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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殖健康問題的地理分佈模式 

 

本書選取了116個國家作為研究對像；選取的條件是人口必須超過一百萬。

這116個國家涵蓋開發中國家的98%。以2005年聯合國的推算，這116個國家的人

口如下： 
 
表 1.1              開發中國家的人口 
中國 13.22億 (1,322,273,000)

印度 10.96 億 (1,096,917,000)

亞洲其他國家（不計日本） 11.23 億 (1,123,870,000)

拉丁美洲 5.58億 (558,281,000)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家 6.93億 (693,901,000)

中東／北非 3.74億 (374,092,000)

中亞五個共和國 5.88億 (58,881,000)

三個高加索國家 1.6千萬(16,596,000)

其他開發中國家 5.24億( 5,244,811,000)

俄羅斯，烏克蘭和莫爾達瓦 1.93億 (193,594,000)

合計 54.38億 (5,438,405,000)

 

中國 34%

印度 28%

印尼 6%

巴西 5%

巴基斯坦 4%

孟加拉 4%

尼日利亞 3%

墨西哥 3%

越南 2%

伊朗 2%

菲律賓 2%

埃及 2%

土耳其 2%

泰國 2%

衣索比亞  2%

圖1.1a         最多人口的十五個開發中國家

 

中國 35%

印度 29%

越南 2%

孟加拉 4%

巴基斯坦 4%

印尼 6%

其他亞洲國家20%

圖1.2b 亞洲的人口

 



巴西 33%

墨西哥 19%

哥倫比亞 8%

阿根庭 7%

祕魯 5%

委內瑞拉 5%

其他拉丁美洲国家

23%

圖1.1c   拉丁美洲的人口

 

奈及利亞 19%

衣索比亞 11%

剛果 8%

南非 7%

坦尚尼亚 8%

肯亞 5%

烏干達 4%

加纳 3%

其他國家 37%

圖1.1d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家人口

 

圖1.1e   中東／北非的人口

埃及 20%

土耳其 20%

阿爾及利亞 9%

摩洛哥 9%

蘇丹 9%

伊拉克 6%

其他中東／北非國家

28%

 

 
以下的圖表是分娩，嬰兒和兒童死亡率和產婦死亡率。 

 

中國 25%

印度 21%

亞洲其他國家 23%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

家 13%

拉丁美洲 11%

中東／北非 7%

圖1.2a 地區人口分佈

 

中國 15%

印度 21%

亞洲其他國家 24%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

家 20%

拉丁美洲 12%

中東／北非 8%

圖1.2b   分娩

 



中國 25%

印度 16%

亞洲其他國家 21%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

家 15%

拉丁美洲 14%

中東／北非 10%

圖1.2c   接生分娩
中國 2%

印度 25%

亞洲其他國家 19%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

家 41%

拉丁美洲 9%

中東／北非 4%

圖1.2d       產婦死亡

中國 8%

印度 22%

亞洲其他國家 21%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

家 39%

拉丁美洲 4%

中東／北非 6%

圖1.2e 嬰兒死亡

中國 8%

印度 21%

亞洲其他國家 20%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

家 42%

拉丁美洲 4%

中東／北非 6%

圖1.2f 兒童死亡

 

 
 



第二章：過去採用避孕的趨勢 

 
採用避孕 

全球：1965 年只有 10%的夫婦採用避孕，2003 年是 60%。 
 

留意英語區和法語區的非洲國家的避孕情況有很大的分別。（圖 2.1a 和 2.1b） 
 

英語區的非洲國家

波札那

厄利垂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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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索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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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

史瓦濟蘭

坦尚尼亞

烏干達

尚比亞

辛巴威

圖2.1a

 

 

圖2.1b 法語區的非洲國家
貝寧

布吉納法索

蒲隆地

喀麥隆

中非

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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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

盧安達

塞內加爾

多哥  
 
 
 



圖2.1c 中美和加勒比區

哥斯大黎加

古巴

多明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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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地馬拉

海地

宏都拉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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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d 南美洲

巴西

哥倫比亞

厄瓜多爾

巴拉圭

秘魯

 

 

圖2.1e 中東／北非洲
阿爾及利亞

埃及

伊朗

伊拉克

約但

黎

科威特

巴嫩

摩洛哥

阿曼

蘇丹

阿拉伯聯合大公國

葉門

 

沙烏地阿拉伯

敘利亞

突尼西亞

土耳其



 

圖2.1f 東亞洲

中國大陸

中國香港

南韓

中國台灣

 

 

圖2.1g 東南亞

柬埔寨

印尼

寮國

馬來西亞

緬甸

菲律賓

新加坡

泰國

越南

 

 

孟加拉

印度

尼泊爾

巴基斯坦

斯理蘭卡

圖2.1h 南亞

 



避孕的方法 

因為避孕套和避孕丸需要持續供給，所以一勞永逸的結紮手術有顯著增加的

趨勢，但實際上每年接受結紮手術的人士數目在減少。 

 

總體來說，避孕丸和女性結紮手術是最普遍的避孕方法。有任何國家，避孕

套都不是最多人為了家庭計劃而採用的方法，但有幾個國家為了防預愛滋病，大

量增加發放。除了少數國家（包括中國），輸精管切除術並不普及。子宮環只是

在一些國家有重要性，但大多數國家不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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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阿爾及利亞圖2.2a

 
 

圖2.2b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孟加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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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c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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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d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中國大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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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e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哥倫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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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f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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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g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衣索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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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h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印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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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i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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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j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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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k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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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l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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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m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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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n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奈及利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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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o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巴基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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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p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菲律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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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q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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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r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坦尚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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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埋植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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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s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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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t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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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u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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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v 已婚婦女使用每種避孕方法的時間趨勢：辛巴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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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和總生育率的

表2.1顯示，許多開發中國家的避孕普及率有顯著上升，所以上升軌出現平

。要研究這現象， ；前兩次調查証明避孕普

但第三次調查卻証明升勢未能維持，出現平頂。因此研究集中檢視符

合這條件的52個開發中國家。 

套

道用藥

統方法

 
 
避孕普及 平頂 

頂令人摸不著頭腦 起碼要有三次調查

及率上升，



 

 

表 2.1                   地區的「平頂」數目

 可能的平頂數目 實際數目 百份比 

東亞和東南亞 32 0 - 

南亞 21 2 9.5 

拉丁美洲 49 1 .0 2

中東／北非 24 3  12.5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家 33 4 .1 12

全部地區 159 10 6.3 
 

圖2.3說明調查之間的避孕普及率大多有增加。有些國家的普及率已相當

， 家的 點低 升走勢沒 有 。撇 這

。如果避孕普及率的年增長是

於0.3%，即被視為平頂。 1說明 據可能 9個 ，但 有

6%）是屬實。這可以証明：平頂不常見於避孕普及率在25%至60%之間的國

高，不可能無止境上升 有些國 起步 ，上 有重 意義 除

兩者，研究集中避孕普及率在25%至60%之間的國家

低於或相等 表2. ，數 有15 平頂 只

10個（

家。 

圖2.3 普及率增加的年增加率 個調 段的增 ）

率

每一調查 的增加 （包 界增加點

短期性：差不多全部平頂都有一次調查期後消失；只有五個國家的 

平頂期維時超過兩次的連續調查期。 

複：平頂少有重 有五 家在 時期出現 次平  

性：有些平頂是 代和 的避 法交替 。即

避孕普及率沒有上升，也有這現像。 

（159 查時 加點

頻

時段 點數目 含分 ）
 

研究有以下的發現： 

 

不重 複。只 個國 不同 兩 頂。

 

平衡 因為現 傳統 孕方 使用 使 



 

平頂的成因 

化：項目的資金 或供 失。

目的避孕方法少：一 了現 戶群 有新客  

長期方法：如普及 持 給的 ，而供 源不 ，

就不能達到高普及水平。大多數高普及率的國家是以 

子宮環和／或結紮為主。 

一些非洲國家，愛滋病項目拉走了人力和資源。愛滋病蔓延， 

也削弱了衛生基 。

就是失敗：有些成 目把 足需 到最低， 有增 餘  

印尼是例子。 

只是很小。 

平頂為什麼不重覆？ 

這可能是由於項目主事人和贊助人受到刺激，加把勁扭轉劣勢。避孕普及率

持續上升，正好說明項目不斷完善，私營體系的激勵，和其他現代化的因素，例

 

印尼的個案 

印尼的避孕普及率已是相當高，不同的調查都顯示出近年出現平頂。 

➤項目弱 ，人才 給流  

➤項 旦滿足 有客 ，沒 戶。

➤缺少 率是倚賴 續供 方法 給來 穩定  

➤競爭：在

礎建設  

➤成功 功的項 未滿 求減 沒 長的 地。

➤調查錯誤：調查可能出錯，尤其是兩次調查相當接近，而其間的普及率增加 

 

如教育改善，更多女性就業，城市化和思想的改變。 

採
用
的
百
份
比

圖2.4 印尼：男女採用避孕的百份比（以不同調查排列）

人口及衛生調查系列

調查系列

 
 

 

項目對平頂的反應 

應從多方面入手。是要認真分析，究竟是那一地區，那一用家群出現平頂現

像，才能對症下藥。 

 



對平頂的總結 

；一般會啟動改善跟進。

察所得，一旦避孕普及率達到25%，一般會保持上升趨勢。高或低普及率會有

平頂

 

現代

理解以下的表 2.2，要小 的方便；

實際上許多被調查者對定義並不清楚，也不是一致。 

要是從政府取得避孕用品和方法。既然結紮和避孕丸是

最普

是全球的

3/5。

 
年齡，教育程度和居住地都影響避孕方法的選擇。年長的女性較常用長期性

 
調查所得的數據不足以說明隨著私營機構的興起並沒有減低政府作為主要

供給者的地位和需求。印尼和哥倫比亞的私營機構的成功是個別例子。 
 

平頂並不常見，少有重覆，少有在同一國家重覆出現

觀

，但理由不同。 

 
避孕方法的供給來源 

心分類的定義。列出的四種來源只是工作上

 
開發中國家的人口主

及的避孕方法，政府的深度參予是不足為奇。隨著避孕丸在 1960 年代大量

生產，價格下降，私營機構成為避孕丸的主要來源。 
 

子宮環是第三普及的方法。中國是最大市場，有 7 千萬名用家，

 

的方法，例如子宮環和結紮。 

表 2.2                    現代避孕方法的供給來源

  發放現代方法的  來源

  公營 私 療）營（醫 私營（其他） 其他 總計 

亞洲 
孟加拉 1999/2000 64.9 21.9 6.8 5.4 100 

柬埔寨 2000 45.5 24.0 24.6 2.5 100 

印度 1998/99  76.0 17.3 5.3 0.3  100 

印尼 2003 29.6 61.0 7.2 2.2  100 

尼泊爾 2001  79.4 7.7 7.3 4.8  100 

巴基斯坦 2001  54.1 9.5 32.1 4.3 100 

菲律賓 1998  72.0 26.4 1.3 0.1 100 

斯里蘭卡 1987  85.3 6.7 4.0 2.0 100 

泰國 1987  83.6 7.9 7.0 1.0 100 

越南 2002  74.8 23.9 0.2 1.2 100 



拉丁美洲 
玻利維亞 1998  41.5 55.8 0.7 0.7 100 

巴西 1996 43.1 54.1 1.1 0.7 100 

哥倫比亞 2000  27.4 69.4 - 2.3 100 

多明尼加 2002  34.8 26.3 33.1 5.7 99 

厄瓜多 1987  46.5 44.7 1.4 6.6 100 

薩爾瓦多 1985  88.8 3.3 6.4 1.4 100 

瓜地馬拉 1998/99  34.5 62.2 0.5 1.4 100 

海地 2000  24.1 30.4 28.2 16.9 100 

墨西哥 1987  61.7 14.3 21.8 1.9 100 

尼加拉瓜 2001  58.0 18.4 19.5 4.1 100 

巴拉圭 1990  18.7 18.5 58.1 4.2 100 

秘魯 2000 79.3 16.6 2.2 1.6 100 

千里達托巴哥 1987  38.4 23.3 36.9 0.6 100 

中東／北非 

埃及 2003  41.2 56.5 0.1 2.2 100 

約但 2002  43.3 56.5 - - 0.2  100 

摩洛哥 1995  62.6 37.1 0.2 0.2  100 

蘇丹 1990  58.1 13.1 26.2 2.0 100 

突尼西亞 1988  76.5 8.8 14.1 0.2 100 

土耳其 1998  55.8 42.2 0.7 0.7 100 

葉門 1987  49.4 47.5 - 0.2 100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家 

貝南 2001  45.5 23.4 26.7 3.2 100 

波札那 1988  94.2 3.5 1.3 0.3 100 

布吉納法索 1998/99  75.3 6.3 15.7 2.6 100 

蒲隆地 1987  86.7 1.2 9.3 2.8 100 

喀麥隆 1998  31.9 39.5 27.8 0.4 100 

中非 1994/95  49.3 31.7 13.2 2.5 100 

查德 1996/97 59.3 11.5 4.2 24.4 100 

象牙海岸 1998/99  30.8 35.8 28.6 3.6 100 

厄利垂亞 2002  58.6 19.6 0.0 21.8 100 

衣索比亞 2000  77.5 15.5 5.8  100 

加彭 2000  26.5 50.7 17.2 4.2 100 

迦納 1998  46.7 46.1 4.7 1.4 100 

幾內亞 1999  49.9 21.0 21.1 4.6 100 

肯雅 2003  45.8 41.0 11.7 1.6 100 



賴比瑞亞 1986  31.1 53.9 1.6 1.6 100 

馬達加斯加 1997 52.1 39.2 7.6 0.6 100 

馬拉威 2000  68.0 15.3 4.0 12.4 100 

馬利 2001 51.8 33.6 11.1 1.4 100 

茅利塔尼亞 2000/01  69.2 22.4 0.1 6.5 100 

莫三比克 1997 82.7 8.5 4.6 2.0 100 

納米比亞 2000  77.4 19.6 2.8 0.2 100 

尼日 1998  83.6 9.1 6.9 - 100 

奈及利亞 2003  34.2 53.4 10.8 10.8 100 

盧安達 2000  69.0 22.6 7.2 0.9 100 

塞內加爾 1997  68.3 21.1 9.1 0.7 100 

南非 1998  83.6 14.4 0.3 0.6 100 

坦尚尼亞 1999  67.2 21.8 10.4 0.1 100 

多哥 1998  48.0 14.8 35.8 0.2 100 

烏干達 2000/01  36.0 46.1 15.7 1.4 100 

尚比亞 2001/02 60.9 20.4 17.1 0.4 100 

辛巴威 1999  76.7 16.5 2.6 3.8 100 

中亞國家 

哈薩克 1999  89.5 6.9 - 2.5 100 

哈薩克 1997  96.9 0.6 1.1 0.3 100 

土庫曼 2000  98.5 1.0 0 0.2 100 

烏茲別克 1996  98.3 0.3 0.2 0.2 100 

高加索地區 

亞美尼亞 2000  88.2 3.0 - - 1.8 100 

*男性結紮和女性陰道方法沒有計算在內，因為一些調查取樣的數目太少。 

欄的總計不一定等於100，因為有些「不知道」或「缺」的答案不計算在內。 

資料來源：人口及衛生調查 

 



第三章：採用避孕的未來趨勢 

 
用的資料來源如下： 

育齡婦女人數 合國 口 （ ）

 
採用各種方法的比例：有關國家的現有調查資料 

國家 非 國 不 計算 例

（參見附錄 B

避孕的百  
算避孕普及 加，這和總生育率下降有關連。總生育率極高或極低的國

不會有 改變 度生 率 家變 最 從表 1 可見，

以下的國家，到 2020 年只會增加 4.4%；中度普及率（30—39%）的國

家會增加 %，而最高普及率（ 或以上）的國家沒有改變。 

本報告書利

：聯 的人 推算 2004  

回教 與 回教 家有 同的 比  
） 

 
推算採用 份比

推 率增

家，普及率

率在 10%
多大 。中 育 的國 化 大。 3. 普及

15.9 70%
 

圖3.1 避孕普及率與 率

避
孕
普
及
率

總生育率

 

總生育

 
表 3.1            根據開始水平推算普及率的增加    

2005 年的開始水平 2005 2010 2015 2020 從 2 到 年 加 

0-9% 7.3 8.0 9.5 11.7 4.4 

005 年 2020 的增

14.9 16.7 19.6 23.5 8.6 10-19% 

20-29% 25.4 28.5 32.8 37.6 12.3 

30-39% 33.9 38.1 43.8 49.7 15.9 

40-49% 44.8 48.5 52.6 56.3 11.5 

50-59% 56.6 59.3 62.4 65.2 8.6 

60-69% 64.8 66.3 67.6 68.4 3.6 

70+% 76.5 76.7 76.7 76.5 0.0 

 
留意圖 3.2a 和 3.2b 推算回教國家和非回教國家的方法組合的長期變化。 



 

圖3.2a 回教國家的方法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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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b 非回教國家的方法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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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採用避孕的總人數 
隨著人口增長，採用避孕的人數會急劇上升。5 年內，現時的 100 名女性由

107 名替代，15 年內則是 115 名（當然，國與國的情況不同）。 
 
表 3.2  已婚婦女，全部婦女、已婚避孕者和全部避孕者增加的百份比（%） 

 育齡（15 至 49 歲）

已婚婦女人數 

全部育齡（15 至 49 歲）

婦女人數 

已婚採用避孕

者的人數 

全部採用避

孕者的人數 

2005 - 2010  6.6 6.7 7.1 9.1 

2005 - 2015  11.6 11.8 13.2 16.3 

2005 - 2020  15.3 15.6 17.8 22.0 

增
加

%

圖3.3a           未來五年(2005至2010)採用避孕者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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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b           未來十五年(2005至2020)採用避孕者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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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全部避孕方法的採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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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孕方法的人數和百份比    從 2005 至 2020 年四個時段內，全部女性採用避

2005 年的採用者人數(以千人計) 

地區 總數 女性 

結紮 

避孕丸 注射劑 子宮環 避孕套 陰道男性 

結紮 用藥 

任何傳

統方法 

亞洲 444,695 191,181 33,084 39,358 19,856 107,028 21,395 220 32,572

拉丁美洲 72,639  30,624 1,735 14,600 3,612 7,946 4,844  265  9,013

中東／北非 30,406  2,266 45 7,287 1,223 10,000 1,882  272  7,430

撤哈拉以南非洲 35,498  3,953 260 7,724 7,984 2,347 2,431  250  10,550

中亞共和國 6,723  363 10 656 221 4,042 373  30  1,027

高加索 1,524  279 15 357 116 328 85  12  331

莫爾達瓦，俄羅

斯，烏克蘭 

26,761  

 

6,488 826 3,105 690 5,871 3,920  

 

210  

 

5,651

總和 61  235,154 35,97 73,087 33,7038,246 6 137,562 34,930 1,259 66,575

發放的百份比(2005年) 

地區 總數 女性 

結紮 

男性 

結紮 

注射劑避孕丸 子宮環 避孕套 陰道

用藥 

任何傳

統方法 

100 43.0 7.4 8.9 4.5 4.8 24.1 0.0 亞洲 7.3 

100 42.2 2.4 20.1 1 5.0 10.9 6.7 0.4 拉丁美洲 12.4 

非 100 7.5 0.1 24.0 4.0 6.2  32.9 0.9 中東／北 24.4 

100 11.1 0.7 21.8 22.5 撤哈拉以南非洲  6.6 6.8 0.7 29.7 

中亞共和國 100 5.4 0.2 9.8 3.3 60.1 5.5 3 0.4 15.3 

100 18.3 1.0 23.4 7.6 21.5 5.6 0.8 高加索 21.7 

莫爾達瓦，俄羅

斯，烏克蘭 

100 24.2 3.1 11.6 2.6 21.9 14.6 0.8 21.1 

總和 100 38.0 5.8 11.8 5.5 5.6 8 22.3 10.8 10.8 

在某年份的總數(以千人計) 

地區 總數 女性 男性 注射劑避孕丸 子宮環 避孕套 陰 任何傳道



結紮 結紮 用藥 統方法 

2005 618,246  235,154 35,976 73,087 33,703 137,562 34,930  1,259  66,575

2010 674,595  256,401 37,456 81,408 36,788 146,061 38,274  1,537  76,672

2015 71  9,142 273,040 37,904 88,758 39,679 151,018 41,143  1,804  85,798

2020 75  4,284 285,353 37,246 95,575 42,107 153,319 44,013  2,078  94,593

採用避孕者的增加百份比 

地區 總數 女性 

結紮 

男性 

結紮 

避孕丸 注射劑 子宮環 避孕套 陰道

用藥 

任何傳

統方法 

2005 至 2010 年 9.1 9.0 4.1 11.4 9.2 6.2 9.6 22.0 15.2 

2005 至 2015 年 16.3 16.1 5.4 21.4 17.7 9.8 17.8 43.3 28.9 

2005 至 2020 年 22.0 21.3 3.5 30.8 24.9 11.5 26.0 65.1 42.1 

孕用品的數量 
男女—年保護 算，但有所調整。每年的保護折算為15套避孕丸（不

套，因為有損耗），120個避 陰道栓劑 次注射劑。子宮環有

9年。 mbers of comm ies by 

r 2005-2020 a n Appendix T 7.a-d. 

