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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三：現代中國（按教育局指引）
主題2：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
探討主題：家庭觀念的演變，展示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有甚麼關
係？
•傳統家庭觀念在現代生活中受到甚麼衝擊？
•在何等程度上傳統家庭觀念能在中國人的現代生活中延續？為甚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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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未掀生育潮

【結語】

下世紀恐只剩4億中國人
目前內地的生育率只有1.4，低於國際標準，有礙人口的可

持續性。有學者估計，原有計劃生育政策若繼續下去，兵源不
足、性別失衡、勞動力短缺、失獨老人（失去獨生子女的老人）

等問題將會持續惡化，甚至到無法挽回的地步。
有研究甚至指出，到了2100年，中國的人口可能只剩下4億。全面落實

單獨二胎政策，甚至進一步放寬二胎，歸還人民的生育主導權是當務之
急。

現代中國+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公共衛生

1. 《二胎放生》，香港
《文匯報》 ，http://sp.
wenweipo.com/2013ertai
2. 《中國家庭發展報
2015 : 一半老人「空巢」
生活》，中國《新華網新

聞》，2015年5月14日， http://news.xin-
huanet.com/edu/2015-05/14/c_127800298.
htm
3. 《丁克家庭青年人的時尚？》，中國上海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2015年
2 月 ，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
upload/2012/11/d20121119221429934.pdf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鈺峰

「養兒」成本漲「防老」已退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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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大通識單元裡，相信許多同學
較不熟悉的，其中之一必為「現代中
國」。要多認識國情，同學可由不同
重點議題和概念入手，如三農、綜合
國力等，同時也要定期留意內地近年
在經濟發展和社會民生方面，提出的
施政方針和重大政策，如「反貪

腐」、「十二五規劃」等。當中，在討論政策時，同學
宜從其目的與成效作出分析。
以「單獨二胎」為例：中國以計劃生育為基本國策，
中央政府過往一直沿用「一孩政策」，但在2013年11月

開始，便放寬生育限制至「單獨二胎」，即是指若夫婦
其中一方是獨生子女，就可以生育兩名子女。內地推行
「單獨二胎」主要有幾個因素，首要是提升生育率，紓
緩人口老化；再來是改善性別失衡，使因「重男輕
女」、「傳宗接代」等傳統觀念所引發強制墮胎、遺棄
甚至殺害女嬰的情況減少；最後是通過改變現時以獨生
子女為中心的「421」家庭結構，避免出現「小皇帝」等
問題。
在成效方面，衛計委原本預期每年約有二百萬宗申

請，但各地普遍的申請率偏低，截至2014年底，全國總
計僅有一百萬對符合條件的夫婦提出申請，可見人民的

生育意願低落，「單獨二胎」的成效未見顯著。其原因
或為傳統「養兒防老」的觀念轉變、女性社經地位提
高、生育成本不斷上升等；而申請手續繁複，如須經過
多個單位進行審核，也有可能使一些有意生育二胎的夫
婦放棄申請。
總的來說，「現代中國」相對於同學較切身的「個人
成長與人際關係」、「今日香港」等，所涉獵的議題是
更為廣泛及複雜，同學要多接觸相關資訊，時刻關注社
會現象，特別是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和其成效，一定有
助我們更了解國情。 ■馬燕雯

文憑試通識科5**狀元、中文大學中文系三年級生

鄧小平曾經指出：

「中國國家大、底子

薄、人口多、耕地少」，難以支撐持續

的人口暴漲。中央政府於1980年，正

式實行一胎化計生政策以控制人口的持

續增長。過去30多年，有關計劃成功

令國家減少4億人口。不過，政策也令

內地人口結構出現兩大變化，一是走向

老年化，二是男女比例嚴重失衡，導致

大量社會問題。為改善政策後遺症，中

央放寬生育政策，2013年落實「單獨

二胎」政策，即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

可生育兩個孩子。 可是，隨着現代中

國的社會經濟變遷，傳統多胎常態的觀

念早已不再流行。放寬計劃生育政策能

否扭轉乾坤，有利社會和諧發展？計劃

生育政策何去何從？下文將聚焦探討。

■林晉榮老師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理事、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通識科教師

