比例將只有 12.02
％，非洲與亞洲則達 78.83％（United Nations, 2004）。所以已開發國家除了關懷本身的

人口衰退問題之外，也督促其他國家更進一步貫徹家庭計畫以抑制人口成長的速度。1994
年於開羅舉行的「世界人口與發展會議」就決議：由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的人口處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負責，加強檢視與

推動各國的人口政策，並定期刊布「世界人口政策」（World Population Policies）報告，

其內容包括各國政府對前述五個評估面向的知覺（滿不滿意），以及是否建立有關的具體

政策。 

已開發國家生育率低於替換水準除了使得人口總量減少之外，人口年齡結構老化是

另一個重要問題，各國政府紛紛成立各式委員會關切此一現象。雖然關切人口老化，但由

於人口結構與經濟成長的關係始終沒有明確答案，因此除了法國、希臘與盧森堡以外，其

他各國政府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並沒有激進、明言的獎勵生育措施，或設立具體的生育率

目標水準，而多強調建立友善的生育環境與能夠因應未來人口結構變化的社會政策。友善

生育環境的措施可分為四大類：(1) 現金給付（如家庭津貼、家庭扶助、稅式支出等），(2) 
工作相關給付（如產假、親職假），(3) 托育服務，(4) 節育與人工流產規範。其實法國也

具備此等方案，只是在瑞典等國裡，這些措施無負擔提升生育率的任務，也不會以生育率

的高低做為評估成效的準則。但這樣的原則在新世紀後已開始改變，因為超低生育率沒有

回升的跡象，甚至可能進一步下跌，人口老化問題比原先的預期更為嚴峻。過去對於生育

水準「不干預」的日本、澳洲與奧地利，均改絃易轍積極提升生育率或盡力維持既有的生

育水準，而德國、義大利與西班牙等國的生育率雖然幾乎是歐洲最低的水準，但因其法西

斯的歷史殷鑑，仍然對生育率不加干涉，只是高度關心生育率與人口年齡結構的發展方向。 

二、因應台灣人口變遷趨勢之考量 

我們回顧全球人口政策發展的歷史，是希望能夠從中思考因應台灣人口變遷趨勢的

策略。從人口問題到因應對策，有兩個重要的問題需要釐清與討論。首先是人口「問題」

的內容是什麼？其次是對人口問題之因應是要設立蘊含具體人口目標的人口政策，或是任

由人口變遷自然發展，而以社會政策來因應人口變遷的挑戰。 

                                                                                                                                               
economic policies—concerned with the major population variables: fertility, mortality, internal migration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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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薩斯預言失敗，表示人口成長是否過快要相對於其他條件來看，而已開發國家

一方面焦急自己的人口負成長，另一方面憂慮其他「落後」國家的人口成長率過高，表示

人口減少或增加都可以是「問題」，自然也就不是問題的重點。那重點是什麼？對已開發

國家來說，他們擔心的是生育率長期下跌所導致的人口老化；對開發中國家來說，他們擔

心的是嬰幼兒死亡率快速下跌但生育率卻未跟隨下跌所導致的人口幼年化。換句話說，人

口結構（各類人口的相對數量）的變遷才是人口問題的核心。前述老化與幼年化指涉的是

年齡結構，台灣則還有性別結構（如出生時性比例）的問題。人口結構強調的是各類人口

的相對「數量」，人口問題的另一面向則是人口「品質」，過往納粹政府的「優生」政策是

人類歷史上慘痛的一頁，因此聯合國對於人口品質一事小心翼翼地將其規範在人口健康層

面上，具體的指標就是全體人口的平均餘命以及母親及幼兒的死亡率。除此之外，國際移

民（包括勞動移民與婚姻移民）是台灣新興的人口現象，也需要給予高度的關注；事實上，

國際移民的人口問題仍在其「數量」與「品質」上，但其經常蘊含獨特的爭議點而必須給

予特別的處理。 

關於第二個問題，法國與瑞典恰是兩個不同的範例。法國的特立獨行有其歷史背景

與社會條件：法國政府主導人口變遷是一項「傳統」，政府並不認為獎勵生育侵犯人民的

選擇自由，反而是協助人們完成生育期望、擴大其生育自由；雖然獎勵生育的成本昂貴，

但政府認為這樣的措施有效且值得；最後，民眾也普遍支持此一做法（Gauthier, 1996）。

瑞典的友善生育環境則建立在高稅賦上，1950 年時，其總稅賦負擔（包含直接稅、間接稅

與社會安全捐）為 GDP 的 21％，1980 年已達 50％，爾後則維持於 50％至 55％之間

（Skatteverket, 2006)。台灣沒有法國的歷史條件，恐怕也難接受像瑞典一樣的高稅賦成長，

但台灣目前的生育水準又遠較法國、瑞典為低，且達到此一超低水準的時間相較於其他國

家非常短暫（如下圖），則台灣的人口問題將更為嚴峻，任其發展所導致的結果恐怕不是

我們所能承擔的，因此雙管齊下可能是必須採取的策略，只是「友善」與「政策干預」的

幅度較小。 

 

圖一、各國總生育率（每位婦女所生子女數）的變遷，187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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