 
，加 10%作為運輸費用，得出某類用品的成本。不包含

人力物力，也沒有計算通脹。報 用的成本如 每套避孕丸

射劑 96.5 美仙，避孕套 3.5 美仙，陰道栓劑 7.2 美仙，子宮環 57.6 美仙，女性

結紮

 
所需避

以 指數計

是每年13 孕套或 ，或4
效期平均為3年半，而男女結紮為 Nu odit

method fo re i ables A.

 

避孕用品的成本

以成本倍以所需數目

所耗的 告換 下： 24 美仙，

注

9.09 美元和男性結紮 4.95 美元。 
 
表 3.4 避孕用品的成本（以千美元計） 

 增加百份比 

地區 2005 2010 2015 2020 2005-2010 2005-2015 2005-2020 

中國 190, 193, 189, 177 1. (0332  657 661 ,471 7 .4) (6.8) 

印度 145,278  167,896 188,581 206,841 15.6 29.8 42.4 

亞洲其他 257, 282, 302 317 9.9 1 2291  694 ,364 ,716  7.5 3.5 

拉丁美洲 134,559  146,785 155,665 163,140 9.1 15.7 21.2 

中東／北非 49, 56, 63 69,328 14.4 2685  832 ,212  7.2 39.5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 83,065  103,543 130,669 163,725 24.7 57.3 97.1 

中亞共和國 6, 9, 10 12 34. 6688 004 ,869 ,060 6 2.5 80.3 

高加索 2,793 2,807 2,671 2,556 0.5 (4.3) (8.5) 

莫爾達瓦，俄羅斯 44, 40, 37 34 (7.6 (1，

烏克蘭 

103  753 ,109 ,835 ) 5.9) (21.0) 

總計 913,793  1,003,971 1,080,801 1,147,672 9.9 18.3 25.6 



 

圖3.5a 開發中國家每年的避孕用品需求：避孕丸套劑

以
千
計

 
 

圖3.5b
開發中國家每年的避孕用品需求：

避孕套( 劃用

以

家庭計 )

千
計

預防愛滋病的避孕套需求參見第七章  
 

以
千
計

圖3.5c 開發中國家每年的避孕用品需求：子宮環

 

 
 
 



以
千
計

圖3.5d 開發中國家每 用 注

 
 

年的避孕 品需求： 射劑

 



第四章：對避孕的需求 

 

區性的分別。推算包含的婦女是現在在世，

以推算應該是準確的。 

 

國成為最大人口增長國。 

亞洲其他國家：人口增多，婦女人數也增多，但生育會略減。 

的非洲國家：人口和生育會急劇增加。 

餘下的是前蘇聯的國家：只有幾個中亞共和國的婦女人數會增加， 
但高加索地區的人口會減得最少。 

 

開發中國家的婦女人數和已婚婦女人數在未來會增加，但生育數目不會同樣

增加。（參見附錄A.3和A.4）但這有地

所

中國：未來趨勢是人口減少，婦女人數減少，生育也減少。 

印度：人口增多，婦女人數也增多，但聯合國預測生育會減少。 

取代中

撤哈拉以南

拉丁美洲及中東／北非：婦女人數增加，但生育數目不會。 

從表4.1可見，除中國和前俄羅斯地區外，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未來的五年年

段，人口增加迅速，而且會維持如此。 

 

表4.1                 2005至2020年婦女、已婚婦女和生育增加的百份比 

            年齡在15至49歲的婦女人數增加百份比 

 2005至2010 2010至2015 2015至2020 2005至2020 

(6.0) 中國 1.7 (2.0) (5.7) ) 

印度 8.9 7.2 5.0 22.5 

22.9 6.8 5.7 22.9 亞洲其他 

拉丁美洲 6.3 4.5 3.5 15.0 

中東／北非 10.7 8.8 8.3 30.5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 12.4 12.6 12.8 42.7 

中亞共和國 6.2 3.1 3.3 13.1 

高加索 0.6 (4.5) (3.2) (6.9) 

莫爾達瓦，俄羅斯， (6.7) (8.1) (6.2) (19.6) 

烏克蘭 

全部地區 6.7 4.8 3.5 15.6 

年齡在15至49歲的已婚婦女人數增加百份比 

 2005至  2010 2010至2015 2015至2020 2005至2020 

1. (2.0) (5.7) (6.0) 中國 7 

印度 8.9 7.2 5.0 22.5 

洲其他 9.1 7.1 5.9 23.7 亞



拉丁美洲 6.3 4.5 3.5 15.0 

東／北非 10.7 8.9 8.3 30.5 中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 12.9 13.1 13.3 44.7 

中亞共和國 6.4 3.3 3.4 13.6 

高加索 0.6 (4.5) (3.2) (7.0) 

莫爾達瓦，俄羅斯，

烏克蘭 

(6.7) (8.1) (6.2) (19.6) 

全部地區 6.6 4.7 3.3 15.3 

             生育數目增加百份比 

 2005至2010 2010至2015 2015至2020 2005至2020 

中國 0.1 (1.5) (5.2) (6.5) 

印度 (1.2) (1.5) (3.1) (5.7) 

亞洲其他 1.4 (0.1) (1.9) (0.6) 

拉丁美洲 (1.8) (2.3) (2.8) (6.8) 

中東／北非 2.5 (0.1) (0.7) 1.8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 5.7 4.0 2.8 13.0 

中亞共和國 0.0 (3.3) (6.1) (9.2) 

高加索 2.1 0.4 (5.3) (2.8) 

莫爾達瓦，俄羅斯，

烏克蘭 

(0.2) (4.8) (9.1) (13.6) 

全部地區 1.4 0.1 (1.6) (0.1) 

 

從表4.2可見，印度的未來人口改變，影響最大。其他的開發中的大國人口

有加有減。 

 

表4.2          22個較大國家的每年生育數目和改變百份比（2005至2020年） 

 生育數目（以千計） 改變百份比 

 2005 2010 2015 2020 2005 

-2010 

2010 

-2015 

2015 

-2020 

2005 

-2020 

印度 25,027 24,733 24,355 23,607 (1.2) (1.5) (3.1) (6) 

中國 18,795 18,824 18,534 17,565 0.1 (1.5) (5.2) (6.5) 

巴基斯坦 5,672 6,022 6,189 6,164 6.2 2.8 (0.4) 8.7 

奈及利亞 4,909 5,088 5,136 5,093 3.6 0.9 (0.8) 3.7 

印尼 4,479 4,380 4,242 4,074 (2.2) (3.1) (4.0) (9.1) 

孟加拉 4,187 4,151 4,094 4,020 (0.8) (1.4) (1.8) (4.0) 

巴西 3,438 3,324 3,188 3,048 (3.3) (4.1) (4.4) (11.4) 

衣索比亞 3,089 3,324 3,531 3,657 7.6 6.2 3.6 18.4 

剛果 2,776 3,038 3,253 3,447 9.4 7.1 6.0 24.2 



墨西哥 2,265 2,189 2,100 2,000 (3.4) (4.1) (4.8) (11.7) 

979 1,965 1,934 (0.8) (0.7) (1.6) (3.1) 菲律賓 1,995 1,

埃及 1,967 2,020 1,960 1,885 2.7 (3.0) (3.8) (4.2) 

南 1,684 1,611 2.1 0.2 (4.3) (2.1) 

69 1,553 1,408 7.1 (1.0) (9.4) (3.9) 

1,325 1,274 (3.8) (5.6) (3.9) (12.7) 

越  1,646 1,682 

伊朗 1,465 1,5

土耳其 1,459 1,404 

坦尚尼亞 1,456 1,481 1,476 1,441 1.7 (0.4) (2.3) (1.0) 

1,794 2,002 14.1 12.9 11.6 43.8 烏干達 1,393 1,589 

俄羅斯 1,237 1,241 1,182 1,073 0.3 (4.8) (9.2) (13.3) 

378 1,486 1,559 13.2 7.8 4.9 28.1 阿富汗 1,217 1,

緬甸 1,147 1,101 1,065 1,025 (4.0) (3.3) (3.8) (10.7) 

丹 1,095 1,081 1,066 1,062 (1.2) (1.4) (0.4) (3.0) 蘇

泰國 1,061 1,023 993 970 (3.6) (2.9) (2.4) (8.6) 

 2005 2010 2015 2020 2005 

-2010 

2010 

-2015 

2015 

-2020 

2005 

-2020 

生育數目（以 改變百份比  千計） 

 

圖4.1a 15至49歲的婦女數目(以千计 b  15至49歲的已婚婦女數目(以千计)

每年生育數目(以千计)

) 圖4.1

圖4.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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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共和國

中東／北非

拉丁美洲

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家

高加索

莫爾達瓦 、俄羅斯、烏克蘭

 

 
 
 



青年的現有需求和服務 
4歲的青年人口，是總人口的

/5(19%)；15-19歲和20-24歲年齡群各佔一半。參見附錄A.24，亦有列載未滿足

趨勢 

來說，開發中世界的青年 到了 2010 年會增 ，其後十年增加

少。但最不開發的國家的增加相當驚人，從而影響非洲的增加率和人

青年人口會逐漸 加劇中國人口迅 年化。 

開發中國家大概有10億年齡介乎15至2
1
需求和愛滋病的數據。 

 
時間

總體 人口， 加 5%

的人數會減

數。留意中國的 萎縮。這 速老

 
表 4.3                   15 至 2 口的時間趨勢（20 2020 年） 4 歲人 05 至

15 至 24 歲 數（以千計） 的人 從 5 年起計增長百份比200 

地區 2005 2010 2015 2010 2005 

-2010 

2005 

-2015 

2005 

-2020 

開發中國家 993,515  1,041,923 1,045,330 1,049,228 4.9 5.2 5.6 

    最不開發國家 154,844  174,118  191,802  209,319  12.4 23.9 35.2 

    其他開發中國家 838,671  867,806  853,528  839,910  3.5 1.8 0.1 

開發中國家(不計中國) 775,172  822,401  848,509  870,683  6.1 9.5 12.3 

非洲 188,597  207,688  224,987  245,412  10.1 19.3 30.1 

亞洲 711,633  737,388  721,711  704,005  3.6 1.4 (1.1) 

    中國 217,349  218,593  195,952  177,735 0.6 (9.8) (18.2) 

    印度 211,254  224,657  231,221  232,353  6.3 9.5 10.0 

    亞洲其他 283,030  294,137  294,539  293,916  3.9 4.1 3.8 

拉丁美洲 105,665  107,543  108,637  109,625  1.8 2.8 3.7 

增加的人數（以千計）  

地區 

 

2005 

-2010 

2010 

-2015 

2015 

-2020 

開發中國家 沒有資料  48,408  3,407  3,898 

    最不開發國家 沒有資料 19,274  17,684  17,517 

    其他開發中國家 沒有資料 29,135  (14,278)  (13,618) 

開發中國家(不計中國) 沒有資料 47,229  26,108  22,174 

非洲 沒有資料 19,091  17,299  20,425 

亞洲 沒有資料 25,755  (15,677)  (17,706) 

    中國 沒有資料 1,244  (22,641)  (18,217) 

    印度 沒有資料 13,403  13,403  1,132 

    亞洲其他 沒有資料 11,107  402  (623) 

拉丁美洲 沒有資料 1,878  1,094  988 

 

合國估算和預測 資料來源：聯



 

婚姻 

15-19歲的已婚或同居的青年人口比例，國與國之間有很大的差異（例如亞

洲的孟加拉是47%，印度34%，馬來西亞和菲律賓8%，斯理蘭卡7%，南韓是1%）。

丁美洲和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家同樣有各走極端的狀況。第一次性行為和第一拉

胎生育年齡同樣有很大的差異。 

 

青年的未滿足需求 

 

表 4.4    15-19 和 20-24 歲年齡組別已婚／同居女性的人數和有未滿足需求的百份比 

（以千計） 15-19 歲 20-24 歲 15-24 歲

總  數 11,445 (24.5%) 23,469 (22.5%) 34,914 (23.1%)

拉丁美洲 1,064 (27.2%) 2,405 (20.2%) 3,469 (21.9%)

撤哈拉以南非洲 2,465 (25.6%) 4,663 (26.0%) 7,128 (25.9%)

亞洲（不計中國） 7,390 (24.4%) 14,679 (22.7%) 22,069 (23.3%)

中東／北非 479 (18.0%) 1,457 (17.4%) 1,936 (17.5%)

中亞共和國 47 (14.0%) 265 (15.8%) 312 (15.5%)

 

單身女性 

亞洲和中東／北非的調查沒有包括單身女性。拉丁美洲的調查顯示，15-19

有性活動。撤哈拉以南的非洲國家情況不同：高度比

的達到 40%，許多國家是 10%+。 

拉丁美洲的有 國 5- 性 女 有6 用 他

的比例是30-50% 南非 家 相 低度比例反映個別國

點低。 

以上為低 為 女在懷 閉經 有性

組群，但地區差別相當大（參見附錄表A.24）。中國的該組女

只有8%已生育，越南和斯理蘭卡則有16%。極端的例子有孟加拉（61%），印

度（47%）和尼泊爾（51%）。拉丁美洲各國是30-40%。撤哈拉以南非洲國家的

歲的單身女青年有 11%承認

例

 

單身女性避孕 

四個 家，1 19歲的 活躍單身 青年 0%採 避孕；其

國家 。撤哈拉以 洲國 的差距 當大，

家的起步

 

已婚婦女避孕 

比例比 ，因 許多已婚婦 孕， 或沒 活動。 

 
生育 

常見於20-24歲

性

百份比是50-70%。 
 
 



全部生育 
5-24 歲組群的生育佔全數的 1/2 至 。參見附錄 A.24。

娩 
24 最後一欄。 

愛滋病 
-24 歲組群佔全

病例的一 ：每天有 。200 年末，已感染愛滋病的青年分佈如下： 

 1 1/3  
 
接生分

 婦女分娩仍然有大部份沒有受訓人員接生協助。參見附錄 A.
 
青年與

 人們的未滿足避孕需求，因為愛滋病蔓延而變得更重要。15
球新染 半 6 千人 3
 
撤哈拉以南非洲 62% 
亞洲 22% 
拉丁美洲 7% 
中東／北非 1% 
東歐／中亞 6% 
高收入國家 2% 
 

撤哈拉以南非洲已感染的青年群組，有 75%是女性。 

 



第五章  母嬰健康 

 
 本章討論四個主題： 

➤產婦死亡率和發病率 

➤產前、分娩和破傷風照護 

➤人工流產和墮胎後的避孕 

➤項目改進產婦健康的努力 

 

產婦死亡率和發病率 

產婦死亡率一向是開發中國家的大問題，但沒有可靠數據。 

 

表5.1    婦女一生因懷孕和分娩而死亡的風險 

地區 死亡風險 

已開發國家 每 2800 人有1人 

全部開發中國家 每 61 人有1人 

撤哈拉以南非洲 每 16 人有1人 

南亞 每 43 人有1人 

東亞和太平洋 每 360 人有1人 

中東和北非 每 100 人有1人 

拉丁美洲和加勒比區 每 160 人有1人 

 

世界銀行於 1999 年發表報告： 
➤每年有 5 百萬產婦死亡，開發中國家佔 99%。 
➤在所有人類發展指標中，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的最大差距是產婦死亡危 

 機。 
的頭號成 

這些國家的婦女，2 有危急或慢性病況

➤5 歲以下的兒童患病，起碼有 20%是因為惡劣的產科，兒科和嬰兒健康照護， 
  以及營養

➤這些都可以 發 平 有 都 歐  
  水平。 

資料 附錄 A.15：產婦死亡人數，百份比和終生風險。這些數據

數， 生的模 也只是大 情況

 
➤因為懷孕和分娩帶來的併發症，是開發中國家的育齡婦女死亡和傷殘

  因。 
➤ 5%因為懷孕而 。 

不足。 
預防。開 中國家的 均情況各 不同，但 遠遠高於 洲和北美

 
以下的 參見

都只是約 所以衍 式 概的 。 
 



死亡人數 
亞洲的高死 數主要 因為印度 是 。 亡人

 
表 5.2   開發中國家的產婦年死亡人數和百份比（2000 年） 

地區／國家 每年產婦死亡  人數 百份比

237,665亞洲  47.3

拉丁美洲 21,570  4.3

中東和北非 20,362 4.1

撤哈拉以南非洲 220,925 44.0

中亞共和國 1,000 0.2

高加索 140 0.0

莫爾達瓦，俄羅斯，烏克蘭 990 0.2

571,652總計  100.0

 

圖5.1 2000 婦死亡數目（最多的20 國家）

 T

A印度 B奈及利亞 C巴基斯坦 D剛果 E衣索比亞 F阿富汗 G孟加拉

M尼日 N馬拉威
O巴西 P莫三比克 Q馬利 R蘇丹 S尼泊爾 T布吉納法索  

從圖5.1可見，印度的產婦死亡人數136,000最為驚人，佔開發中國家總和的

1/4，遠超中國的11,000；這反映中國的生育數目和死亡率（中國56，印度540）

低。雖然以上圖表的估算有相當的誤差，但可指出大概的情況。 

 

的只是1/10。在亞洲，尼泊爾的數字最

人，其他的國家最高的只有650。 

 

年產 個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H中國 I 安哥拉 J肯雅 K印尼 L烏干達

 

較

死亡率是計算每十萬次分娩的產婦死亡數目。圖5.2可見地區國家的差異。

撤哈拉以南非洲的最高數字是1.800，最低

驚



撤哈拉以南非洲 亞洲

拉丁美洲

中東和北非

A 五個中亞共和國

B 三個高加索國家

C  莫爾達瓦，俄羅
斯，烏克蘭

圖5.2

A     B  C

各區國家的產婦死亡率(2000年)

國與國的差距極大：阿富汗，安哥拉，馬拉威，尼日和塞內加爾是每6，7

有1人死亡，而南韓，智利，古巴和前蘇聯是每1.100人及以上。終生風險

發中國家的生育數目是1.2億，是全球數目的2/3至3/4。假如這些國家的產婦死

6至1.8億宗懷孕中，懷孕婦女的死亡率就是277至313，

是每一分鐘有一名懷孕婦女死亡，還要加上有更多倍數的後遺症。 

略 

能減少產婦死亡率。產婦死亡，多數是由於醫療設施遠離需要緊急服務的產婦。 

射 

護的三方面：產前照護、接生分娩和破傷風照護。 

 

 

終生風險 

 

名婦女

和總生育率和產婦死亡率有直接關係；高生育率和高產婦死亡率的國家，婦女的

終生風險程度也高。參見附錄A.15。 

 

開

亡數目是50萬，整體產婦死亡率是415。如果計算產婦死亡率的基數不是分娩數

目，而是懷孕數目，那麼1.

