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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之目的在瞭解臺北縣私立高職學校面對少子化現象的衝擊所造

成之影響，並瞭解各私校教師對所提出之因應對策的認同度，進一步分析

不同背景下臺北縣私立高職教師在少子化危機認知及因應對策的差異情

形。 為完成研究目的，首先由文獻探討獲得理論架構然後發展調查問卷，

針對臺北縣市地區之十一所私立高職學校 863 位教師進行普查，有效問卷

回收率為 90.04%。有效問卷經由 SPSS17.0 for Windows 統計軟體利用次數分

配分析法加以瞭解樣本的人數及百分比之分配情形，並輔以描述性統計、t 

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等方法進行資料處理與分析，所獲致結論如下： 

壹、臺北縣私立高職教師知覺少子化危機對學校的影響現況 一、臺北縣私

立高職學校普遍感受到少子化所帶來危機。 二、大學學歷教師知覺學校面

臨退場的程度高於碩士學歷教師。 三、對獨生子女管教的知覺上年資長的

（11-15 年組）教師高於年資短（5 年以下組）的教師；在不同的職務上導

師及主任高於組長。 貳、臺北縣私立高職教師知覺面對少子化因應策略的

現況 一、台北縣私立高職學校面對少子化因應策略普遍都能認同。 二、在

學校行銷方面年長組的認同度高於年輕組；資深教師的認同度較資淺教師

為高。 三、在招生策略上男性教師認同感高於女性教師；年長組的認同度

高於年輕組；在不同學歷的教師上大學組較碩士組為高；主任組的認同度

亦高於組長組。 四、在轉型調整方面教師組的認同度大於主任組。 五、在

學校特色方面教師組的認同度大於組長組。 本研究另針對教育主管機關、

學校單位提出建議，供相關人士參考，並針對研究對象、採樣地區、研究

方向等方面提出建言，以供後續研究參考。 關鍵詞：少子化現象之影響、

少子化因應對策  

摘

要

(英

) 

A STUDY OF THE COPING STRATEGIES UPON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IN PRIVATE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YU-

SHU, MEI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imed at explore the influences of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on private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and the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private vocational high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to the 

coping strategies.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explored the teachers’ different 

recognition and coping strategies upon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s. To achieve these purposes, a questionnaire was made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863 teachers in 11 private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pei area 

were assessed. The recovery rate is 90.04%. Data obtained from the survey were 

processed and analyzed via SPSS 17.0 for Windows statistical software in number 

distribution, percentage, average, standard deviation, independent sample t-test, one-

way ANOVA. Major conclusions were as follows: I.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perception of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of private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1.Teachers in private vocational schools generally feel the crisis caused by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in Taipei County. 2. School teachers of bachelor’s degree 

recognize more exit perception than teachers of Master’s degree. 3.Teachers who 

have worked for 11~15 years have higher perception on singleton discipline than 

those who have worked for less than 5 years; homeroom teachers and directors hold 

higher perception than executives. II. The present state of perception of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private vocational school teachers in Taipei County 1.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were generally recognized in private vocational 

schools in Taipei County. 2. Senior teachers hold more recognition of school 

marketing than young teachers 3. Male teachers hold more recognition of the 

enrollment strategies than female teachers. Senior teachers hold more than young 

teachers. Teachers of bachelor’s degree hold more than teachers of Master’s 

degree. Directors hold more recognition than executives. 4. Teachers hold more 

recognition of school transformation adjustment than directors. 5. Teachers hold more 

recognition of school characteristics than the executives.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 are provided for the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schools, and the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influence of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coping strategies upon the 

declining bir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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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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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145077 2010.9.2 0:57 122.126.28.142 new 01 497145077 2010.9.2 0:57 

122.126.28.142 new 02 497145077 2010.9.2 0:57 122.126.28.142 new 03 497145077 

2010.9.2 0:58 122.126.28.142 new 04 497145077 2010.9.2 0:59 122.126.28.142 new 

05 497145077 2010.9.2 0:59 122.126.28.142 new 06 497145077 2010.9.2 1:00 

122.126.28.142 new 07 497145077 2010.9.2 1:11 122.126.28.142 new 08 497145077 

2010.9.2 1:12 122.126.28.142 new 09 

異

動

記

錄 

C 497145077 Y2010.M9.D2 0:53 122.126.28.142 M 497145077 Y2010.M9.D2 0:55 

122.126.28.142 M 497145077 Y2010.M9.D2 1:06 122.126.28.142 M 497145077 

Y2010.M9.D2 1:08 122.126.28.142 M 497145077 Y2010.M9.D2 1:12 

122.126.28.142 M edle3387 Y2010.M9.D2 1:14 122.126.28.142 M 497145077 

Y2010.M9.D2 1:19 122.126.28.142 M 497145077 Y2010.M9.D6 13:38 

140.136.115.144 M Edle3387 Y2010.M9.D6 13:41 140.136.115.143 M Edle3387 

Y2010.M9.D6 13:41 140.136.115.143 I 030418 Y2010.M9.D6 14:51 140.136.20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