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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兵役制度是國家重要的軍事制度，目的在於維持並充實軍隊兵源。國防

部依據行政院施政方針，規劃自民國 97 年至 104 年分三階段推動兵役制

度轉型為募兵制，以引進高意願、高素質與長役期兵力，建構精銳國

軍。囿於社會人口結構已趨向少子化，國軍人才招募作為愈顯重要，為

瞭解青年學子對志願士兵報考意願，本研究以高中（職）男生為研究對

象，藉由基本人口變項與生涯發展、需求層次、職業認知及資訊來源等

面向，探討高中（職）男生對志願士兵之認同感、報考意願差異情形及

各研究面向與報考意願間之結構關係。經實證研究發現：一、生涯發展

透過需求層次與職業認知，正向影響報考意願。二、報考資訊來源正向



影響報考意願，且透過需求層次與職業認知影響，提升報考意願。三、

報考意願受需求層次之影響，大於生涯發展、資訊來源與職業認知。

四、高職學生對志願士兵報考意願較高，為招募之目標族群，公立高中

學生報考意願最低。五、南部地區學生報考意願明顯高於北部地區，且

「鄉、鎮」的學生意願也高於「市、區」的學生。六、高中（職）男生

較不認同「服役與就業一次完成」作為招募誘因。七、在職業認知程度

上，對「福利待遇」與「經管發展」兩個面向平均認知程度較低。八、

志願士兵報考資訊來源有限，以學校教官與地區人才招募中心為主要管

道。依研究結果建議主管單位，重視兵源拓展與穩定兵源、健全福利制

度及有效正確地宣傳募兵政策，俾精進推動募兵制之目標。 

摘要

(英)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holding a vital share of the national military policies, 

aims to maintain and fulfill the needs of national defense personnel.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objectives of the Executive Yuan,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programs an implementation of converting the current conscription military 

service into all-volunteer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in phases over 3 extended 

periods between 2008 and 2015, recruiting armed forces with high willingness, 

top quality and long service term and forming first-class military forces. Due to 

the trends of low birth rate in demographic structure, the recruitment of military 

elites becomes even more crucial. To manifest young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enroll for volunteer soldiers, this study chooses high school male students as study 

participants and discusses the high school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towards 

volunteer soldiers, the differences of enlistment willingness,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among various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enlistment willingness 

by inquiring into research approaches of basic demographic variables, career 

development, demand theory, vocational awarenes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The 

following empirical results are revealed: 1. Career develop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enlistment via hierarchy of needs and vocational 

awareness. 2. Information sources of enlistment also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willingness of enlistment. And the willingness of enlistment is raised by the 

influences of hierarchy of needs and vocational awareness. 3. The willingness of 

enlistment is much more affected by hierarchy of needs than career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vocational awareness.4.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are more willing to enroll for volunteer soldiers; they are thus the target group of 

recruitment. Public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the lowest willingness of 

enrollment. 5. Students in Southern Taiwan have higher willingness of enrollment 

than students in Northern Taiwan do. And students from “Town” have higher 

willingness of enrollment than students from “City” and “District.” 6. High 

school male students find it hard to identify with “doing military service and 

getting a job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centive of enrollment. 7. In vocational 

awareness, “welfare and remuneration” and “care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eceive little recognition. 8. The information sources of enrolling 

for volunteer soldiers are scarce; high school military instructors and Recruitment 

Center of National Armed Forces play the main agency of such sources.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with advice that they shall 



emphasize more on the expansion and the stability of military manpower, improve 

military welfare system, and promote the policies of volunteer system strategically 

and proficiently to establish an exceptional all-volunteer military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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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全文

點閱

次數 
 

資料

建置

時間 

2011/6/21 

轉檔

日期 
2011/06/21 

全文

檔存

取記

錄 

498725111 2011.6.21 11:37 140.136.211.19 new 01 498725111 2011.6.21 11:37 

140.136.211.19 new 02 498725111 2011.6.21 11:37 140.136.211.19 new 03 

498725111 2011.6.21 11:37 140.136.211.19 new 04 498725111 2011.6.21 11:38 

140.136.211.19 new 05 498725111 2011.6.21 11:38 140.136.211.19 new 06 

498725111 2011.6.21 11:38 140.136.211.19 new 07 498725111 2011.6.21 11:38 

140.136.211.19 new 08 498725111 2011.6.21 11:38 140.136.211.19 new 09 

498725111 2011.6.21 11:38 140.136.211.19 new 10 498725111 2011.6.21 11:39 

140.136.211.19 new 11 498725111 2011.6.21 11:39 140.136.211.19 new 12 



異動

記錄 

C 498725111 Y2011.M6.D21 2:29 124.8.84.72 M 498725111 Y2011.M6.D21 

10:04 140.136.208.18 M 498725111 Y2011.M6.D21 11:05 140.136.234.238 M 

498725111 Y2011.M6.D21 11:05 140.136.234.238 M 498725111 Y2011.M6.D21 

11:05 140.136.234.238 M 498725111 Y2011.M6.D21 11:05 140.136.234.238 M 

498725111 Y2011.M6.D21 11:11 140.136.234.238 M 498725111 Y2011.M6.D21 

11:32 140.136.211.19 M 498725111 Y2011.M6.D21 11:32 140.136.211.19 M 

apst2935 Y2011.M6.D21 11:39 140.136.211.19 M apst2935 Y2011.M6.D21 

12:44 140.136.131.182 M apst2935 Y2011.M6.D21 12:47 140.136.131.182 M 

apst2935 Y2011.M6.D21 12:47 140.136.131.182 I 030540 Y2011.M6.D21 13:45 

140.136.208.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