即

 

策

 避孕措施減少懷孕機會，間接減少產婦死亡率，但這並不足夠。產前檢查也

不

 
 
產前照護、接生分娩和破傷風注

 
 這部份研討產婦照

 

產前照護 

 亦請參見附錄A.17。 

 
表5.3     各地區得到照護的婦女百份比平均值，以及得不到照護的婦女人數 
 得到照護的婦女百份比 得不到照護的婦女人數 

 產前 分娩 破傷風

分娩數目

(以千計) 產前 分娩 破傷風 

亞洲 69.4  59.6 77.0 70,430 21.580 28,445  16,183 



拉丁美洲 86.9  82.1 68.2 11,511 1,504 2,061  3,660 

中東／北非 70.5  71.8 61.9 9,806 2,894 2,761  3,738 

撤哈拉以南非洲 65.4  40.7 60.7 27,508 9,525 16,311  10,813 

中亞共和國 92.5  93.7 沒有資料 1,187 89 74  沒有資料 

高加索 75.8  88.3 沒有資料 232 56 27 沒有資料 

開發中國家 70.4  58.7 70.3* 120,675 35,748 49,796  35,812 

* 料齊全，數字應更高 如資

 

圖5.4                           婦女得到照護的國家分佈 

產前照護 有接生分娩 破傷風注射 得到照護 

的婦女(%) 國家數目 累計百份比 國家數目 累計百份比 國家數目 累計百份比

0-9 — — 1 1 2 3 

10-19 — — 6 9 — 3 

20-29 3 4 5 15 4 8 

30-39 3 8 8 25 7 16 

40-49 6 15 13 41 11 30 

50-59 1 16 7 50 9 41 

60 69 - 12 31 12 65 10 54 

70-79 17 53 6 73 7 63 

80-89 17 74 9 84 15 81 

90-100 21 100 13 100 15 100 

國家數目 80  80  80  

 

有研究(AbouZahr 與 law 04) 199 代產 護有 。

護定義為一次 次 應診 用 國家 多次 ，指出產

年的53%增至 0年 %。 的 最大 撤哈 以南

和中東／北非地區最低 一令 舞 步 超過 的產 起碼

相當多的產婦

應診一次。總體來說，南亞的情況最差：只有一半的產婦應診一次。 

目加權計算）。 

 雖然數據不太準確，但服務不足的程度是很明顯。 

 

Ward ，20 指出 0年 前照 進步 該份

研究把產婦照 或多 產前 ，利 49個 的 調查

前照護由1990 200 的64 亞洲 增幅 ，而 拉 非

洲， 。另 人鼓 的進 是有 一半 婦 應診

四次；但包括孟加拉，Ethiopia，摩洛哥，尼泊爾和葉門等國家有

只

 
接生分娩 
 「接生分娩」定義為有醫生或醫療輔助人員在場協助分娩。 
 資料參見表5.3，5.4和附錄A.17（地區的百份比以分娩數

 
破傷風注射 



三方面的比較 

 大部份開發中國家的產婦照護服務都是極為不足夠。圖5.3顯示得到三項服

務的產婦的百份比。理想的話，曲線是沿著底部橫行（表示只有少數國家的服務

不足），然後急劇上升（大多數國家服務足夠）。 

5.3

產前照護

接生分娩

破傷風

國
家
百
份
比

｜
累
計

產婦得到照護百份比—累計
 

 

圖5.3 各國的產婦照護：產前照護，破傷風注射和接生分娩（累計分佈）

人工流產和墮胎後避孕 

項目

亞洲的墮胎數目最多，是表列數目的55%，或是開發中國家的57%。中國是

因；但即使不計算中國，亞洲的墮胎數目依然佔開發中國家的一半，反映

度

非洲的頭號墮胎國家。中

東／北非地區，土耳其和埃及有最多的人數。五個中亞共和國中，Uzbekistan估

計佔了總和的2/3。 

 

 

計劃需要知道墮胎水平，才可以估算產科服務的負擔，以及預防照護的需

求；這包括避孕和墮胎後避孕。報告這部份利用世界衛生組織和阿蘭·哥特瑪琪

研究所The Alan Guttmacher Institute的資料，提出三方面的數據。這些數據只是

約數，閱讀理解時要小心。 

 

 

主要原

印 ，印尼，巴基斯坦和菲律賓的龐大數目。以地區計，拉丁美洲隨後，主要是

因為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拉。尼日利亞是撤哈拉以南

表 5.5              接近2000年的全球和各地區估算不安全墮胎的年發病率 

             和因為不安全墮胎導致的死亡率（以聯合國地區劃分） 

不安全墮胎的發病率 因為不安全墮胎的死亡率 

人數 比例 % 

 

不安全墮胎 

（以千計） 

每百名活產的

不安全墮胎 

 

每千名15至44

歲婦女的不安

全墮胎 

 

因為不安全墮

胎而死亡的產

婦人數 

 

全部產婦死亡

的百份比(%) 

 

每十萬名活產

因為不安全墮

胎的死亡數目



全球 19,000 14 14 67,900 13 50 

已開發國家＊ 500 4 2 300 14 3 

開發中國家 18,400 15 16 67,500 13 60 

非洲 4,200 14 24 29,800 12 100 

東非 1,700 16 31 15,300 14 140 

中非 400 9 22 4,900 10 110 

北非＃ 700 15 17 600 6 10 

南非 200 16 17 400 11 30 

西非 1,200 13 25 8,700 10 90 

亞   洲 ※ 10,500 14 13 34,000 13 40 

東亞 — — — — — — 

中南亞洲 7,200 18 22 28,700 14 70 

東南亞洲 2,700 23 21 4,700 19 40 

西亞＃ 500 10 12 600 6 10 

拉丁美洲和加

勒比  區

3,700 32 29 3,700 17 30 

加勒比區 100 15 12 300 13 40 

中美 700 20 21 400 11 10 

南美 2,900 39 34 3,000 19 40 

歐洲 500 7 3 300 20 5 

東歐 400 14 6 300 26 10 

北歐 10 1 1 — 4 — 

南歐 100 7 00 13 1 3 <1

西歐 —   — — — — — 

北美 — — — — — — 

大洋洲 ※  30 12 17 <100 7 20 

＊ 因以整數計算，數字並非完全正確 

※ 日本，澳洲和新西蘭沒有包括在地 在已開發 的數目。 區總數，但有包括 國家

＃ 西亞和北非的界限大概相等於本報告沿用 非。 的中亞和北

— 數目太少，不列出 

資料來源：世界衛生組織（2004） 

 

墮胎的數目反映兩個決定因素：懷孕的數目和墮胎的比例。 

 

 
留意有另一個說法是墮胎率（每年墮胎婦女佔全體女性的百份比）。這和人

口多少、懷孕數目和墮胎數目有關；而這三者各自有決定因素，最為重要的是增

加避孕可以減少懷孕，從而減少墮胎。 



國與國的墮胎率差異很大。低的只有6至10（每千名15-49歲育齡女性的年墮

，墮胎的比例就會低；但如果懷孕失效導致懷孕，而相當

婦女選擇墮胎，那麼墮胎比例就會增加。在這情況下，墮胎是失效的避孕方法

統方法）和錯誤使用方法的後備選擇。在另一些情況，墮胎是控制生

出現，很可能是一次又一次跌入墮胎的循環。 

有估計不安全墮胎每年導致68,000名產婦死亡，是產婦總死亡人數的13%。

國家。因此，策劃地區性

全球性策略時要留意。

（二）懷孕率下降，墮胎率也會下降：因此，推廣可靠的避孕是關鍵。

 
）向墮胎婦女盡快提供避孕知識和方法，對防止她們重蹈覆轍， 極 重要。 

家是可以盡 少 的 供 避 法的 擇 便 們取 服

更安全的墮 術 如 法 墮胎後提供避孕 過 導和 供

孕方法 。

健康的項目

家都有為 產 亡 病 目 參 錄 8） 99 02

約50個國家 用 婦 生 康 指

rams index ( I) 計 三 項目 。 的 大

5.4：成份得 努 分 分 十三 份 均 次

胎數目），高的有60至70。參見附錄A.16。表5.5（見上）是地區的差別。 
 
如果國家的情況是以每一百次分娩有多少次墮胎的比例來顯示，表達就有所

不同，但地區性的模式是差不多一樣。參見附錄A.16。前蘇聯的國家的墮胎比例

最高。避孕普及減少了懷孕，從而降低了墮胎率，但墮胎比例可能有高有低。如

果這些懷孕是意欲懷孕

多

（特別是傳

育的主要方法，所以墮胎的比例可以是相當高。以前蘇聯為例，如果懷孕的2/3
以墮胎終結，存活分娩只有1/3，那麼墮胎比例是每33次分娩就有66次墮胎，標

準比例是150。 
 

無論墮胎是否合法，避孕增多必然減少非意欲懷孕。所以墮胎後的避孕是十

分重要。能夠及時對墮胎婦女提供避孕的訊息和方法，是事半功倍，因為許多婦

女都不會再

 
死亡 
 
新的手術和非手術方法，會減少產婦發病率。更多墮胎使用了真空程序。要減少

墮胎率和數目，有三項一般策略： 
 
（一）墮胎數目集中在少數人口多，墮胎率高的開發中

和  
 

 

（三 是 為

 

開發中國 量減 避孕 ：提 更多 孕方 選 ，方 人 得

務，採用 胎手 （例 真空 ）， ，透 輔 提

更多可靠的避 等等 。 

 

改善產婦  

 每個國 減少 婦死 和發 的項 。（ 見附 A.1 19 和20

年調查了 ，利 「產 和新 兒健 項目 數 maternal and neonatal 

health prog MNP 」來 量十 個 成份 兩年 調查結果 致相

約（見圖 分是 力得 ，總 是 項成 的平 分）。兩 獨立



調查得出大致相同的結果，令人對調查有信心。整體來說 除了總分由1999年的

升至2002的57 ，項目成份的變化不大 並不 ， 為短 的

以影響國際 平 值

，

54.9%微 .1% 。這 出人意表 因 期

變化不足 性的 均數 。 

 

圖5.4 1999和2002年對43個國家的調查

最
高
分
的
百

比

E  分娩服務 F  新生兒服務 G  衛生／健康中心的家庭計劃 H  地方醫院的家庭計劃

份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總分

A  衛生／健康中心的能力 B  地方醫院的能力 C  得到照護的百份比 D  產前服務

I   安全懷孕的政策 J  資源和私營體系 K  訊息，教育 L  培訓安排 M  監察評價

差別

多成份中，得分最高的是新生兒服務（兩年都是70%），部份原因是由於

多國

 

 
眾

的免疫注射計劃極為成功。得分最少的三個成份是衛生／健康中心的能力，

資源和公共教育。另一低分成份是取得服務，尤其是農村人口取得服務。 
 
 地區之間的比較，有相當大的差距（見表5.6）。 
 
表5.6                2002年各地區的成份努力得分平均值   

東亞和東 南亞 拉丁美洲 中東和 撤哈拉以 撤哈拉以 全部 

南亞 北非 和加勒比

區 

南非洲—

英語區 

南非洲—

法語區 

地區 

A衛生／健康中心的能力          52.6 45.4 49.3 50.8 51.5 54.7 51.3 

B  地方醫院的能力      65.9 58.8 61.8 75.6 61.4 58.5 62.8 

C  得到照護的百份比   70.2 37.2 56.1 68.8 54.4 39.6 53.3 

─農村 62.2 30.7 40.6 53.8 45.5 30.5 42.4 

    —城市 85.1 59.2 67.6 80.9 71.0 58.4 69.0 

D   產前服務 60.5 50.0 65.9 58.7 67.9 67.4 64.2 

E   分娩服務 68.2 42.7 62.6 62.8 61.2 57.7 60.2 

F   新生兒服務 75.1 57.0 75.7 76.8 72.0 70.0 72.1 

G  衛生／健康中心的家庭計劃 62.5 47.4 56.2 65.5 65.9 51.0 58.6 



H  地方醫院的家庭計劃 68.2 59.8 59.3 57.3 61.4 51.1 58.5 

I   安全懷孕的政策 69.0 57.6 58.4 60.8 65.6 67.0 63.5 

J   資源 50.9 50.4 48.8 55.6 52.4 37.6 48.2 

K  訊息，教育 61.8 51.5 41.4 51.8 53.6 50.0 50.5 

L  培訓安排    63.5 50.1 56.3 56.1 52.8 47.6 53.5 

M  監察評價 65.8 48.6 57.4 55.3 59.7 54.2 57.1 

總分 64.2 50.5 57.6 61.2 60.0 54.3 58.0 

註：2002年全部地區的55個國家的總分是58%，而1999年調查包括的43個國家的得分是57.1%。 

 
 調查所得： 
➤南亞地區，以印度，巴基斯坦，尼泊爾和孟加拉的總分最低，個別成份也如是。 

➤撤哈拉以南法語區的非洲國家是下一個低分群，有幾個成份甚至是最低分。 

➤東亞和東南亞不但總分最高，大部份成份也是得分最高。 

城鄉差距相當大，差不多是30%，進一步分析參見圖5.5。 ➤

 

圖5.5 城鄉取得服務的得分（2002年）

城市

農村

東亞和東南亞

南亞

拉丁美洲和加勒比區

撤哈拉以南非洲

—英語區

撤哈拉以南非洲
—法語區

最高分的百份比

 
和產婦死亡率的關係

圖5.6顯示項目的努力程度和產婦死亡率的關係。全部受調查國家以產婦死

為三 。以下圖形從眾多的項目死份選出八個。粗黑線代表產婦死亡

的國家， 每一 份得 是最 。 

中東和北非

 

 
 
亡率水平分 組

率最低 在 成 分都 高



培訓醫生

培訓護士

和接生護士
有接生的分娩

得到緊急治療

得到產前照護

得到安全墮胎

得到產後的家庭計劃服務

防疫注射

產婦死亡率：＜250 250至749 750+

率國家的項目努力

 

 
項目努力和產婦死亡率最緊密的關係似乎是能否得到安全墮胎，和產後得到

家庭計劃服務，其次是得到緊急治療。產後得到家庭計劃服務鼓勵採用避孕，避

免非意欲懷孕和有關風險。安全墮胎服務有助防止導致死亡的敗血病，而緊急治

療可以及時處理出血和其他併發症。產前服務，尤其是防疫注射，在組群之間的

距離收窄，是由於近年來各國的努力。 
 
總結 
 國與國之間的差距相當大，區與區的差距較小。要留意城鄉差距是普遍的

差。1999和2002年的調查發現，整體改善極為輕微。 

圖5.6 三組不同產婦死亡



第六章 兒童健康 

 
本章討論兒童健康，集中在三方面： 

➤ 兒童死亡率和人數 

➤ 兒童死亡率的風險，根據生育間隔，子女排列序和母親的年齡 

 防疫注射，小兒急性呼吸道感染，和口服補液等項目的情況 

隨表6.1外，請參見附錄A.19。 

亡的一個影響 是生育數目；當生育率下降，嬰兒和兒童的死亡人

也隨之而下降，或是增加放緩。在過去四十年 下降了差不多一半；而

孕逐漸普及亦應對減少 一功。 

死亡率是另一個問題 生育減少，每名出生嬰兒的風險依然可以是相當

。但是，一個選擇性的因素可以降低死亡率。當生育率下降，高齡產婦有較少

生育也減少；死亡率 步降低。 

➤

 

兒童死亡率和人數 

 

 

 兒童死 因素

數 ，生育率

避 兒童死亡記上

 

 ：雖然

高

的高風險生育，短期間隔的 從而進一

 

表 6.1  生育數目，嬰兒和兒童死亡率，和死亡人數（2003年估計） 

五歲以下   

 

年生育數目 

 

 

嬰兒死亡率

 

年嬰兒死亡

人數 
死亡率 兒童死亡

年人數 

亞洲 70,052,000 50 3,511,012 68 4,735,000 

拉丁美洲 11,538,000 27 313,896 32 372,000 

中東／北非 9,657,000 45 431,910 57 547,000 

撤哈拉以南非洲 26,813,000 104 2,790,496 176 4,705,000 

中亞共和國 1,178,000 00 65 76,474 80 94,000 

高加索 229,000 62 14,102 70 16,000 

莫爾達瓦，俄羅斯，

烏克蘭 

1,684,000 16 27,025 21 36,000 

總數／平均值 121,151,000 59 7,164,915 87 10,505,000 

，各國的差距很大。亞洲各國，低的嬰兒死亡率只是3至7之間，

但高的有80至90，阿富汗有165。拉丁美洲的上下限較窄：低點和亞洲相若，高

的在30之間，除了玻利維亞（53）和海地（76）。中東／北非各國大致相若，但

伊拉克高達102（估計）。撤哈拉以南非洲各國，低點也有40，高點超逾150。 

 
 從附錄可見



 

 值得關注的是兒童死亡率和嬰兒死亡率的比例。如死亡率高，比例也高，例

如撤哈拉以南非洲各國是1.69。死亡率下降，1至4歲的死亡率降幅比嬰兒為快。

這是因為部份嬰兒死亡是因為生育缺陷，先天性畸形等原因，與一般環境改善無

關。因此，拉丁美洲的比例（1.18）最低，而兩個死亡率也是最低。其後是亞洲

（1.36）和中東／北非（1.26）。隨著時日改善改進，兒童和嬰兒的死亡率都降低，

但兒童的降幅更大。 

 

死亡人數 

 表6.1估計每年的死亡人數是1千1百萬，相等於某些國家的全部人口。如果

在過去四十年生育率不是減半，這數目還會更高。亞洲的人口基數高，死亡人數

自然是高，但緊隨其後的是撤哈拉以南非洲，死亡人數幾達亞洲的4/5。中國和

印度的數據可以說明人口，生育率和死亡率的互動關係。中國的較多人口，被較

低生育率所扺銷，所以生育數目只有1千9百萬，遠遠低於印度的2千5百萬。中國

的兒童死亡率是37，印度是87。結果是中國每年的兒童死亡人數是69萬，印度是

2百20萬。 

險分類 

錄A.20的「人口和衛生調查」足以說明。 
 

 

生育以風

 
 如果嬰兒出生是過於貼近前一胎，或母親是太年青或高齡，嬰兒的死亡率會

趨高。附

表6.2                            生育以風險分類 
 全部生育的分佈 生育的不同風險類別＊ 

 第一胎

生育 

無風險

生育 

帶風險

生育 

全部

生育

生育間距

少於兩年

第四胎

以上生

育 

年齡

35+ 

年齡 

—18 

帶風險生

育與無風

險生育的

比例 
亞洲          

孟加拉 1999/2000 13.9 33.1 53.1 100 11.4 28.7 5.7 17.2 1.80 

菲律賓 1998 22.4 20.7 56.9 100 26.3 37.0 15.0 2.3 1.70 

印尼 2003 30.4 35.6 34.0 100 8.4 20.8 13.5 4.3 1.58 

巴基斯坦 1990/91 14.8 19.1 66.1 100 27.3 50.1 12.9 3.6 2.00 

拉丁美洲          

巴西 1996 26.2 29.3 44.5 100 18.7 21.5 9.6 8.3 2.00 

哥倫比亞 2000 28.1 29.5 42.4 100 16.0 17.8 9.6 8.7 2.00 

海地 2000 17.7 20.9 61.4 100 20.5 45.3 18.0 5.2 1.30 

墨西哥 1987 17.7 22.6 59.7 100 25.6 39.4 11.3 6.1 2.40 

祕魯 2000 24.9 26.8 48.3 100 13.8 30.9 15.2 5.5 1.30 



中東／北非          

埃及 2003 26.5 32.5 41.0 100 14.4 26.0 10.8 3.1 1.57 

約旦 2002 18.7 20.0 61.3 100 33.4 43.0 13.9 1.5 1.65 

摩洛哥 1992 16.8 18.9 64.3 100 20.4 51.5 19.7 2.3 1.60 

土耳其 1998 29.9 29.9 40.2 100 16.8 22.3 7.1 4.4 2.00 

葉門 1997 11.3 14.1 74.5 100 30.6 59.0 16.2 4.7 1.60 

撤哈拉以南非洲          

Nigeria 2003 13.7 1 21.2 65.1 100 19.1 46.5 14.2 8.9 1.43 

Senegal 1997 12.4 23.3 64.3 100 14.6 52.8 18.4 5.6 1.20 

南非 1998 26.1 32.1 41.8 100 9.1 26.7 15.0 6.8 1.50 

Tanzania 1999 17.2 26.2 56.6 100 12.7 43.0 12.8 6.5 1.10 

Uganda 2000/01 11.2 21.8 67.0 100 22.6 49.2 11.5 7.6 1.20 

＊因為許多生育符合多種分類，所以四柱相加會多於100 

 
以上表6.2的最後一柱：帶風險生育與無風險生育的比例，因為不是每個國

亞洲的比例是1.3至3.3之間，拉丁美洲是1.2至3.1，中東／北非是1.5至2.0，撤

洲的數字之低 。這可能是由於死亡率基數是那樣的

界別為安全分娩的生育 高風險。這說明隨著時日，比例可能

能是風險類別的死亡率 安全類別的死亡率上升。無論如何，

，就要明白每一類別的死亡率，和生育數目在各風險類別的分

用避孕增加，高生育率會下 減少嬰兒和兒童的死亡風險。參見圖

代表一個國家，顯 生育減少，嬰兒和兒童的死亡風險

。大部份國家，兩者是同 6.1的主要模式（由右上角到左下角

對角線），是穩定的：高值對高值，低值對低值。粗略計算：多胎生育下降10%，

兒死亡率下降27%。 

 