請先閱讀以下資料，然後回答問題：

資料A：
「丁克家庭」是指夫妻兩人工作，有兩份收入卻沒有小
孩的家庭，出自英文 Double Income No Kids 的簡寫
DINK。內地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現「丁克家庭」數
量持續上升。上海市於2009年有接近100萬家庭沒有孩
子，而擁有戶籍的受訪者中，表示選擇不生育的有
7.93%，比2003年的4.56%大幅上升。
調查又指出，撫養成本太高是人們選擇不生育的首要因
素，約佔53%；為享受二人世界和怕影響事業發展，分別
佔48%和35%。此外，上海白領女性「丁克族」也較普
遍，當中14.3%明確表示不打算要孩子，還有25.3%認為
婚後要不要孩子無所謂。她們大多認為職場競爭激烈，不
敢輕易懷孕。此外，近半數的35歲以下「丁克族」學歷在
大專或以上，當中以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的分布比例
最高。

資料B：歷次普查平均家庭戶規模

資料C：
2011年中國主要城市「丁克族」分布比率

資料D：

資料E：
有北京市民表示，剛得悉單獨二胎政策實施的消

息，感到很興奮，她認為生育兩個小孩對生活有
幫助，能夠令該小孩學會禮讓、關愛別
人，也有利於培養人際交往的能力，
不過她坦言擔心生育二胎後會帶
來經濟和精神上的壓力。

資料F：
單獨二胎政策實施以

來，2014年新出生人
口達1,687萬人，較
2013年僅增47萬。
對於北京、上海、
浙江等一些獨生子
女比例很高的地區來
說，部分夫婦真正有
了生兩孩的選擇。不
過，這一政策的放開
並未導致超預期人口增
長。有專家表示隨着多
年來中國經濟社會變遷，
人們的生育理念已發生深刻
改變：「多子多福」的傳統生
育觀念不再佔據主導位置。即便
生育政策更加放開，也很難再現過去
「多胎常態」的社會情景。

人口政策

1. 根據資料A和B，說明中國
家庭規模的變化。 (4分)

2. 參考資料C，解釋中國「丁克族」的
分布狀況。(6分)

3. 「三人戶」和「丁克」家庭的湧現為中國傳統家庭觀念帶來
甚麼衝擊?參考以上資料及就你所知，加以說明。(8分)

4. 「單獨二胎政策的啟動確能配合中國現時社會發
展。」你在何等程度同意以上說法？ (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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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變化」字眼，宜利用資料，清晰指出轉變前
與轉變後的情況。

2.注意「解釋」字眼和題目分數，需要陳列分布情況
後，加以說明背後的成因，可從社會經濟發展、文化
觀念、政府政策常用角度入手。

3.宜先把「傳統家庭觀念」分類，例如：養老模式、生活
方式、生育意願、男女地位等，然後分別聯繫三人家庭
和丁克家庭作因果推論。注意「衝擊」字眼的詮釋，應比
「負面影響」更嚴重，有「挑戰」和
「危機」意味。

4.注意「中國現時社會發展」的拆解，宜
留意當中的社會問題和人口結構「確能
配合」意指是否切合社會現況，是否合
時宜。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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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家庭結構
丁克族

計劃生育政策

中國小皇帝
啃老族
失獨老人
空巢家庭
暴力墮胎
少子化社會
撫養比率
優生優育
撫養成本

「
二
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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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比率（%）
上海 14.9
北京 7.6
深圳 5.5
廣州 5.5
無錫 4.0

城市 比率（%）
瀋陽 3.8
徐州 3.7
天津 3.5
石家莊 2.8
長春 2.7

2014年1月起，全國各地
陸續實施計劃生育新政。國
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此
前預計，「單獨二孩」推行
後，每年將增超過200萬個
新生兒。但繼「單獨二孩」

新政實施後，截至2014年底，內地僅有100萬對
「單獨」夫婦提出申請，並未引發新的生育高
峰。由此，取消「單獨」夫婦限制、全面放開
「二胎」等話題引起輿論熱議。

19801980年至年至20142014年年

20142014年起年起 將來將來

■「丁克族」出自英文Double Income No
Kids（D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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