家都有數據，所以不能計算地區的平均值。但以下的比較資料值得留意。 

 

哈拉以南非洲是1.1至1.6。 

 

撤哈拉以南非 ，頗為意外

高，因此被 可能也是

會下降，可 下降，或是

要明白比例的趨勢

佈。 

 

趨勢 

 採 降，從而

6.1：每條直線 示隨著多胎

也降低 步下降。圖

的

嬰



圖6.1     嬰兒死亡率和第四胎以上生育率的關係

（36個國家多樣調查的趨勢）

嬰
兒

 

死
亡
率

第四胎以上生育率的百份比

 
防疫注射，小兒急性呼吸道感染，口服補液 

 

 聯合國兒童基金的最新報告（2005年），有詳細的地區資料。參見圖6.2和6.3。

個別國家的資料參見附錄A.21。 

圖6.2        接受防疫注射，小兒急性呼吸道感染，口服補液的百份比

中歐和東歐

東亞和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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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勒比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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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哈拉以南非洲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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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接受防疫注射，小兒急性呼吸道感染，口服補液的百份比 

 1歲兒童接受防疫注射(%) 5歲以下 

  

 

 

肺結

核 

 

 

 

百日破

三次 

 

 

 

小兒麻痺劑

三次 

 

 

 

 

麻疹 

 

 

 

乙肝

疫苗 

 

 

小兒急性

呼吸道 

感染(%) 

有求診的 腹瀉患者 

有接受 

口服補液 

和持續餵食

(%) 

小兒急性

呼吸道 

感染患者

(%) 



註 — a — — b c d , e f , g 

東亞和太平洋區 91 86 87 82 66 — — — 

拉丁美洲 96 89 91 93 73 — — 36 

中東／北非 88 87 87 88 71 12 69 - 

南亞 82 71 72 67 1 19 57 26 

撤哈拉以南非洲 74 60 63 62 30 14 39 32 

中歐和東歐 95 88 89 90 81 — — 25 

資料來源：世界兒童現況（聯合國兒童基金，2005年，117頁） 

指標釋義註： 

a 嬰兒接受白喉，百日咳，破傷風混合疫苗三劑的百份比 

b 嬰兒接受乙型肝炎疫苗三劑的百份比 

c 在過去兩星期患上小兒急性呼吸道感染的0至4歲兒童百份比 

d 資料來源：人口及衛生調查，多種指標組群調查，和其他國家戶口調查 

e 在過去兩星期患上小兒急性呼吸道感染又有求診的0至4歲兒童百份比 

f 資料來源：人口及衛生調查，多種指標組群調查 

g 在調查前兩星期患上腹瀉，有接受口服補液治療（口服補液或推介的家製流質食物）或增加流質食物和持續餵食 

的0至4歲兒童百份比 

 



第七章 愛滋病項目及其缺點 

稱為愛滋病）疫症的迅速蔓延和嚴重程度令全

球吃驚。 一些非洲國家，愛滋病影響整個社會，成

人有 受

 

 
愛滋病／愛滋病病毒（以下簡

城市青年是主要受害者，但在

1/4 感染。個別國家的資料參見附錄A.13。 

表7.1  估算（2003年終）     愛滋病疫症的全球

在200 新3年 感染愛滋病 總計 4.70百萬人

 成人 4.10百萬人

 15歲以下兒童 63萬人

愛滋病患者 總計 37.8百萬人

 成人 35.7百萬人

 15歲以下兒童 2.1百萬人

2003年的愛滋病死亡 總計 2.9百萬人

 成人 2.4百萬人

 15歲以下兒童 49萬人

撤哈拉以南非洲的愛滋病孤兒 

（愛滋病孤兒定義為雙親或其中一位死於愛滋病

的18歲以下兒童） 

 

資料來源：聯合國愛滋病規劃署2004年報告 

12百萬人

 
一些有關圖7.1的數據： 

➤在一些地區，愛滋病是成人（15至49歲）的頭號殺手。 

全球來說，愛滋病是首十大死因之一；按照現時趨勢，很可能上升為五大死因

約四千萬人感染愛滋病；大多數會在十年內死亡。2003年有3百萬人死於愛滋

03年有四百八十萬 感 滋病

年有超過六十萬 感 滋病 ，大部 由母親 （分 染

感染）。 

病的高死亡率導 量 滋孤兒 參見圖7

患者知道自 感 滋病。 掩了真 令人們 責任 防

 

➤

之一。 

➤

病。 

➤ 20 人新 染愛 。 

➤ 2003 兒童 染愛 病毒 份是 傳染 娩感

或哺乳

➤愛滋 致大 的愛 。 .1。 

➤只有少數 己已 染愛 這遮 相， 推卸 ，和

礙擴大治療。



圖7.1        有最多愛滋孤 二十 非洲國家（20兒的 個 03）

奈及利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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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索托

愛滋孤兒的數目
 

 
增長率 
 國與國的愛滋病增長率有所不同。撤哈拉以南非洲和拉丁美洲的發病率似乎

已經固定下來，但東歐和亞洲仍然增長迅速。發病率降低的只有泰國，烏干達和

南非

坦尚尼亞

肯亞。 

圖7.2    南非部份省份懷孕婦女的愛滋病病毒患病率

(1990至2003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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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非的愛滋病情况 嚴峻

 



圖7.3         最多成人患上愛滋病／愛滋病病毒的

20個國家(2003

波札那

賴索托

海地

奈及利亞

成人(15至49歲)患病率
 

 

從表7.2可見，亞洲的感染人數不算多，但亞洲的人口基數大，患病率稍有

變，新感染人數會大幅增加。 

年)

史瓦濟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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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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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染上愛滋病的成人和兒童 7.2

北非和中東 480,000
撤哈拉以南非洲 25,000,000
加勒比區 430,000
拉丁美洲 1,600,000
東亞和太平洋區 900,000
南亞和東南亞 6,500,000
澳洲和新西蘭 32,000
北美洲 1,000,000
西歐 580,000
東歐和中亞 1,300,000
總計 37,822,000
 
 



圖7.4   最多成人和兒童患上愛滋病／愛滋病病毒的

20個國家(2003年)

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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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亞洲的數據不多，估計中國感染愛滋病的人數在近年倍增，達到80萬。

印度的感染人數僅次於南非，但少於總人口的1%。南非的人數也是反映該國的

人口基數大。有十個國家在圖7.3和7.4都有列載，說明他們人口多，感染人數也

多。這十個國家是喀麥隆、象牙海岸 肯 、馬拉威、莫三比克、奈及利亞、

非、坦 尼亞、 和辛巴威。

 
 一 亞洲大 患病率還是相 （0.1%或更少），這包括中國，印尼，巴

基斯坦，菲律賓和斯理蘭卡。但是緬甸，泰國和柬埔寨的患病率較高。 
 
 拉丁美洲的情況複雜。大多數國家的成人患病率少於 %，但整體有一百六

十萬病例。某些人口群的感染率高 針筒的吸毒者，男同性戀者和性工作

者在巴西，198 感染者只佔 今是1/3。整個拉丁美洲來說，女性感

染病例佔1/3。

 
 洲的 普及，減少了懷孕婦女人數，也減少了母嬰傳播的愛滋

病感染 也間接 了愛滋孤兒的 。

 
 北 和中東 更少。蘇丹 一 患病率超 1 的估

感染人 有四十 三千人，少於 總 。

 

 東歐是增長最快的地區。俄羅 的第十二 區的傳播主要

共用針 的吸毒 滋病蔓延引 增加， 生有抗藥性的

拉威

羅斯

中國

巴西

蘇丹

烏克蘭

＊200

、 亞 南

尚 尚比亞  

些 國的 當低

1
，包括用

6年女性 1/17，現

 

拉丁美 避孕相當

， 減少 人數  

非 的數據 是唯 的國家 過 %。該地區 計

數 四萬 全球 數的1%（見表7.2）  

斯是感染大學 名。該 是

筒 者。愛 發了肺結核病例 而且產 變



種。 

 

方法 

 病率 數據很 出 哈拉以南 患病率，主要來

自產前檢查的婦女和一些國家調查 估計是來 高危人口群。

是計量現在的愛滋病患病率是不足夠的， 這包括三項 最近的新病例，

以往的病例（佔大部份），以及因愛滋病死亡的病例。這混淆了最近新病例的趨

勢。即使整體病例數目保持穩定，這可能是由於新感染病例數目相等於死亡病

例。一些高發國家如辛巴威和南非 維持在20-25%的高 平，這即是說每

年有2%的患病人口死亡，每年有2%的新感染人口。 

 

目標和策略 

對愛滋之戰 區採用了 目 2001年， 滋病特別

議(UNGASS 抗愛滋病的 合國組織 助

發展本身的目 主要的目標包  
➤到2005年，最受影響國家的青年人感染率減少25%；到2010年， 

全球青年人感染率減少25%。（聯合國大會愛滋病特別會議） 

➤到2005年，減少母嬰傳染20%；到2010年，減少50%。 

（聯合國大會愛滋病特別會議） 

➤ 擴大「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program」， 

到2005年末，有三百萬人受惠 （ 組織）

➤到2015年，歇止和減退愛滋病疫症。（千禧年發展目標） 

➤到2008年，為二百萬人提供抗 轉 毒療法；到 0 ，消除 
七百萬人感染愛滋病：到20 ， 萬愛滋病 者 孤兒 

照護 援。（美國總統的愛滋病救援緊急計劃）

全面的預防計劃集中在傳媒， 避 控制性傳 輔導

，血液安全， 為基的愛滋 作者的 作，男同性戀者

以針筒注射的 者。在許多國 ；但還需要發放

多才可以涵蓋 險組群（ 附 23）。最近，宣傳的主力轉向宣傳

慾，和減減少 侶的性行為。

有關患 和死亡率的 容易 錯。撤 非洲的

。其他地區的 自觀察 單

因為 數字：

，患病率 水

 ，國際社 幾個 標。在 聯合國大會愛

會 ))達到對 共識，其他聯 和贊助國家／贊 人亦

有 標。 括：

 

抗逆轉錄病毒療法

。 世界衛生  

逆 錄病 201 年

08年 為一千 患 和愛滋

提供 和支  
 
 推廣 孕套， 播感染，自願 和測

試 以學校 病教育。對性工 外展工

和 吸毒 家，避孕套發放已大幅度增加

更 全部高風 參見 錄A.
禁 多伴  
 



感染愛滋病者接受抗逆轉錄病毒療法 接受愛滋病教育的中學生

女 嬰傳染的服務自願輔 人數

接受四項愛滋 人數(2001和2003

 

國家政府， 國際贊助 及私人基金會已大 度增加愛滋病

的撥款，200 達到60億美元 後每年需要100 200億美元，才能完

應付預防，照 ，和其他 。

 示 的強弱點 目努力 在2003

，遍及54個國 強項有政治支 ；但動員資源和保護人權遠遠

後。 

向懷孕婦 提供預防母接受 導和測試的

圖7.5 病服務的 年調查)

 
 國與國和 機構，以 幅 項

目 4年已 ，估計以 至

全 護和治療 需求  
 

表7.6顯 這方面工作 。這項愛滋病項 指標的調查 年進

行 家。 持，政策和規劃

在

 

圖7.6                 各地區的愛滋病項目的努力指標(2003年)

東非和南非

西非和中非

亞洲

拉丁美洲和加勒比區

東歐

A          B                   E             F              J

A  政治支持 劃 C  組織架構 資 、監察、研究

F  法例和監管 H預防項目 項目 J  舒緩病情

 

 

     C            D           G         H           I   

B  政策和規 D  項目 源 E  評估

G  人權 I   照護

 

 



第八章 五個項目目的 

這一章討論五個項目目標： 
1 提供全面和不同的避孕方法

2 滿足未滿足需求和採用某一方法的意欲 
3 達到意欲的生育率 
4 達到替代生育率 
5 達到千禧發展目標和開羅行 網

 
一目標：提供全面和不同的避孕方  

人口和發展國際會議的開羅會議強調要提供全面和不同的避孕方法，《行動

網要》宣稱： 

「全部國家要採取步驟，滿足人口的家庭計劃需求；

全面的安全可 庭計劃方法  
 
國家亦需「了解適用於配偶和個人的方法，是因應年 兒情況，家庭人

的偏好和其他 有所不同；要確保男女都能得到資訊和取得最大範圍的安

有效的家庭計 」 
 
要達到這些 還是前路漫 列載一項研究的三十項得分

五項是有關取得避孕方法。本報告注重的，不是單一方法，而是最接近「全面

 

 

動 領 

第 法

 

 
並應在2015年向全民提

供 靠的家 …」

齡，育

數 因素而

全 劃方法…

目標， 漫。附錄A.14 ，其

中

取得避孕」。這令我們注意到有多少國家是提供多種方法。表8.1和8.2的計算方法

是至少有一半的人口能取得方法，才被列為「取用」。 
 
表8.1                 容許避孕方法和方法組合的取用（國家百份比） 
 亞洲 拉丁美洲 中東／北非 撤哈拉以南非洲 東歐 全部國家 

孕丸 94.4 100.0 90.9 61.3 80.0 83.0 避

子宮環 77.8 82.6 90.9 22.6 100.0 62.5 

女性結紮 7 20.0 44.3 2.2 60.9 45.5 19.4 

男性結紮 55.6 30.4 18.2 6.5 20.0 25.0 

孕套 88.9  90.9 77 0 避 91.3 .4 80. 85.2 

避孕丸和子宮環 77.8 82.6 90.9 22.6 80.0 61.4 

避孕丸和女性結紮 .2 0.9 45.5 1  72 6 9.4 20.0 44.3 

子宮環和女性結紮 72.2 60.9 45.5 16.1 20.0 43.2 

避孕丸，子宮環和女性 .2 0.9 45.5 1  結紮 72 6 6.1 20.0 43.2 

避孕丸，子宮環，女性結紮和 72.2 60.9 45.5 16.1 20.0 43.2 



避孕套 

至少一種長期方法 .8 2.6 90.9 2 0 77 8 5.8 100. 63.6 

至少一種短期方法 94.4 100.0 90.9 77.4 100.0 89.8 

至少長期和短期方法各一種 77.8 82.6 90.9 25.8 100.0 63.6 

國家數目 18 23 11 31 5 88 

 

圖8.1 能否取得多種避孕方法

A          B          C         D         E                    F          G         H

A 避孕丸和子宮環 B 避孕丸和女性結紮 C 子宮環和女性結紮

D 避孕丸，子宮環和女性結紮 E 避孕丸，子宮環，女性結紮和避孕套

F 至少一種長期方法 G 至少一種短期方法 H 至少長期和短期方法各一種

有
一
半
人
口
能
取
得
方
法
的
國
家
百
份
比

 

全面取得，遙遙長路 
 從表8.1，許多國家離開「全面取得避孕方法」的目標還是很遠。部份國家

過於偏重一兩種方法。例如印度和尼泊爾差不多只是倚賴結紮，需要更多短期方

法來平衡。相反的，印尼和埃及對結紮有保留，國民被逼採用甜期方法，結果是

失效率高，墮胎數目高。第二章也有討論。 
 
 部份國家（尤其是撤哈拉以南非洲）面對的問題更為原始 沒有那一種方法

「全面取得」。 
：

是

 
表 2      家庭計劃的努力研究的 取得 平均得分的時間趨勢 8.

(1982至1999年) (全面取得的得分=100) 
 全部調查包括的69個國家  
 1982 1989 1994 1999 國家數目 
拉丁美洲 54.6 69.4 69.6 71.2 19 

亞  洲 59.8 66.7 64.4 70.3 16 

撤哈拉以南非洲—英語區 12.7 33.2 44.9 48.0 12 

撤哈拉以南非洲—法語區 6.7 19.9 21.2 24.6 12 

中東／北非 26.7 50.0 61.9 64.6 10 



全部地區 35.8 50.8 54.6 57.9 69 

 一項或多項調查包括的109個國家  
 1982 1989 1994 1999 國家數目 

拉丁美洲 54.8 68.6 66.0 69.9 24 

亞洲 56.9 59.2 63.0 71.3 24 

撤哈拉以南非洲—英語區 13.6 33.5 50.1 50.3 19 

撤哈拉以南非洲—法語區 6.6 20.4 23.6 29.7 21 

中東／北非 18.2 36.4 52.5 61.2 16 

中亞共和國 — — 17.7 52.7 5 

全部地區 32.5 44.6 51.9 57.5 109 

表8.2的調查包括男女結紮，子宮環，避孕丸和避孕套；可見發放家庭計劃

有進步。 

 
 
是

 

圖8.2               四項研 個國家 避孕

的平均 分(最高分的百份比

究的69 的五種 方法

取得得 )

拉丁美洲

亞洲

撤哈拉以

撤哈拉以

南非洲英語

南非洲法語

非

部地區
分

 
 從圖8.2可見，除了拉丁美洲和亞洲保持高水平，其他地區亦有進步。圖8.2
的最高點是80，所以圖中的60相等於慣常的51%，即是說圖中的數字無形中升

級。圖中所見，似乎取得避孕方法會在70到頂。 
 
第二目標：滿足未滿足需求和採用某一方法的意欲 
 
 找出未滿足需求，除了知道公共要提供多少避孕的援助，還可以了解婦女要

區

區

中東／北

全

平

均

得

 
 
 



求採用某種方法的需求。任何人口都有未滿足的需求；利用這個概念來提供家庭

計劃，遠勝於訂立避孕方法的硬目標，亦証明可以提升避孕普及率，從而取消由

上指派的硬目標。一方面這更合符人道，一方面讓員工集中精力處理有心尋求家

庭計劃的用家。在規劃考慮時，估算未滿足需求，應減去不願避孕的婦女，但要

加上那些只使用一種方法的男女。 
 
 未滿足的需求，是要避免懷孕的意欲和不採用避孕的鴻溝。這道鴻溝的規模

大小，是會隨著避孕普及率改變而改變。從低普及率開始，未滿足需求可能不多，

因為意欲的家庭規模比較大；到高普及率時，未滿足需求也會是很少，因為差不

多每人都在使用一種方法。但兩者當中的未滿足需求會是相當的大，而需求和得

到滿足又會有時間差。因此未滿足需求的時間趨勢不能如實反映項目的改變情

。 

願，也算作有未滿足需求。但如懷孕是因為避孕失

，則不包括在內。） 

況

 
 以下的數據是以《人口和衛生調查》的定義＊為依據；如要包括性活躍的單

身男女，不滿意的用家，傳統方法使用者和接近停經的婦女，數字會更高。以越

南為例，如果未滿足需求要包括傳統方法的使用者（有更高的墮胎率和更多失

效），就會由14%增加至36%。（＊有未滿足需求的婦女定義為已婚或同居，有生

育能力，沒有採用避孕方法，和打算把生育推遲兩年。如懷孕婦女或產後停經婦

女當時是沒有懷孕和生育的意

效

 
 從表8.3可見，除非家庭計劃項目辦得極好，一般的普及率上升只是每年約

2%。回顧以往，未滿足需求與普及率並不是同步的。 
 

圖8.3    年代每年避孕普及率的上升（以開始時的普及率排列）1990

1990年代 

避孕普及率 

 

少於1.0 

 

1.0至1.9 

 

2.0或更多 

少於15% 盧安達  (0.55) 尼日 1.09   

 安哥拉 (0.38)     

 甘比亞 (0.22)     

 厄利垂亞 —     

 伊拉克 —     

 阿富汗  0.12     

 馬利   0.2     

 蘇丹  0.37     

 衣索比亞 0.38     

 茅利塔尼亞 0.47     



 布吉納法索 0.67     

 幾內亞   0.70     

 查德   0.79     

 塞內加爾 0.79     

 平均值  0.24     

15-34% 馬達加斯加 0.32 奈及利  亞 1.03 阿曼 2.16

 貝南 0.44 多哥 1.13 柬埔寨 2.26

 喀麥隆 0.52 葛摩 1.18 葉門 2.27

 蒲隆地 0.54 烏干達 1.49 剛果共和國 2.37

 迦納 0.64 巴基斯坦 1.56 中非共和  國 2.62

 史瓦濟蘭 0.65 海地 1.59 緬甸 3.18

 象牙海岸 0.69 尚比亞 1.62   

 賴索托 0.96 坦尚尼亞 1.89   

   馬拉威 1.91   

   寮國 1.94   

 平均值 0.59 平均值 1.53 平均值 2.48

35-49% 千里達托巴哥 (1.12) 敘利亞 1.09   

 多明尼加 0.13 菲律賓 1.14   

 蓋亞那 0.24 肯亞 1.31   

 波札那 0.62 瓜地馬拉 1.36   

 聖露西亞 0.66 尼泊爾 1.62   

 印度 0.75     

 卡達 0.99     

 平均值 0.32 平均值 1.30   

50-64% 土耳其 0.14 馬來西亞  1.03 巴拉圭 2.00

 亞塞拜然 0.30 辛巴威 1.05 玻利維亞 2.01

 黎巴嫩 0.32 印尼 1.11 阿爾及利亞 2.18

 南非  0.66 巴貝多 1.22 格瑞那達 2.27

 多明尼加共和國 0.96 薩爾瓦多 1.27 摩洛哥 2.57

   巴林 1.4   

   埃及 1.5   

   宏都拉斯 1.51   

   突尼西亞 1.7   

   科威特  1.73   

   孟加拉 1.84   

   約旦 1.95   

 平均值 0.48 平均值 1.44 平均值 2.21

65+% 蒙古  (0.19) 哥倫比亞 1.08 尼加拉瓜 2.10



 模里西斯 (0.10) 巴西 1.09 伊朗 2.37

 泰國  0.02 牙買加 1.23 烏茲別克 2.90

 古巴  0.25 墨西哥  1.34   

 南韓  0.49 厄瓜多 1.39   

 波多黎各 0.52 祕魯 1.43   

 中國  0.62 越南 1.71   

 斯理蘭卡  0.68 哈薩克 1.90   

 哥斯大黎加 0.81     

 平均值 0.35 平均值 1.40 平均值 2.46

 
 

图8.3       1990年代每年避孕普及率的上升（以开始时的普及率排列）

1990年代 

避孕普及率 

 

少于1.0 

 

1.0至1.9 

 

2.0或更多 

少于15% 卢旺达 (0.55) 尼日尔 1.09   

 安哥拉 (0.38)     

 冈比亚 (0.22)     

 厄立特里亚 —     

 伊拉克 —     

 阿富汗  0.12     

 马里 0.2     

 苏丹  0.37     

 埃塞俄比亚 0.38     

 毛里塔尼亚 0.47     

 布基纳法索 0.67     

 几内亚   0.70     

 乍得 0.79     

 塞内加尔 0.79     

 平均值  0.24     

15-34% 马达加斯加 0.32 尼日利亚 1.03 阿曼 2.16

 贝宁 0.44 多哥 1.13 柬埔寨 2.26

 喀麦隆 0.52 科摩罗 1.18 也门 2.27

 布隆迪 0.54 乌干达 1.49 刚果共和国 2.37

 加纳 0.64 巴基斯坦 1.56 中非共和国  2.62

 斯威士兰 0.65 海地 1.59 缅甸 3.18

 科特迪瓦 0.69 赞比亚 1.62   

 莱索托 0.96 坦桑尼亚 1.89   



   马拉维 1.91   

   老挝 1.94   

 平均值 0.59 平均值 1.53 平均值 2.48

35-49%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12) 叙利亚 1.09   

 多米尼加 0.13 菲律宾 1.14   

 圭亚那 0.24 肯尼亚 1.31   

 博茨瓦纳 0.62 危地马拉 1.36   

 圣卢西亚 0.66 尼泊尔 1.62   

 印度 0.75     

 卡达 

卡塔尔 

0.99     

 平均值 0.32 平均值 1.30   

50-64% 土耳其 0.14 马来西亚  1.03 巴拉圭 2.00

 阿塞拜疆 0.30 津巴布韦 1.05 玻利维亚 2.01

 黎巴嫩 0.32 印度尼西亚 1.11 阿尔及利亚 2.18

 南非  0.66 巴巴多斯 1.22 格林纳达 2.27

 多米尼加共和国 0.96 萨尔瓦多 1.27 摩洛哥 2.57

   巴林 1.4   

   埃及 1.5   

   洪都拉斯 1.51   

   突尼斯 1.7   

   科威特  1.73   

   孟加拉国 1.84   

   约旦 1.95   

 平均值 0.48 平均值 1.44 平均值 2.21

65+% 蒙古  (0.19) 哥伦比亚 1.08 尼加拉瓜 2.10

 毛里求斯 (0.10) 巴西 1.09 伊朗 2.37

 泰国  0.02 牙买加 1.23 乌兹别克斯坦 2.90

 古巴  0.25 墨西哥  1.34   

 南韩  0.49 厄瓜多尔 1.39   

 波多黎各 0.52 秘鲁 1.43   

 中国  0.62 越南 1.71   

 斯理兰卡  0.68 哈萨克斯坦 1.90   

 哥斯达黎加 0.81     

 平均值 0.35 平均值 1.40 平均值 2.46

 
 總避孕需求有部份是由於使用避孕方法得到滿足；這是很有用和方便的計

量：【使用】除以【使用＋需求】。表8.4以國家財富五分值來排列，說明最貧富



的五份一（Q1）的已滿足需求是最少。最低的數字是12.9%和23.7%，都是錄自

非洲最貧窮的五份一。國家越富有，得到滿足的需求越多。留意全部國家的後期

調查都有改善進步。 
 

表8.4                   現代避孕使用滿足的需求百份比 

（以財富五分值排列：Q1=最貧窮） 

（每地區選取國家，平均數沒有加權） 

  Q1 Q2 Q3 Q4 Q5 全部五分值

非洲 1990-1995 12.9 16.0 17.7 24.7 36.9 22.9 

 1996-2000 23.7 25.2 29.1 37.2 48.0 33.9 

拉丁美洲 1990-1995 29.4 40.7 49.0 57.4 65.3 50.0 

 1996-2000 38.1 48.8 57.3 61.7 68.0 56.4 

亞洲 1990-1995 48.2 51.0 57.5 57.5 67.6 57.1 

 1996-2000 50.0 57.1 59.8 63.7 70.7 60.9 

北非／中亞 1990-1995 36.8 45.7 53.7 58.2 65.4 53.8 

 1996-2000 49.7 59.0 62.0 67.5 70.5 62.7 

全球平均 1990-1995 29.2 35.8 40.4 46.2 55.6 42.7 

 1996-2000 37.9 44.4 49.3 54.7 62.1 50.8 

 

 圖8.3印證以上的觀察。 



圖8.3     未滿足需求，普及率和需要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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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意欲的家庭人口迅速減少，而使用避孕還未追上，未滿足需求（比對總需

求）是相當的大。這模式可見之於貝南，坦尚尼亞，烏干達，馬拉威和瓜地馬拉，

需求範圍在40%與55%之間。留意未滿足需求雖然依然大，但佔總需求的比例是

減少。 
 
 考慮普及率和未滿足需求的關係，可以用另一種方法：把每年的普及率增加

轉化為第一次調查時需求的比例，即是多少年的普及率增加才能滿足當初的需

求。從圖8.4可見這比例是在1%至11%，平均數為5%。以中度普及率為例，大概

需要十年才能滿足當初的未滿足需求。 



圖8.4 未滿足需求的百份比轉化為每年的普及率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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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全球需求 
 附錄A.9是多國的未滿足需求估計。把地區的平均數作為工具，計算未有資

料的國家需求，可以粗略算出大部份開發中世界的需求。計算結果參見表8.5。 
 
 從表8.5可見，因為開發中國家的普及率上升，未滿足需求下降：已婚婦女

有17%，全部婦女有13%。因為人口基數大，所以有未滿足需求的人數也是龐大。 
 
表8.5               有未滿足避孕需求的婦女（2000年） 
 全部婦女 已婚婦女 未婚婦女 

   全部需求     間隔生育     限制生育  
  人數（以千計）  
開發中世界 113,647 105,205 55,402 49,803 8,442 

亞洲（不計中國） 63,650 61,142 31,658 29,484 2,508 

撤哈拉以南非洲 27,997 23,550 15,269 8,281 4,447 

拉丁美洲 11,837 11,088 4,615 6,473 749 

中東／北非 8,925 8,306 3,345 4,961 619 

中亞 1,238 1,119 515 604 119 

   %   

開發中世界 13.0 17.1 9.0 8.1 3.2 

亞洲（不計中國） 12.9 16.4 8.5 7.9 2.0 

撤哈拉以南非洲 19.4 24.2 15.7 8.5 9.5 

拉丁美洲 8.5 13.7 5.7 8.0 1.3 



中東／北非 10.6 15.6 6.3 9.3 2.0 

中亞 8.5 11.4 5.2 6.2 2.6 

 
 圖8.5列出有最多未滿足需求婦女人數的20個國家。印度的人數最多，有三

千二百萬，是開發中國家的32%。根據《人口和衛生調查》的定義，中國沒有未

滿足的需求。全部未滿足需求有一半是在首五個國家，反映地區性的集中。 

圖8.5        有未滿足需求的婦女最多人數的20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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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未滿足需求的青年 
 15至19歲，和20至24歲兩個年齡組別的未滿足需求，是已婚婦女的33%，相

等於三千四百九十萬人。20至24歲組別的有需求人數是15至19歲組別的兩倍（二

千三百五十萬相對一千一百五十萬）。撤哈拉以南非洲的需求最大：每名青年有

一名，全體婦女的比例亦如是。其他地區則有所不同：年輕女性的需求比全體婦

女為多。拉丁美洲是22%相對14%，亞洲是23%相對16%，中亞共和國是16%相

對11%。詳情參見第四章。 
 
採用避孕方法的意欲 
 另一角度檢視未滿足需求，是透過了解婦女避孕的意欲。附錄A.11輯錄了48
個國家的78項調查的結果；表8.6抽出其中14個國家的資料，說明調節過程的兩

方面：一些有未滿足需求，但沒有打算避孕的婦女，和另一些沒有表面需求，但

有計劃避孕的女性。以肯亞為例，非避孕者（右邊柱）有28%打算播採用避孕，

雖然她們被劃分為沒有需求；這一組群相等全部已婚婦女的17%（左邊柱）。而

那些有未滿足需求而又沒有打算避孕的婦女有兩組：右邊柱的10%和左邊柱的

6%；兩者互相扺消。 
 

表8.6            未滿足需求與意欲採用避孕
＊
的關係 



＊
意欲有將來任何時間採用避孕

 

全部已婚婦女 已婚非避孕者  

 未滿足需求   未滿足需求  

  有 沒有 使用  有 沒有 總數 

亞洲         

孟加拉 2000 有 13 20  有 28 44 71 

意欲使用    沒有 3 11  沒有 6 23 28 

  15 31 54  33 67 100 

印度 1999         

意欲使用 有 12 19  有 22 38 60 

 沒有 4 16  沒有 8 31 40 

  16 35 48  31 68 100 

印尼 2002         

意欲使用 有   4 13  有 11 32 43 

 沒有   4 18  沒有 11 46 56 

    9 31 60  22 78 100 

菲律賓 1998         

意欲使用 有 10 12  有 19 23 42 

 沒有   9 21  沒有 17 41 58 

  19 33 48  36 64 100 

全部已婚婦女 已婚非避孕者  

 未滿足需求   未滿足需求  

  有 沒有 使用  有 沒有 總數 

拉丁美洲         

哥倫比亞 2000         

意欲使用 有 5 11  有 23 47  70 

 沒有 1 6  沒有   4  27  30 

  6 17 77  27  73 100 

多明尼加共和國 2002        

意欲使用 有   9  11  有  30  36  66 

 沒有   2   8  沒有   6  28  34 

   11  19  70  36  64 100 

祕魯 2000        

意欲使用 有   7   10  有  23  33  56 

 沒有   3   11  沒有   9  34  43 

   10   21  69  33  67 100 



全部已婚婦女 已婚非避孕者  

 未滿足需求   未滿足需求  

  有 沒有 使用  有 沒有 總數 

中東／北非        

埃及 2000        

意欲使用 有   7   19  有  17  42  59 

 沒有   3   15  沒有   8  33  41 

   11   33  56  25  75 100 

土耳其 1998        

意欲使用 有   7   12  有  19  33  52 

 沒有   3   14  沒有   9  38  47 

   10   26  64  28  72 100 

全部已婚婦女 已婚非避孕者  

 未滿足需求   未滿足需求  

  有 沒有 使用  有 沒有 總數 

撤哈拉以南非洲        

衣索比亞 2000        

意欲使用 有   24   18  有  26  20  46 

 沒有   11   39  沒有  12  42  54 

    35   57   8  38  62 100 

肯亞 2003        

意欲使用 有   18   17  有  30  28  58 

 沒有    6   19  沒有  10  32  42 

    25   36  39  40  60 100 

奈及利亞 1999        

意欲使用 有    6   13  有   8  15  23 

 沒有   11   53  沒有  12  62  76 

    17   66  15  21  78  100 

坦尚利亞 1999        

意欲使用 有   13   16  有  18  21  39 

 沒有    8   37  沒有  11  50  61 

    22   53  25  29  71 100 

烏干達 2000        

意欲使用 有  26   22  有  34  28  62 

 沒有   8   21  沒有  11  27  38 

   35   43  23  45  55 100 

 



 

再看表8.6，根據《人口與衛生調查》定義為沒有未滿足需求，但又有打算

避孕的婦女，佔全部已婚婦女的15%，非避孕者的31%。這結果令人關注。這是

由於《人口與衛生調查》把在過去兩年有打算生育的婦女定義為沒有需求。實際

上，這組群的婦女有相當人數是不想在這時期內懷孕，打算在這兩年內能確保推

遲下一次懷孕。在作出項目規劃時，必須要計及這些「沒有需求的意欲者」。這

裡解釋一下所用的計算方法：有些調查把「有使用意欲」分為兩部份：「在來年

有使用意欲」，和「以後有使用意欲」，但其他調查沒有同樣的分類，所以這報告

提到的「有使用意欲」，是包括「在任何時間有使用意欲」，不論是來年或以後。

如果全部數據都是來自較為肯定的「來年」類別，所得數字會更小。但是如果「有

未滿足需求」組別是有包括產後停經的婦女，數字會變大。差不多全部剛生育的

婦女都是說以後不想那麼快再生育，許多是接近恢複生育能力。從規劃的角度來

看，她們是最需要得到避孕的資訊和方法。因此，如「有未滿足需求」組別包括

全部產後停經的婦女，會把比例提升一半，由22%增加至33%（Ross與 Winfrey， 

2002）。有些分析較為嚴緊，只計算已生育四個月的婦女，這減少了過度估算。

另一項調查（Bernstein, 2005）也有同樣的結論。 
 
如調查沒有問及停經情況，就要明確查詢婦女的採用避孕意欲。附錄A.11

列出三組婦女的回應：全部已婚婦女，定義為有未滿足需求的婦女，和沒有避孕

的婦女。國與國的「有採用避孕意欲」百份比有所差異，是因為不同原因。巴西

的數目少，因為婦女已多數採用避孕。奈日利亞的家庭人口仍然是多，又極為不

容易取得避孕方法。巴基斯坦婦女的未滿足需求高達33%，避孕意欲也低，是因

為宗教和丈夫反對避孕。菲律賓又是另一般套理由，包括宗教。這三個國家的家

庭計劃，有鄉間乏善足陳。 
 
要留意許多表達有避孕意欲的婦女，到頭來還是不會避孕，起碼在最近將來

是如此。有許多障礙：個人的無所謂態度，家庭反對。和項目不如理想，未能提

供所需資訊和方法。 
 
無論如何，家庭計劃人員應留意「意欲懷孕」和「有未滿足需求」這兩方面

的水平和趨勢，這是最好的寒暑表。 
 
第三個目標：達到意欲生育率 
 
 參見附錄A.12。許多國家的意欲家庭人口都有下降，生育率亦有減少。這一

章討論實際和意欲生育率的改變。 
  
 計量意欲生育率的有效指標是總意欲生育率total wanted fertility rate 



(TWFR) 。一般來說，這和總生育率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是相同。但當總生育率

是超過受訪者的意欲家庭人口，總生育率減去超生的部份就是總意欲生育率。因

此，婦女的總意欲生育率必然是相等或低於總生育率。 

 

 圖8.6把兩者作比較，總生育率都是高於總意欲生育率，平均差距大概是一

個孩子，有些國家是兩個孩子。對開發中國家整體來說，這「超生」人口相當龐

大。這是婦女自我表達的數目. ，有別於有關生育的公共政策。 

 

圖8.6 總生育率和總意欲生育率的關係

(140個國家的人口與衛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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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要把實際生育下降到意欲生育水平，是白費氣力。從開發中國家的經驗得

知，意欲生育的水平是在節節後退。常見的是總生育率下降到最初的總意欲生育

率水平，但後者又隨而向下調整。從圖8.7a至8.7e可見這趨勢。 圖8.7 b至8.7e的

年份是第一次調查的年份。 

 

當意欲生育率下降比總生育率為快，兩者的差距越來越大。用圖表來顯示，

如兩者的下降速率是同步，圖8.7a的斜率應該是1；如總生育率下降得較快，斜率

是大於1；如總意欲生育率下降得較快，斜率是小於1。 以奈及利亞（圖8.7c）為

例，1990至2003年間，總生育率由6.0下降至5.7（—0.3），但總意欲生育率由5.8

下降至5.3（—0.5），斜率為0.6。 

 



圖8.7a          總生育率和總意欲生育率的關係趨勢

(40個國家的多項人口與衛生調查）

總
生
育
率

總意欲生育率  

 

孟加拉 1993/94
印度 1992/93
印尼 1987
尼泊爾1996
菲律賓 1993
越南 1997

圖8.7b  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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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7c 撤哈拉以南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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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7d 拉丁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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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7e     中東／北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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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各地區的平均斜率，括號內為國家數目。 

 

撤哈拉以南非洲 0.84 (20) 

其他地區 1.98 (20) 

    亞洲 1.39 ( 6) 

    拉丁美洲 1.86 ( 8) 

    中東／北非 2.76 ( 6) 

全部國家 1.38 (40) 

 

 從以上可見，撤哈拉以南非洲的意欲生育率下降比實際的生育率為快，兩者

的差距越來越大。換句話說，未滿足需求的水平高，不合時宜或不想要的生育比

例高。 

 

 在其他地區，總生育率下降的速度差不多是總意欲生育率下降速度的兩倍



（1.98），可以說是避孕行為追上了意欲。兩者仍然存在差距，圖8.7a說明全部

國家的比較線都在平等線（由左下角到右上角的對角線）之上。 

 

非意欲生育 

 

 除圖8.8a和8.8b外，個別國家的數據參見附錄A.12。 

 

圖8.8a                   不合時宜或非意欲生育的百份比

（四個地區的人口與衛生調查）

A  B   C   D  E  F  G  H

A 菲律賓

B 尼泊爾 2001
C 孟加拉 1999/2000
D 柬埔寨 2000
E 越南 2002
F 巴基斯坦 1990/91
G 印度 1998/99 
H 印尼 2002/02

I   J   K   L   M   N  O   P  Q

I 玻利維亞 2003
J 秘魯 2000
K 海地 2000
L 哥倫比亞 2000
M 巴西 1996
N 尼加拉瓜 2001
O 多明尼加共和國 2002
P 瓜地馬拉 1998/99
Q 巴拉圭 1990

R  S   T   U   V  W X   Y   Z  ＊

R 葉門 1997
S 摩洛哥 1992
T 約旦 2002
U 土耳其 1998
V 埃及 2000
W 亞美尼亞 2000
X 哈薩克 1999
Y 吉爾吉斯 1997
Z 烏茲別克 1996
＊土庫曼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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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8b                              不合時宜或非意欲生育的百份比

（撤哈拉以南非洲最近的人口與衛生調查）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A 南非 1998
B 納米比亞 2000
C 肯亞 2000
D 加彭 2000
E 多哥 1998
F 尚比亞 2001/02
G 馬拉威 2000
H 迦納 2003
I 烏干達 2000/01

J 辛巴威 1999
K 衣索比亞 2000
L 盧安達 2000
M 塞內加爾 1997
N 象牙海岸 1998/99
O 茅利塔尼亞 2000/01
P 喀麥隆 1998
Q 厄利垂亞 2002 
R 莫三比克 1997

S 中非共和國 1994/95
T 布吉納法索 2003
U 貝南 2001
V 坦尚尼亞 1999
W 馬利 2001
X 幾內亞 1999
Y 馬達加斯加 2003/04
Z 奈及利亞 2003
＊ 尼日 1998
＃ 查德 19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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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拉丁美洲的非意欲和不想要的生育比例最高，圖8.8a的9個國家有7個是超過

40%。撤哈拉以南非洲的28個國家，只有8個是高於40%，部份原因是當地的意

欲生育率較高。如果以20%作為分界線，55個國家中有42個是低於分界線，即是

說每五名生育有一名是不合時宜或不想要。 
 
不想再生育的百份比 
 
 另一個意欲生育的趨勢是聲稱不想再生育的婦女的百份比。有19個國家有這

方面的資料。留意整體向上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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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8.7多了平均值，說明在10至15年期間，平均增加了10至15點子，是相當程

度的轉移，尤其是考慮到這可能包括更多較少生育的年輕女性。 

 
表8.7                     不想再生育的趨勢 

 世界生育調查 人衛調查I 人衛調查II,III 增加 

撤哈拉以南非洲     

喀麥隆 3.0  15.0 12.0 

迦納 12.0 22.0 34.0 22.0 

肯亞 17.0 49.0 52.0 35.0 

奈及利亞 5.0  14.0 9.0 

盧安達 19.0  36.0 17.0 

塞內加爾 7.0 17.0 19.0 12.0 

蘇丹 17.0 23.0  6.0 

辛巴威  32.0 31.0 (1.0) 

平均值 11.4 28.6 28.7 17.3 

中東／北非     

埃及 53.0 64.0 68.0 15.0 

約旦 42.0  54.0 12.0 

摩洛哥 42.0 48.0 53.0 11.0 

土耳其 57.0  72.0 57.0 

平均值 48.5 56.0 61.8 13.3 

亞洲     

印尼 39.0 50.0 52.0 39.0 

巴基斯坦 43.0  39.0 (4.0) 



菲律賓 54.0  64.0 10.0 

平均值 45.3 50.0 51.7 6.3 

拉丁美洲     

哥倫比亞 61.0 70.0 66.0 5.0 

多明尼加共和國 52.0 64.0 66.0 14.0 

巴拉圭 32.0  45.0 13.0 

平均值 51.5 69.0 63.0 11.5 

總平均值 34.2 46.5 47.5 12.1 

 
 

家庭人口越多（沒有列出），不想再生育的百份比急劇上升，但不同地區的

增加率有所不同。大多數的撤哈拉以南非洲的婦女要有三個統子才不想多生；拉

丁美洲的婦女只想要一個孩子，兩孩婦女有一半至2/3不想再生育。附錄A.12有更

多國家數據。雖然國家不是完整，各地區的平均數如下： 

 

 不想再生育 

的平均百份比 

國家數目

亞洲 45.0 10 

拉丁美洲 47.9 13 

中東／北非 48.3 7 

撤哈拉以南非洲 26.4 31 

中亞共和國 51.2 4 

全部國家 37.4 85 

 

四個地區的情況都是差不多：已婚婦女有45%至51%不想再生育。撤哈拉以

南非洲的百份比（26%）較低，因為意欲家庭人口較低，想多要一個孩子的年青

婦女較多。 

 

總結 

 

 國家要追求意欲生育率是白費功夫，因為這會比實際生育率下降一樣的快或

更快。可喜的發展是公眾對避孕的需求是持續的。以上的數據說明，開發中國家

有許多不合時宜和非意欲的生育。這還要加上數目龐大的終止懷孕（參見附錄

A.16）。差不多全部國家的實際生育率都是高出意欲生育率。應付這個問題，和

應付未滿足需求一樣：群眾能夠取得多樣化的可靠避孕方法，要有運作良好的發

放機制，和全面的公共資訊。 

 
第四個目標：達到替代生育水平 



 
 替代生育水平一般定於總生育率為2.1。這略高於2.0，因為要計及死亡率。

以這標準來衡量，有幾個開發中國家已達標和甚至超越。亞洲的國家和地區有中

國，南韓（北韓？），台灣，香港，新加坡，泰國，越南，斯理蘭卡和印度一些

省份。拉丁美洲的國家有古巴，波多黎各，千里達和托巴哥，一些加勒比區的小

國，以及巴西（？）。 

  

 許多開發中國家都是趨向低生育率和小家庭；替代人口在過去35年減少

79%。因為中國因素，東亞已跌破替代水平。 

 

表8.8                  總生育率：邁向替代生育的下降百份比 
 總生育率 

1960-1965 

總生育率

1995-2000

總生育率

減少 

下降至總

生育率2.1

的百份比

達到2.1的

推斷
＊ 

年份 

聯合國 

預測達到

2.1的年份

開發中世界 6.01 3.00 3.00 77 2008 2035 

最不開發國家 6.59 5.05 1.54 34 2065＃ 2045 

撤哈拉以南非洲 6.69 5.48 1.21 26 2095＃ 2045 

北非 7.08 3.58 3.50 70 2012 2035 

西亞 6.18 3.77 2.41 59 2022 2045 

東亞 5.19 1.77 3.42 111 沒有資料 沒有資料 

中南亞 6.01 3.36 2.65 68 2014 2035 

東南亞 5.90 2.69 3.21 84 2004 2018 

拉丁美洲 5.97 2.70 3.27 84 2004 2035 

資料來源：聯合國，1998年，以聯合國標準劃分地區。 

＊以1960-65和1995-2000年的資料推斷 

＃年份提前，因為有最新數據可以推斷 

 
 留意總生育率只是計量生育行為的方法其中一種。總生育率包括全部年齡組

別，對短期變化敏感，例如第一胎的生育年齡。總生育率不能反映人口的動力：

即使達到了替代水平，人口在未來數十年還是會增加。總生育率的價值是作為一

項代理工具，計算趨向兩孩家庭的趨勢。 
 
 預測未來是困難重重。表8.8的右柱是聯合國預測達到替代水平的年份。因

為生殖行為（避孕習慣，墮胎，母乳哺育和同居）的改變，加速了生育率的下降。

過往的改變主要是因為更多避孕。這是下一個題目。 
 
避孕普及的差距 
 



 2.1是人口的替代水平，大概相等於男男女女有75%避孕。計算國家距離這水

平有多遠，可以計算避孕使用者和75%這指標有多大距離。在2005年，要達到替

代水平的生育率，就要有8億避孕使用者；現在只有6.3億，所以差距是1.7億。聯

合國的人口組預測。這數字到了2010年會下降至1.64億，到2015年為1.61億，2025
年為1.55億。聯合國的中度預測，在2005至2015年間，避孕使用者每年增加1.5%，

差距依然存在。要改善這情況，在2015年達到替代水平，避孕使用者每年要增加

3.6%。即使把時間延長至2020年，增長率要維持在2.6%。 
 
 這些待發掘的避孕使用者集中在幾個國家。印度佔全球總數的31%，連同奈

及利亞，巴基斯坦，衣索比亞和印尼，這五大國佔全球一半。首十二個國家佔去

2/3，其餘1/3分散在94個國家。（參見附錄A.13） 
 

圖8.10    要達到避孕普及率75%，開發中世界的

更多避孕者的分佈

印度 31%

奈及利亞 7%

巴基斯坦 7%

衣索比亞 4%

印尼 4%

孟加拉 3%

剛果共和國 2%

菲律賓 2%

蘇丹 2%

阿富汗 2%

緬甸 2%

坦尚尼亞 2%

其他94個國家 32%
 

 
 
 
 

 從表8.9可見，各地區的首五個國家的「待發掘避孕人口」佔總數一半以上。 

 

表8.9         要集中使用者才達到普及率75%： 
開發中世界和各地區的首五個國家 

國家 全差距的

百份比 

 全差距的

百份比 
 全差距的

百份比 
開發中世界  拉丁美洲  撤哈拉以南非洲  

印度 30.9 墨西哥 20.1 奈及利亞 22.3 



奈及利亞 7.3 瓜地馬拉 12.8 衣索比亞 12.3 

巴基斯坦 7.0 委內瑞拉 12.4 剛果 6.3 

衣索比亞 4.0 阿根庭 11.8 坦尚尼亞 5.1 

印尼 3.6 海地 10.6 莫三比克 4.2 

總計 52.8 總計 67.7 總計 50.2 

亞洲  中東／北非  中亞共和國  

印度 57.3 蘇丹 20.7 塔吉克 34.2 

巴基斯坦 13.0 伊拉克 14.0 烏茲別克 32.8 

印尼 6.7 埃及 11.9 哈薩克 15.7 

孟加拉 6.4 葉門 11.1 吉爾吉斯 10.0 

菲律賓 3.8 沙烏地阿拉伯 10.0 土庫曼 7.3 

總計 87.2 總計 67.7 總計 100.0 

 

圖8.11a-8.11e是各地區的分佈情況。 

圖8.11a    亞洲要達到普及率75%的差距：分佈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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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1b         拉丁美洲要達到普及率75%的差距：分佈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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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1c    中東／北非要達到普及率75%的差距：分佈百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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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11d     撤哈拉以南非洲要達到普及率75%的差距：分佈百份比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A 奈及利亞

B 衣索比亞

C 剛果共和國

D 坦尚尼亞

E 莫三比克

F 烏干達

G 肯雅

H 迦納

I 馬利

J 布吉納法索

K 象牙海岸

L 馬達加斯加

M 喀麥隆

N 安哥拉

O 尼日

P 索馬利亞

Q 幾內亞

R 塞內加爾

S 查德

T 南非

U 馬拉威

V 貝南

W蒲隆地

X 盧安達

Y 尚比亞

Z 獅子山

a 厄利垂亞

b 辛巴威

c 多哥

d 賴比瑞亞

e  中非共和國

f   茅利塔尼亞

g  剛果

h  甘比亞

i  幾內亞比索

j  賴索托

k  加彭

l   史瓦濟蘭

m 波札那

n 納米比亞

o  模里西斯

 
 

圖8.11e       中亞共和國要達到普及率75%的差距：分佈百份比

塔吉克 烏茲別克 哈薩克 吉爾吉斯 土庫曼  
 



 有兩個因素導致這些極端的分佈：人口多少和低使用普及率。如大國的使用

者不多，就要有數目龐大的新使用者加入才能達到75%普及率。印度人口眾多，

但普及率只是中等。奈及利亞和衣索比亞也是人口眾多，普及率相當低（計算是

以年齡15至49的有性結合的婦女為基數，從而推測2005年的數目。聯合國密切注

視婦女的人數和已婚比例。普及率資料來自以往的調查以及第三章和附錄解釋的

預測。） 

 
人口紅利 
 
 當避孕普及率提高，生育率減低，人口趨向替代水平時一段時間窗戶，稱之

為「人口花紅」。簡單來說，生育率下降，改變了年齡分佈，減少年輕的倚賴人

口；工作人口的負擔減輕，可以投入更多資源，為小家庭的孩子改善衛生，教育

和職業培訓。社會的經濟發展也得到更多資源投入。 
 
 圖8.12比較東亞和撤哈拉以南非洲的年齡分佈改變。 
 

東亞

撤哈拉以南非洲

圖8.12           工作人口佔總人口的比例

％

 

 
 

因為東亞（特別是中國，台灣地區，日本和南韓）的生育率下降得早，15

至64歲的工作人口佔總人口的比例急速上升，達2/3之高。這現象已見頂，將來

會因為人口老年化而持續下降。過往這段窗戶時間容許社會投入資源，為家庭和

國家作出發展。 

 

撤哈拉以南非洲的改變緩慢。現在的工作人口只佔總人口的一半。假如聯合

國的人口預測是準確的話，這地區的生育率會下降，工作人口的比例會上升。（116

個國家的工作人口數據參見附錄A.25a和A.25b）。 



 
圖8.13是各地區的比較。 

 

圖8.13                 六個地區的工作年齡人口趨勢

非洲

亞洲

拉丁美洲

歐洲

北美

大洋洲

％

 

 

拉丁美洲和非洲的起步點低，但前者爬升得快，已差不多趕及亞洲（包括全

部亞洲國家）；估計到2020年，拉丁美洲的工作人口會佔總人口的63%。三個已

開發地區在2000年已到頂，近年開始下降。 

 
抓住「人口窗戶」的機會 
 年輕的工作人口有一段時間才會退下火線，成為倚賴人口。這一段時間，是

一扇機會的窗戶，要好好窗戶的人口紅利。利用人口紅利的政策例子有： 
➤ 勞工人口 

‧ 更多投入教育和職業培訓 

‧ 為即將進入勞工市場的年青人創造工作崗位 

➤ 衛生：提升人口健康，即是提高經濟生產力 

‧ 改善勞動人口的健康 

‧ 改變嬰兒和兒童的醫療照護 

‧ I改善婦女的生殖健康照護 

➤ 減少非意欲懷孕，避免分娩死亡，婦女喪失生產力和家庭培育。 

全面提供避孕資訊和服務。 

➤ 經濟增長 

‧ 開放經濟政策和開放經濟；減少貪污； 

‧ 個人，企業和政府要節約，增加儲蓄作為資本 

‧ 鼓勵外來投資和適當的援助 

 

 忽視這些措施的國家，只會停留在教育不足，衛生惡劣，工作技巧低下，高

失業率的水平，而人口越來越多。另一個極端是國家建立有效的家庭計劃政策，

與開明政策結合，利用人口紅利改善衛生，教育，職業培訓，投資政策和開放經



濟，為將來做好準備。 

第五個目標：滿足《千禧發展目標》和《開羅行動網領》 

 《千禧發展目標》和《開羅行動網領》有許多雷同之處。事實上，兩者

是相輔相成，不可或缺（參見附錄A.15至A.23）。以下把前者每項目標的原文和

後者的雷同意思並列，就可以看出相同的地方。但是，與此同時《千禧發展目標》

沒有《開羅行動網領》的原則：全民取得性和生育健康的訊息和服務。這項原則

其實是《千禧發展目標》的基礎（見下一欄）。每一個千禧目標，需要生殖健康

跨進一大步，或是因為後者而得到助力。 

 

 先看看這類目標的共同重要的特色： 

➤倚賴人口的比例 

➤在小學就讀的兒童 

➤人口密度 

 

最後是把以上各章節有關《千禧發展目標》的部份撮寫： 

➤減少兒童死亡率 

➤改善產婦健康 

➤減少愛滋病 

 

倚賴人口的比例 

 如果這得到改善，將大大舒緩每一目標進展緩慢的壓力。當生育率下降得較

快，倚賴兒童的人數，相對工作年齡人口的比例會放鬆。政策可以轉向全面教育，

避孕服務和推廣晚婚（或同居）。 

 

在小學就讀的兒童 

 許多國家的小學生會讀率低，人數急劇增加令問題變得更壞。如生育率下降

或穩定下來，對教育的質和量都有好處。資源可以投放在提升入讀率，改善教師

培訓和其他質量各方面。 

 

 （譯者註：原文這一章著墨不多。這題目其實是《千禧發展目標》的第二個

大目標。現將聯合國發表的《2005年千年發展目標報告》有關部份輯錄在附錄 

C1。） 

 

人口密度 

 城市的人口密度會增加，因為人口增加和農村人口移入，但農村的人口問題

也是嚴重。以衣索比亞為例，到了2015年，人均耕地會減少1/3；這限制了生產力

改進，破壞環境和降低土地的生產力。這對開發中的國家不是好事。 

 



 

《千禧發展目標》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率減少2/3 

 直接的公共衛生措施和社會經濟環境改善，會減少兒童的死亡率。如生育是

適當隔開，母親生育年齡是在18至35歲之間，兒童的死亡率減少得更快。這些都

要求全民，包括青年人，能夠得到避孕教育和服務。如生育不是意欲的，死亡率

會提高。而且出生人數太多，會影響對孕婦和嬰孩的照護。 

 

 減少兒童的死亡率應從兩方面入手：一是避孕減少生育，也減少死亡率；二

是讓育齡婦女有更大的自主權決定何時生育，這樣風險較低。 

 

 超過四胎，生育間隔少於兩年，或母親是在育齡18至35歲之外，兒童死亡的

風險增加。家庭計劃有助把生育集中在安全範圍，減少婦女的子女數目。從過去

30年在多個國家進行的調查，都說明避孕普及和以上的風險因素的關係。 

 

 在撤哈拉以南非洲，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率是每千名活產有175（2000年資

料）。根據聯合國的中期預測，如避孕率能夠由2000年的20%提升到2015年的

30%，死亡率可減少1/4。因此，單獨是家庭計劃就可以達到千禧目標的1/3。有

關數據參見附錄A.19至A.21。 

 

（譯者註：這題目是《千禧發展目標》的第四個大目標。現將聯合國發表的《2005

年千年發展目標報告》有關部份輯錄在附錄 C2。） 

 

《千禧發展目標》產婦死亡率降低四分之三 

 

 以往要降低產婦死亡率，就是減少生育。沒有證據證明開發中國家的分娩風

險降低；但因為整體總生育率由1960年的6下降至現在的3，所以產婦的實際死亡

人數也下降。 

 

 產婦死亡有兩方面：分娩和墮胎。應付這兩個問題的措施有重複。如墮胎後

的照護包括避孕服務，這會防止再次墮胎。有關數據參見第四章和附錄A.15至

A.18。 

 

（譯者註：這題目是《千禧發展目標》的第五個大目標的具體目標6。現將

聯合國發表的《2005年千年發展目標報告》有關部份輯錄在附錄 C3。） 

 

《千禧發展目標》與愛滋病毒／愛滋病，虐疾，肺结核病和其他疾病作鬥爭： 

遏止並開始扭轉愛滋病毒/愛滋病的蔓延 

 



（譯者註：原文重複第七章，没有新内容，省去不譯。這題目是《千禧發展

目標》的第六個大目標。現將聯合國發表的《2005年千年發展目標報告》有關部

份輯錄在附錄 C4。） 

 

總結 

 如上所述，《千禧發展目標》和《開羅行動網領》是相輔相成。家庭計劃是

滅貧策略的部份。 

 

 

（譯者嘆：本來以為要找到千禧發展目標的原文不會太難。聯合國的千年網站就

有以下的簡體中文網頁：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遺憾的是這網

頁除了首頁的內容是中文，其他的全是英語文本的連結；還有標題漏譯。找資料

要找到其他網站。不注重翻譯，就是不注重通往世界的窗戶。） 

 
 

《千禧發展目標》和《開羅行動網領》雷同之處 

 

1.  

《千禧》：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 

《開羅》：目標在達到消滅貧窮 

 

2.  

《千禧》：普及小學教育。 

《開羅》：達到全民得到優質教育 

 

3.  

《千禧》：促進女性平等並賦予女性權力 

《開羅》：國家應採取行動賦予婦女權力和…消除男女之間的不平等… 

 

4.  

《千禧》：降低兒童死亡率 

《開羅》：促進兒童興健康和存活 

 

5.  

《千禧》：改善產婦保健 

《開羅》：達致迅速和大幅度減少產婦死亡率和發病率…包括因為不安全墮胎

的死亡和發病率  

 



6.  

《千禧》：與愛滋病毒／愛滋病，虐疾，肺結核病和其他疾病作鬥爭 

《開羅》：減少愛滋病蔓延的傳播和減低影響 

 

7.  

《千禧》：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力 

《開羅》：減少不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以及人口因素對環境的不良影響

 

8.  

《千禧》：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開羅》：促請國際社區採用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來促進經濟增長… 

 

以上各章有討論目標4，5和6，有關數據參見附錄。 
 
 
 

生殖健康，家庭計劃和人口推動千禧發展目標 

 

目標1：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 

 

‧ 自願性質的家庭計劃有助人們決定生育的人數和時間。 

‧ 減少生育開啟「人口窗戶」，是加速改變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好機會。 

‧ 大家庭分稀釋了貧窮家庭的僅有資產。非意欲生育深化貧窮。 

‧ 小家庭的孩子有較好的健康和教育。 

‧ 改善有關人們和需求的數據，會改進政策發展和鎖定發展項目—和改善問

責。 

‧ 國內與國際之間的遷移為雙方帶來機會和難題。政策可以幫助貧窮社區和

個人爭取最大得益。 

‧ 較好的生育間隔減少在家庭內為食物而爭奪，改善兒童的營養。 

 

 

目標2：普及小學教育 

‧ 貧窮兒童未能從普及教育得益。 

‧ 貧窮家庭的兒童人數多，有些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其他兒童的教育可能受

阻，中斷或縮短。 

‧貧窮家庭的女孩的教育比男孩更易被剝削。 

‧持續教育是視乎能否避免非意欲生育。過早有性行為增加輟學的風險。在撤

哈拉以南非洲，輟學有8至25%是因為懷孕。 



‧早婚中斷女孩的學業。 

 

目標3：促進女性平等並賦予女性權力 

‧ 邁向性別平等，由教育開始，再伸延到健康照護，包括個人自願的生育控

制。家庭和社會要讓女性更積極參予社會，清除障礙。 

‧ 女童和婦女需要一個安全的環境，免受性暴力，包括來回學校途中。 

 

目標4：降低兒童死亡率 

‧ 母親太年輕，生育過於頻密，嬰兒和兒童的死亡率高。 

‧ 生育率高減少對兒童的健康照護。 

‧ 非意欲生育的兒童，死亡機會比意欲生意的兒童高。 

‧ 母親過世，孤兒的死亡風險增加。 

 

目標5：改善產婦保健 

‧ 懷孕時和分娩前後得到照護，以及緊急產科照護，能挽救婦女的生命。 

‧ 一生中，懷孕的風險最高。每年有超過十萬名婦女有婦科裂傷修補的風險。

有超過二百萬婦女曾受傷和深受烙印之苦。 

‧ 婦女一生因為生育死亡或患病的風險，是視乎懷孕的次數和安全。 

‧ 家庭計劃挽救婦女的生命：減低非意欲懷孕，不安全墮胎和分娩死亡。婦

女得到賦權，就可以應付危及她們健康和生命的情況。 

 

目標6：與愛滋病毒／愛滋病，虐疾，肺結核病和其他疾病作鬥爭 

‧ 新感染愛滋病的病例，有一半涉及年青人。要預防感染，年青人要保護自

己免受感染。這包括教導他們在婚姻以外要禁慾，結婚後要對伴侶忠貞，任何

時間都要為自己的行為負責任，包括負責任地使用避孕套。 

‧ 男用，女用的避孕套都應該是隨要隨有。貧窮國家要有機制，保證有足夠

的生殖健康用品，要支援建立這機制。 

‧ 為一生循環的不同需求服務的綜合生殖健康項目，會鼓勵更多人使用健康

服務，和全面應付衛生需求。改變中的年齡結構需要衛生系統長期調整。 

‧ 這疫症對達成其他目標，尤其是1至5，有重大作用。 

 

目標7：確保環境的可持續能力 

‧ 要平衡資源使用和生態需求，是極度視乎人口的增長，地點和遷移，以及

消耗資源的模式，和廢物的管理。 

‧ 貧窮農村人口增長迅速，對當地環境構成重大壓力。窮人需要科技來協調

他們對資源的需求，也需要更好的教育和醫療服務，包括生殖健康，來改善他

們的福祉，降低生育率。適當的政策會減少人口向城市遷移，和推動可持續的

農村人口增長。 



‧ 貧民窟的居民生活要可持續改善，要倚靠能應付因為自然增長和人口遷移

的高度城市增長的政策。 

 

目標8：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 最不開發的國家的人口和生殖健康專案舉步維艱，死亡率和非意欲生育都

是高水準。這些國家如得到更多國際援助和債務減免，會大大得益。它們需要

能負擔的治療愛滋病，虐疾和肺結核病的藥物，和穩定供應避孕用品。 

‧ 在2000至2015年間，20至24歲的年齡組別約有15億青年男女。他們要有工作。

如果他們有工作，他們會推動經濟增長；如果不是如此，他們會為政治不穩定

火上加油。 

 
 



附錄B：推測方法的技術性附錄 
 
如何以年份和避孕方法推測家庭計劃使用者 
 
以下的步驟是用來推測避孕普及，方法組合，使用者，物品和成本。 
 

(1)  育齡（15至49歲）婦女的人數，是取自聯合國人口司2002年的估計和推 
測。 

 
(2)  已婚／同居婦女的百份比，是取自最近的國家調查和人口調查；在整個 

時段維持不變。 
 

(3)  已婚／同居婦女的人數是以上的(1) x (2)。 
 

(4) 總生育率是取自聯合國人口司2002年的估計和推測，選用中等程度的推 
測。 

 
(5) 有採用避孕的已婚／同居婦女的百份比（以下簡稱避孕百份比），是取 

自最近的調查；如沒有調查，套用該地區的平均數。以後的比例是從總 
生育率推算；這是基於以往在101個國家的273項觀察的心得：兩者是有 
密切的關係。 

 
(6) 調節避孕百份比的份子：因為不是全部國家的總生育率相對於避孕百份

比都是完全同一回歸線，所以用上調節份子，來保留這時段內的差距。

這調節份子就是調查所得的避孕百份比，與回歸方程式的估算避孕百份

比的比例。 
 
(7) 每年的最後避孕百份比，是與總生育率有關連的避孕百份比，乘以調節

份子，確保在時段內每個國家保持與回歸線的差別。這即是說，不同的

因素（不同的已婚比例，產後不育，不育等）對避孕百份比—總生育率

的互動關係，會保持以往的影響力。 
 

(8) 採用避孕的已婚婦女人數，是已婚婦女人數乘以避孕百份比。 
 

(9) 以55個國家的調查資料，算出全部婦女和已婚婦女的避孕普及率，來計

算採用避孕的未婚人數。 
 

(10) 估算避孕方法的組合，是利用兩套方程式，計算每種方法的的份額，作



為避孕百份比的函數如何改變。這兩套方程式估算的數據，是來自101
個國家的273份國家調查。回教和非回教國家用不同的方程式估算，因

為回教國家偏向多用子宮環和少用結紮。第三章有這方面的資料。有一

項限制條件是以往的調查可能低估注射劑的增加，因為近年來這趨勢在

一些國家甚為明顯。 
 

(11) 為了讓全部普及率達到65%以上的國家保持穩定的調查組合，以上的估

算有些例外的考慮。在高普及率的水平，利用本國的方法組合，將來才

不會向整體模式靠攏。因為印度和印尼的模式獨特，所以這兩個大國保

留方法的組合不變。 
 

(12) 計算避孕用品數量，是依據「男女—年保護指數」的規則；以每項避孕

用品的成本算出總成本。「男女—年保護指數」的規則如下： 
 

「男女—年保護指數」換算表 
方法 「男女—年保護指數」份子 
避孕丸 每年15套 
注射劑 每年4劑 
避孕套 每年120個 
陰道泡沬丸 每年120個 
子宮環 除以3.5 
埋植劑 除以3.5 
女性結紮 除以9 
男性結紮 除以9 

 
   避孕用品的成本是以兩大贊助機構—聯合國人口基金和美國國際開發 

署—的支付成本來計算。 
 

方法 成本 
避孕丸 24美仙

注射劑 96.5美仙

避孕套 3.5美仙

陰道泡沬丸 7.2美仙

子宮環 57.6美仙

女性結紮 9.09美元

男性結紮 4.95美元

 
算出成本，另加上10%作為運輸費用。 



 
計算方法組合的方程式 
 推測方法組合，是總普及率的函數，利用以往調查的內容來決定每一方法的

份額是視乎普及的水平。以下兩套方程式分別用於非回教和回教國家；回教國家

一般傾向多用子宮環，少用結紮。 
 
 舉一個例子：下表的第一欄的避孕丸普及率的數值，是(a) 總普及率a X 
0.4898，加上(b) 總普及率開方 X -0.0035，再加(c) 恆數-2.3692。例如總普及率

是40%，避孕丸的普及率就是(40 x 0.4398) + (40 x 40 x 0.0035) -2.3692的得數，即

是20.8%。利用這條方程式來計算總普及率的每一水平，就可以得出避孕丸在全

部水平的份額。全部避孕方法的結果會再調節，使總和等於100。 
 

 總普及率(a) 總普及率(b) 恆數(c) 

非回教國家    

避孕丸 0.4398 (0.0035) (2.3692) 

子宮環 (0.0501) 0.0030 0.7150 

注射劑 0.1853 (0.0020) 0.0814 

陰道用藥 0.0089 (0.0000) (0.0136) 

避孕套 (0.1549) 0.0034 2.2576 

女性結紮 0.3430 0.0001 (2.8227) 

男性結紮 (0.0536) 0.0011 0.7910 

傳統方法 0.2815 (0.0021) 1.3606 

回教國家    

避孕丸 0.6089 (0.0056) (3.0028) 

子宮環 0.2804 0.0010 (2.5274) 

注射劑 0.0588 0.0002 (0.2100) 

陰道用藥 0.0092 (0.0000) 0.0723 

避孕套 (0.0227) 0.0011 0.8991 

女性結紮 0.0389 0.0010 0.8490 

男性結紮 0.0065 (0.0001) 0.1292 

傳統方法 0.0200 0.0025 3.7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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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年千年發展目標報告（聯合國） 

簡體原文連結：http://www.un.org/chinese/millenniumgoals/report05/goal2.htm

 

目標 2 普及初等教育 

教育可以使人們對自己的生活作出選擇。教育使人們有能力在個人關係、社區

和工作中自信地表達自己。但是，對超過 1.15 億的小學學齡失學兒童來說，這一

人權被剝奪了。他們多數是窮人家的孩子，他們的母親往往也沒有受過正規教育。

  喪失潛力不僅對兒童本人產生影響。從社會和經濟角度上說，教育，尤其是女

孩受教育對整個社會有益。受過教育的婦女在經濟 上有更多機會，可以更充分地

參與公共生活。作為母親，她們往往生育子女較少，但這些子女身體更加健康，上

學的可能性更大。所有這些裨益都是打破貧窮的惡性循環的關鍵。 

  在小學教育方面，有五個區域接近普及入學。在撒哈拉以南非洲、南亞和大

洋洲，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大大加強努力。在提高入學率的同時，這些區域和

其他區域還需要努力確保所有兒童、尤其是確保那些最難惠及的兒童留在學校，

獲得優質教育。 



具體目標 3 確保到所有男童和女童都能完成全部小學教育課程 

五個區域接近實現普及小學入學 

 
有五個區域的兒童小學入學率達到 90％或更高，儘管保持這些高入學率——並

惠及仍然失學的少數兒童——有時非常困難。撒哈拉以南非洲已取得進展，但仍

有三 分之一以上的兒童失學。有五個非洲國家的小學學齡兒童入學率不到 50
％。在南亞、大洋洲和西亞，入學情況也落在後邊，約有 20％的兒童失學。 



十個失學兒童中有八個在撒哈拉以南非洲或南亞 

2001 年各區域失學兒童比例（百分比） 

 

  對撒哈拉以南非洲和南亞國家來說，學齡人口眾多是最難解決的問題。很大

一部分兒童居住在教育資源特別匱乏的農村地區，致使情況更加嚴重。 

  2001 年發展中國家有 1.15 億兒童失學，其中有些人是輟學，有些人則從未

進過學校。例如在馬里，有 61％的失學兒童從未連續上過學。 

愛滋病令教育損失慘重 

  撒哈拉以南非洲的教育危機因愛滋病的影響而惡化。僅 1999 年一年，該區

域就有近 100 萬兒童被愛滋病奪去教師。對許多本來經過訓練的教師人數 就不

夠的國家，這些死亡累積起來造成不堪重負的效果。當家長罹患愛滋病時，孩子

往往被迫離開學校去照顧他們，承擔家務，或者打工養家糊口。如家長去世，孩 

子往往因經濟困難而失學。可悲的是，這時教育格外重要，因為它為孩子的生活

提供了一個穩定因素。此外，它或許是防止愛滋病毒進一步蔓延的唯一最有效辦

法， 因為學校的課程中愈來愈多地納入了關於年輕人如何自我保護的材料。 



家庭越窮，孩子上學的可能性越小 

2001 年發展中國家兒童失學率與收入、母親教育程度的關係（百分比） 

 

 

  在所有發展中區域，證據都是同樣的：來自 20％最富家庭的兒童的就學率，

是來自 20％最窮家庭的兒童的三倍。同樣，母親受過教育的兒童的就學率，是

母親未受過正規教育的兒童的兩倍。 

  就學率最低的是土著民族和其他少數群體。在實現普及教育方面，消除這些

差異和惠及最弱勢群體，將是最大的挑戰。 

入學只能解決一半問題 

  兒童 一旦入學，重要的是讓他們留在學校，接受教育，為以後的生活做準

備。輟學和留級意味著許多兒童從未完成初等教育的全部課程。在撒哈拉以南非

洲，上到最高年 級的兒童剛過半數。在南亞、西亞和大洋洲，這一比例為 60％

到 75％。在完成小學教育方面，取得最大進展的是拉丁美洲和加勒比以及東南

亞，那裏有 90％以 上的兒童上到最高年級。在東亞，所有兒童均完成小學教育。



降低或取消學雜費，免費提供午餐、提高教學質量以及使學校離家更近，均可改

善入學和就學情況。 

亞以外，所有發展中區域的女孩就學率均

低於男孩。在完成初等教育的兒童低於 60％的 22 個國家，男女孩之間的差距最

在多數發展中區域，女孩的就學率低於男孩 

  除拉丁美洲和加勒比、東亞和東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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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4 降低兒童死亡率 

兒童夭折是很悲慘的損失。但是，每年幾乎有 1 100 萬名 5 歲以下兒童死亡，

也就是說，每天有 3 萬名 5 歲以下兒童死亡。這些兒童大多生活在發展中國家，死

於本可以低廉的現有手段預防或治療的一種或多種 疾病。有時原因簡單到就是因

為缺少可以治療肺炎的抗生素或治療腹瀉的口服體液補充鹽。營養不良也促使半數

以上死亡的發生。 

  兒童死亡率與貧窮密切相關：對生活在窮國中的人和生活在富國中的最窮的人

來說，在嬰兒和兒童存活率方面取得進展更加緩 慢。改進公共衛生服務是關鍵，

包括提供安全飲用水和改善環境衛生。教育，尤其是教育女孩和母親，可拯救兒童

的生命。提高收入可有所幫助，但除非服務惠及最 需要者，否則成效不大。 

具體目標 5 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率降低三分之二 



在降低兒童死亡率方面的進展速度放慢 

1990 和 2003 年每 1000 個活產中 5 歲以下兒童的死亡率（個） 

 
  1960 年，發展中區域的 5 歲以下兒童死亡率超過五分之一。到 1990 年，這

一比率下降到十分之一。這一進展使人們覺得，到 2015 年使兒童死亡率再 下降

三分之二大有希望。但進展速度在 1990 年代開始放慢。只有在北非、拉丁美洲

和加勒比以及東南亞，進展速度依然迅速。在這些區域，經濟增長、營養情況 改

善、保健服務增多，都推動了兒童存活率的提高。然而，區域平均數字掩蓋了各

國之間的差異和不同社會、經濟群體之間的差距 
 



要實現這一具體目標，需要大大降低撒哈拉以南非洲和南亞的兒童死亡率 

2003 年 5 歲以下兒童死亡人數（個） 

 

   5 歲以下兒童的死亡幾乎有半數發生在撒哈拉以南非洲，由於保健系統薄

弱、衝突和愛滋病，那裏的進展速度放慢。南亞的貧窮程度儘管有所降低，但三

分之一以 上的死亡發生在那裏。自 1990 年以來，在發生衝突的國家中，包括柬

埔寨和伊拉克，兒童死亡率急劇上升或未得到改善。受到愛滋病重創的國家，尤

其是南部非 洲國家，5 歲以下兒童死亡率驟升。 



推廣低成本的簡易措施可拯救更多生命 

2000-2003 年 5 歲以下兒童死亡原因（百分比） 

 

  在 5 歲以下兒童死亡中，有半數的死因僅為五種疾病——肺炎、腹瀉、瘧疾、

麻疹和愛滋病。推廣低成本的預防和治療措施可拯救其中多數人的生命。這些措

施 包括全母乳餵養嬰兒、使用抗生素治療急性呼吸道感染、口服體液治療腹瀉、

開展免疫接種和使用驅蟲蚊帳以及適當藥物治療瘧疾。營養適當是預防的一部

分，因為 營養不良增加了死於這些疾病的風險。改善產前產後對母嬰的照料，

可使新生兒死亡率下降三分之一。 
 



麻疹疫苗免疫接種可拯救生命，但並非所有兒童都得到保護 

1990 年和 1992 年接種麻疹疫苗的嬰兒（12-23 個月）比例（百分比） 

 

  在通過免疫接種可消滅的各種疾病中，麻疹是造成兒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安

全、有效和相對便宜的疫苗已問世 40 多年，但每年仍有 3 000 萬兒童罹患麻疹。

2004 年麻疹造成 54 萬人死亡，並使其他許多兒童失明或失聰。全球的麻疹接種

覆蓋率已緩慢提高，但大洋洲、撒哈拉以南非洲和南亞 依然落後，那裏仍有三



分之一的兒童未受到保護。常規麻疹免疫接種率可部分體現出保健系統為 5 歲以

下兒童服務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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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5 改善產婦保健 

  生孩子本應是人生樂事。但每年有 50 多萬婦女死于懷孕和分娩，因孕產而

嚴重傷殘的婦女人數是這個數字的 20 多倍，而這些傷殘如得不到治療，將造成

終生的痛苦和恥辱。母親死亡對其遺留的子女尤其殘酷，他們更可能陷入貧窮，

淪為被人剝削的物件。 

  產婦死亡率已經很低的國家取得了進一步的進展。但這並不夠。減少受影響

最嚴重國家的產婦死亡率需要更多的資源，才能確保絕大多數分娩得到有能力預

防、檢測和應付產科併發症的醫生、護士或助產士的護理。當確實出現問題時，

婦女必須能夠及時住進設備充足的醫療設施。 

  產婦保健的起點是普及包括計劃生育在內的生殖保健服務。解決 13 億育齡

期即將開始的年輕人的需要尤其重要。目前有 2 億婦女對安全、有效的避孕服務

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 

具體目標 6 產婦死亡率降低四分之三 



婦女在分娩時面臨死亡風險   

2000 年每 10 萬個活產中產婦死亡率（個） 

 
  2000 年，在發展中國家，平均每 10 萬個活產中就有 450 個孕婦或產婦面臨

死亡威脅。在那些婦女生育了很多孩子的國家，他們往往多次面臨這種威脅。 從

而，在撒哈拉以南非洲，婦女在懷孕生產期間面臨死亡的幾率告到 1/16，而在發

展中國家，只有 1/3800。如果婦女願意實行計劃生育，生命威脅可以大 幅減少。

婦女一旦懷孕，最好有良好的醫療護理和緊急情況下的產科護理設施，以免萬一。 
 



婦女分娩期間死亡人數下降，但受影響最嚴重國家的人數卻並未下降 

2000 年每 10 萬個活產中產婦死亡率（個） 

 
 
   分析現有的有限資料表明，死亡人數大大減少的情況發生在產婦死亡率中

等到低水平的國家。在孕產風險最大的國家，沒有可以證明類似進展的證據。 
 

即使在較窮的國家，成功也是可能的 

   孟加拉儘管是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一，卻能夠注重培養熟練助產士，提供

產科急診護理和計劃生育方案，從而大大降低了產婦死亡率。埃及在僅僅 8 年的

時間 裏，將產婦死亡率降低了一半。這一傑出的成就是實施一項綜合方案的結

果，該方案提高了醫療質量，尤其是處理產科併發症的質量，並確保婦女在分娩

時得到熟練 助產士的護理。還注重動員社區對孕產婦提供支助，以及滿足包括

計劃生育在內的生殖健康需要。 



更多的分娩得到熟練保健人員的護理 

1990 年和 2003 年由熟練保健人員接生的比例（百分比） 

 

  從 1990 年到 2003 年，在婦女分娩時提供有醫學技能的助產士方面，多數發

展中區域取得了進展。東南亞、北非和東亞的情況得到重大改善，但產 婦死亡

率最高的撒哈拉以南非洲卻沒有出現變化。南亞雖然繼續取得進展，但其婦女分

娩期間專業護理水平為世界最低。在每一區域，農村擁有的熟練助產士人數都 低

於城市地區。 

  分娩期間的專業護理是可降低產婦死亡率的幾個因素之一，另一個因素是提

供產科急診護理。然而，急診設施要想有效，必須備有基本藥品、設備和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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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6 與愛滋病毒／愛滋病，虐疾和其他疾病作鬥爭 (附錄只選輯有

關愛滋病部份，其他疾病略去) 

具體目標 7. 遏止並開始扭轉愛滋病毒/愛滋病的蔓延 

  僅 2000 年就有大約 300 萬人死於愛滋病，另有 3600 萬人感染愛滋病毒/愛滋

病。截至 2000 年底，全球愛滋病毒/愛滋病災難奪去了近 2200 萬人的性命。在

2001 年 6 月舉行的關於愛滋病毒/愛滋病的特別會議上，各國政府承認，國家、

區域和國際性防疫措施必須以預防愛滋病毒感染為主。 它們還認識到，為受到

感染和影響的人提供預防、保健、支助和治療是有效防治愛滋病毒/愛滋病過程

中相輔相承的幾個方面，必須將它們結合起來，對這種疾病的 蔓延進行綜合治

理。  

  全球愛滋病和健康基金旨在提高國際上對全球健康危機的關注，並將這種關

注轉化為政治支持和財政承諾。基金有意幫助扼制愛滋病毒/愛滋病、肺結核和

瘧疾的蔓延，並減少這些疾病帶來的後果。希望基金在年底能夠開始運作。 

  前進戰略 

1. 實現用於愛滋病毒/愛滋病的總開支達 70 億至 100 億美元的目標，這些資

金來自各個渠道，包括受影響的國家； 

2. 敦促國際社會支持全球愛滋病和健康基金； 

3. 加強衛生保健系統，處理對提供包括抗反轉錄病毒藥物在內的愛滋病毒相

關藥品及其價格和人們的負擔能力產生影響的因素； 

4. 支持和鼓勵地方社區參與對此類疾病的宣傳。 

    



發展現狀 

 

■ 發展現狀·愛滋病死亡、攜帶者和新近感染者人數撒哈拉以南非洲最高 

1990-2004 年撒哈拉以南非洲和所有發展中國家 15-49 歲成年人愛滋病毒攜帶人

數（百分比）以及撒哈拉以南非洲愛滋病死亡人數（百萬） 

 

  在撒哈拉以南非洲，每 100 個成年人中就有 7 個愛滋病毒攜帶者。在一些南

部非洲國家，超過四分之一的成年人愛滋病毒 呈陽性。即使該地區的流行趨勢

已經穩定，但是感染程度仍然相當高。這並非說明傳染情況已經有所控制。而是

說每年死於愛滋病的增長人數和新近感染的人數差不多。 



■ 發展現狀·其他地區的愛滋病毒攜帶者數量在增長 

1990 年和 2004 年各地 15-49 歲成年人愛滋病毒攜帶率（百分比） 

 

 

  2004 年，全球有 490 萬人新近感染了愛滋病毒，同時 310 萬人死於愛滋病。

在歐洲的獨聯體國家和亞洲的部分國 家，愛滋病毒傳播得相當迅速。在那些流

行率還很低的國家，有針對性的措施顯得非常有效。然而在另外一些國家，有限

的財力和領導層的漠視嚴重阻礙了控制進程 ——特別是這些地方對愛滋病毒攜

帶者非常歧視，把他們排除在社會邊緣。除非採取注重實效的、有遠見的措施，

否則愛滋病毒將遍佈所有國家，迄今已經成為一個 主要流行疾病。 



■ 發展現狀·愛滋病流行日趨惡化，越來越多的婦女女孩感染上了愛滋病 

1985-2004 年在一些發展中國家 15-49 歲成年婦女感染愛滋病比例（百分比） 

 

 

  在全球範圍內，只有不到一半的愛滋病毒攜帶者是婦女，然而，隨著趨勢的

惡化，越來越多的婦女和女孩感染上了愛滋病。 從生理學的角度來看，婦女和

女孩在性關係中往往處於被動，她們更容易遭受愛滋病毒攻擊。在撒哈拉以南非

洲，57%的愛滋病毒感染者是女性。在 15-24 歲 的非洲人中，這個差距愈發明顯。

在一些最嚴重的國家，最新普查表明，年輕婦女感染愛滋病毒的數量是年輕男子

的 3 倍。這些趨勢直接反映出對待愛滋病的嚴重不 足。鑒於婦女的易攻擊性和

高危性，應當採取行動來保護婦女，提供教學和預防措施，抗擊愛滋病毒。 



■ 發展現狀·愛滋病創記錄地奪走很多孩子的父母 

1990-2003 年在撒哈拉以南非洲，15 歲以下兒童因愛滋病和其他失去雙親的人數

（百萬） 

 

 

  隨著疾病的蔓延，因愛滋病失去雙親的兒童數量逐漸攀升。這已經導致了無

法避免的社會問題，需要新辦法來解決。 2003 年，僅在撒哈拉以南非洲，就有

400 萬兒童因愛滋病失去了雙親，1200 萬兒童失去了父親、母親或雙親。在所有

發展中國家，有 1500 萬兒童因艾 滋病失去了雙親或單親。 

 

□ 監測指標（最新資料、定義、理由和計算方法） 

 

■ 指標 18. 15 至 24 歲孕婦的愛滋病毒感染率 

定義 

  15 至 24 歲孕婦的愛滋病毒感染率指 15 至 24 歲孕婦血樣測試呈愛滋病毒陽

性的百分比。 

理由 



  愛滋病毒的感染導致愛滋病。不作治療，從感染時起的平均存活時間約為 9

年。治療的機會是不平衡的，而且目前尚無疫苗可用。 

  新感染愛滋病毒的所有病例中，約有一半是 24 歲及 24 歲以卞的年輕人。在

普遍流行的情況下（即孕婦中的流行率持續在 l%以上），孕婦的感染率與 成年

人口的總體感染率相似。因此，該指標用於計量流行的蔓延程度。在流行程度低

和集中的情況下，是對高風險行為群體中的愛滋病毒流行程度進行監測，因為孕 

婦中的流行程度低。 

計算方法 

  算出血樣測試呈愛滋病毒陽性的孕婦人數占接受血液測試的該年齡組所有

孕婦的百分比。 

計量的週期性 

  許多發展中國家每年都收集此類資料。 

性別問題 

  選擇孕婦進行臨床監測不是因為性別問題，而是因為她們能為愛滋病毒／愛

滋病的監測提供獨特的機會。 

  在世界各地，婦女不平等的社會地位使她們處於感染愛滋病毒的高風險狀

態。婦女的不利境地使她們難以獲得愛滋病毒預防資訊，無法商議安全性交問 

題，而且一旦感染上愛滋病毒／愛滋病，也得不到治療的機會。由於這些不平等

現象的存在和該流行病的滋生蔓延，許多區域感染上愛滋病毒／愛滋病的人中，

婦女 的比例正在上升。 

評論和局限性 

  該指針充分表明了愛滋病毒流行的國家近期全國範圍的感染趨勢。在愛滋病

毒感染僅限於小部分高風險行為人口的多數地區，一應當對這些群體的感染趨勢

進行評估。 

  在多數國家，未將血清監測點選定為國家進行典型抽樣的地點。後勤、可行

性和費用問題對這類地點的選擇具有決定影響。另外，在許多國家，列入監測系

統的血清監測點已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了變化，這加大了趨勢解釋工作的難度。 

 



■ 指標 19. 避孕普及率中的保險套的使用率 

定義 

  避孕普及率中保險套的使用率指 15 至 49 歲己婚或同居婦女中將保險套作為

避孕用具的人數占實施或其性伴侶實施任何形式避孕的同齡組同居婦女總人數

的比例。 

理由 

  保險套使用率用於監測在制止和扭轉愛滋病毒／愛滋病蔓延方面取得的進

展，因為保險套是減少愛滋病毒蔓延的惟一有效避孕方法。由於保險套使用率只

在同居婦女中計量，該指標需要用高風險情況下保險套使用指標作補充（見指標

19a）。 

計算方法 

  報告使用保險套避孕（不論是否還使用補充方法）的 15 至 49 歲已婚或同居

婦女人數用實施或其性伴侶實施避孕的 15 至 49 歲同居婦女總人數相除。 

  該指標不等於保險套使用普及率，它是利用保險套實施（或其性伴侶實施）

避孕的 15 至 49 歲已婚或同居婦女人數占被調查的同齡組（還可酌情考慮相 同

的婚姻狀況）婦女總人數的百分比。不論避孕普及率如何，只要實施避孕的人中

有 100/0 使用保險套，指標 19 的比率就應是 10％。 

  當該指標只用來監測避孕手段使用情況時，其定義和計算方法就不同了。在

這種情況下，計數是報告將保險套作為主要避孕手段的 15 至 49 歲已婚或同居婦

女的人數。 

計量的週期性 

  住戶調查如人口保健調查、多指標類集調查和避孕普及率調查等，一般每 3

至 5 年進行一次。 

性別問題 

  避孕普及率統計以婦女為主，這主要是因為採用該方法計量避孕率比較容

易。另外，避孕或不避孕對婦女健康和福利的影響大於對其性伴侶的影響，而且 

用不用保險套仍要由男性伴侶來定，女性保險套的使用尚未普及。感染愛滋病毒

／愛滋病的婦女和女孩人數上升，表明需要進一步推廣使用保險套，而且婦女需

要獲 得拒絕不受保護的性生活的權力。 



評論和局限性 

  該指標不反映未婚人口和高風險行為群體使用保險套的情況。所收集的資料

一般涉及同居和特定年齡範圍的婦女，而有關的人口包括所有育齡婦女，而不論

其婚姻狀況。 

  愛滋病毒通過性關係的蔓延，主要表現在還與另有性伴侶的人發生不加保護

的性關係。大多數一夫一妻的關係為同居關係，但反過來未必對。不生活在一 起

和只偶爾發生性行的伴侶一年中極有可能結交其他伴侶。因此，這些伴侶關係傳

播愛滋病毒的風險要大於那種中性生活圈子並不很廣的伴侶關係。愛滋病預防方

案 力求勸阻人們減少性伴侶結交面，並鼓勵相互遵守一夫一妻制。 

  因此，指標 19 不是實際計量愛滋病毒／愛滋病預防指標。應當收集補充指

標資訊，以瞭解高風險情況下保險套的使用情況（指標 19a)，以及 15 至 24 歲年

齡組對愛滋病毒／愛滋病的認知和誤解程度（指標 19b）。此類指標可以更清楚

地表明特定人口的比例，這些人有著較高風險的伴侶關係，因而更有可能步入交

叉傳播愛滋病毒的性關係圈子。 

■ 指標 19A. 上一次高風險性行為中保險套的使用率 

定義 

  上一次高風險性行為中保險套的使用率指在過去 12 個月中告知與非正規性

伴侶性交時使用了保險套的 15 至 24 歲年輕人百分比。 

理由 

  在非正規性伴侶關係中堅持使用保險套可大大降低愛滋病毒性的傳播風

險。這對年輕人尤為重要，他們感染愛滋病毒的風險往往最高，因為他們以前接

觸 感染源的機會少，而且（一般情況下）有著較多的非正規性伴侶關係。即使

在愛滋病毒流行程度低下的國家，與非正規伴侶性交時堅持使用保險套也很重

要，因為在 普遍存在非正規關係的情況下，這也能防止愛滋病毒的蔓延。使用

保險套是一種防止愛滋病毒／愛滋病的措施。另外，推遲首次性行為的年齡，減

少非正規性伴侶的 人數和忠於一個伴侶也很重要。 

計算方法 

  告知在過去 12 個月中有一個非正規（非婚和非同居）性伴侶並在上次與該

伴侶發生性關係時使用了保險套的 15 至 24 歲被調查者人數，在告知過去 12 個

月中有一個非正規性伴侶的 15 至 24 歲被調查者人數中所占的比例。 



計量的週期性 

  住戶調查如人口保健調查、農村住戶調查和行為監測調查等，一般每 3 至 5

年進行一次。 

性別問題 

  婦女在不加保護的性交中感染上愛滋病毒的風險高於男子，對少女而言，這

種風險甚至更大。社會和文化因素可能會使婦女更易感染上愛滋病毒。例如，與

性有關的文化規範往往使女孩無法主動採取自我保護措施。 

評論和局限性 

  指標上升是一個極其有力的跡象，表明保險套推廣使用活動正在主要的目標

市場上產生預期效應。開展這類活動是為了促使非正規伴侶相互堅持使用保險

套，而不只是偶爾使用。 

  有些調查力求直接詢問堅持使用保險套的情況，但這個問題會出現回憶融和

其他偏差。 

  因此，現有指標被認為適合用來闡明具體目標，因為按假定，如果保險套堅

持使用率上升，上次高風險性行為的使用率也會提高。 

■ 指標 19B. 全面正確瞭解愛滋病毒/愛滋病的 15 至 24 歲人口比例 

定義 

  全面正確瞭解愛滋病毒／愛滋病的 15 至 24 歲人口比例指如下 15 至 24 歲的

男女人口比重，他們能夠正確辨別防止愛滋病毒性傳播的兩種主要方法 （使用

保險套和將性行為限於一個未感染的忠誠伴侶），拒絕接受當地對愛滋病毒的兩

種普遍誤解，並知道外表健康的人能夠傳播愛滋病毒。 

理由 

  該指標表明，在使人們進一步瞭解有效的愛滋病毒防治方法和減少對該疾病

的誤解方面，國家資訊、教育和宣傳方案以及其他努力取得了成功。地方對愛滋

病的普遍誤解可能與國家的具體情況有關。 

計算方法 



  由於沒有為計算上述指標進行充分調查，聯合國兒童基金會與聯合國愛滋病

毒／愛滋病聯合規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協作，編制了代表實際指標兩個組成部分

的兩個代用指標： 

  瞭解通過“堅持使用保險套＂能夠保護自己不受愛滋病毒感染的 15 至 24 歲

男女的百分比。該指標的計算方法是算出經提示後能正確認識到堅持使用保險套

是防止感染愛滋病毒的一種手段的 15 至 24 歲被調查者人數占巧至 24 歲被調查

者總人數的百分比。 

  知道外表健康的人能夠傳播愛滋病毒的 15 至 24 歲男女百分比。該指標的計

算方法是算出經提示後能正確認識到看上去健康的人也能傳播愛滋病毒的 15 至

24 歲被調查者人數占巧至 24 歲被調查者總人數的百分比。 

計量的週期性 

  住戶調查，例如人口保健調查、多指標類集調查和避孕普及率調查等，一般

每 3 至 5 年進行一次。 

性別問題 

  婦女在不加保護的性交中感染上愛滋病毒的風險高於男子，對少女而言，這

種風險甚至更大。社會和文化因素可能會使婦女更易感染上愛滋病毒。例如，與

性有關的文化規範往往使女孩難以主動採取自我保護措施。 

  在許多國家，由於各種原因，女孩早于男孩感染和死亡，特別是在受愛滋病

毒／愛滋病影響最嚴重的撒哈拉以南非洲地區。 

評論和局限性 

  見“計算方法＂。 

■ 指標 19C  避孕普及率 

定義 

  避孕普及率指實行或其性夥伴實行任何形式避孕的婦女百分比。所報告的通

常是己婚或同居的 15 至 49 歲婦女。 

理由 



  該指標可用於跟蹤調查在實現保健、性別平等和減貧目標方面所取得的進

展。它還作為一種代用手段計量生殖保健服務的情況，生殖保健服務對實現諸多

目標，特別是降低母幼死亡率和控制愛滋病毒／愛滋病的目標是不可或缺的。 

  避孕方法包括保險套、男女絕育手術、注射和口服激素、子宮節育環、子宮

帽、殺精子劑和自然計劃生育，哺乳期閉經（哺乳期無月經）也被視為一種避孕

途徑。由於在各種避孕方法中唯有保險套能有效防止愛滋病毒感染，特定的保險

套使用指標也在考慮之列（見指標 19、19A 和 19B）。 

計算方法 

  告知實施（或其性伴侶實施）避孕的已婚或同居的 15 至 49 歲婦女人數用所

調查的 15 至 49 歲婦女（可酌情考慮相同的婚姻狀況）總人數相除。 

計量的週期性 

  住戶調查，例如人口保健調查、多指標類集調查和避孕普及率調查等，一般

每 3 至 5 年進行一次。 

性別問題 

  關於避孕普及率的統計以婦女為主，這主要是因為採用此方法比較容易計量

避孕情況。另外，是否避孕對婦女的健康和福利甚至其性伴侶都有影日向。 

評論和局限性 

  收集的資料一般能反映同居和特定年齡組婦女的情況，有關人口包括所有育

齡婦女，不論其婚姻狀況如何。 

  另外，避孕方法可能包括大體上無效的傳統方法。至少應盡可能將傳統方法

與現代方法區分開，這一點很重要。 

  如果調查者不提及具體的避孕方法，如外科絕育等時，就有可能出現少報避

孕普及率的情況。 



■ 指標 20. 因愛滋病毒/愛滋病而成為孤兒的人數 

定義 

  按嚴格定義，因愛滋病毒／愛滋病而成為孤兒的人數指在 15 歲以前因愛滋

病而失去母親、父親或雙親的兒童估計數。在實踐中，愛滋病流行對孤兒的影響

通過在校的孤兒與非孤兒之比來計量。 

理由 

  成年人剛組成家庭並開始養育子女時被愛滋病毒／愛滋病奪去生命的人數

正在與日俱增。因此，許多國家的孤兒發生率正在不斷上升，而主要成人年齡段

的親人減少，這意味著孤兒面臨著日益不確定的未來。 

  伴隨著孤兒身份的往往是偏見和加劇的貧困，這些因素會進一步損害兒童的

福利。因愛滋病成為孤兒的兒童和青少年獲得適當營養、基本保健、住房和衣 著

的機會減少了。他們有可能轉而採取使感染愛滋病毒機會增大的謀生手段。由於

歧視、情緒壓抑、無力支付學費，或需要照顧感染了愛滋病毒的父母或照管人或

弟 妹，他們可能會輟學。在撒哈拉以南非洲，失去雙親的孤兒(10 至 14 歲）入

學率只占 60％，而雙親仍活著的兒童入學率則達到 71％。能提供趨勢資料的少

數 幾個國家表明這種差距正在拉大。因此，重要的是應監測愛滋病支助方案能

在多大程度上真正確保孤兒獲得受教育的機會。 

計算方法 

  將生身父母己故的 10 至 14 歲兒童現有入學率與雙親仍健在或至少與生身父

母一方同住的 10 至 14 歲兒童現有入學率相除。 

計量的週期性 

  住戶調查如人口保健調查和多指標類集調查等，一般每 3 至 5 年進行一次。 

性別問題 

  男女孩都受到了影響。不過女孩比男孩更有可能因照顧有病的父母和弟妹而

退學。 

評論和局限性 

  該指標的可比性僅限於 10 至 14 歲的兒童，因為各國的入學年齡互不相同。

住戶調查會漏掉不穩定住戶的子女，而這類住戶的孤兒可能占很大比例。 



  無論怎樣講，該指標都不能直接用來計量因愛滋病毒／愛滋病而成為孤兒的

兒童人數，因為它沒有直接區分兒童成為孤兒的成因。不過，有人認為愛滋病毒

流行地區有學齡子女的成年人死亡比例高可能是愛滋病毒／愛滋病造成的。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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