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少子化趨勢對我國國民教育師資供需之影響與相關

對策。首先藉由我國學齡人口現況與趨勢分析，及師資供需市場現況層面

進行探究，以瞭解我國少子化趨勢對國民教育師資供需所帶來的影響；復

次從師資供需系統內的觀點，探究師資培育階段、教師甄選階段及教師在

職階段在少子化的脈絡下，可能引發之相關議題的討論。進而透過實證研

究的方法，採以百分比統計來獲悉各縣市學齡人數之變化趨勢，並藉以集

群分析法來研析不同縣市別於少子化趨勢下所反應之師資供需現況；再藉

由時間序列分析與灰色預測方法推估未來國民中小學教師人力趨勢之情

形；最後透過模糊德菲法的運用，以建構少子化對師資供需衝擊之因應策

略。本章綜合統計分析所得之研究發現及歸納上述研究問題形成結論，並

據以提出建議，供作探討少子化趨勢與師資供需相關議題進一步研究之參

考。 

 

 

第一節   主要研究發現 
 

本研究藉由百分比統計及集群分析等方法探討少子化趨勢下之學齡

人數之變化及其所反應之師資供需現況。其次，藉由時間序列分析、灰色

預測及模糊德菲法等政策分析方法，推估未來國民中小學教師人力情形與

建構相關因應策略。本研究經由統計分析的結果，歸納出下列主要研究發

現： 

 

壹、各縣市學齡學生數之趨勢分析 

 

一、各縣市 95 至 100 學年度國民小學新生預估減少率 

學生減少數因不同縣市別之學生總人數的不同而有其差異性，故藉由

國小新生人數減少率之觀點較具有政策意涵。本研究藉由百分比之統計分

析，可以獲悉在少子化趨勢衝擊下，全臺 23 縣市國小適齡入學新生數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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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呈現逐年遞減趨勢。惟其中嘉義縣與澎湖縣於未來 5 學年間適齡學生

人數減少率衝擊影響最少。然其中以高雄市、臺北縣、桃園縣、基隆市、

臺中市、嘉義市、臺南市等七縣市少子化之衝擊最大，其國小適齡新生人

數於未來六年之減少率高達 30％～45％，尤此類縣市多屬人口高度密集及

工商業類型之縣市為主，值得持續關注。 

 

二、各縣市 95 至 100 學年度國民小學學生數自然減少率 

為期反映國民教育階段學齡學生數之變化情形，本研究依據依據教育

部（2007）之統計資料，推估各縣市 96 至 100 學年度推估國民小學學生

自然減少率，採以百分比統計分析發現：嘉義縣於國小學生預估自然減少

率受少子化之衝擊影響最小，其次新竹縣、雲林縣及澎湖縣之自然減少率

亦屬減少幅度較少之縣市；惟高雄市、臺北縣、基隆市、臺中市、嘉義市、

臺南市等六縣市於學齡學生自然減少率多達 30％～50％，學生人數於未來

六年將大幅銳減，其中又以嘉義市降幅 49.26％為最嚴重。 

 

 

貳、國民教育階段師資人力之現況分析 
 

一、各縣市 91 至 94 學年度國民小學師資人力變動情形 

本研究依教育部官方統計資料，經統計上方向性與單位量一致性的轉

換，採以兩階段式集群分析之方法，並輔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定，可發

現各縣市 91-94 學年度國民小學師資人力現況區分為三群別，分別為： 

師資人力穩定充裕群之縣市：臺東縣、澎湖縣。 

師資人力趨於飽和群之縣市：宜蘭縣、桃園縣、新竹縣、雲林縣、 

新竹市、臺中市、嘉義市。 

師資人力過剩飽和群之縣市：臺北市、高雄市、臺北縣、苗栗縣、 

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 

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花蓮縣、 

基隆市、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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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縣市 91 至 94 學年度國民中學師資人力變動情形 

本研究本研究依教育部官方統計資料，經統計上方向性與單位量一致

性的轉換，採以兩階段式集群分析之方法，並輔以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

定，可發現各縣市 91-94 學年度國民中學師資人力現況區分為四群別，分

別為： 

    師資人力充裕群之縣市：澎湖縣。 

    師資人力穩定成長群之縣市：臺東縣、花蓮縣。 

    師資人力趨於飽和群之縣市：高雄市、臺北縣、宜蘭縣、桃園縣、 

新竹縣、苗栗縣、臺中縣、臺南縣、 

高雄縣、基隆市、新竹市、臺中市、 

嘉義市。 

    師資人力遞減群之縣市：臺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

屏東縣、臺南縣。 

 

 

參、國民教育階段師資供需之預測分析 
 

一、國民教育階段師資人數之推估 

    本研究依教育部官方統計資料之國民中、小學教師人數作基礎，藉由

時間序列分析之單變量 ARIMA 模式與灰色預測之 GM（1,1）模式，比較

94 學年度師資人數預測準確率，進而推估 95 至 97 學年度國民中、小學教

師人數。依研究發現，無論單變量 ARIMA 模式或 GM（1,1）模式所推估

之教師人數，皆呈現教師人數逐年地檢之趨勢，其中以 94 學年度教師實

際人數為基準作比較，灰色預測分析較時間序列分析於教師人數之推估上

較為準確，其國民教育階段師資人數之推估結果詳如表 4-17。 

 

二、各縣市國民小學 95 至 100 學年度師資人數預測 

    本研究依臺灣地區各縣市 91-94 學年度國民小學教師人數統計表為基

礎，建立 GM（1,1）灰色預測模式與準確率之分析，進行各縣市 95-100

學年度國小教師人數的預測，所得之重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以臺北市為例，依其 91-94 學年度國民小學教師人數進行灰色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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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其預測模式為
^
x （0）(k)＝-1492923e-0.007766(K-1)（1-e0.007766），其整

體的平均殘差為 0.0066％，平均準確率為 99.9934％，顯示臺北市國

民小學教師人數預測模式的效果相當良好。 

（二）依前述之預測模式針對臺灣地區各縣市國民小學師資人數進行預

測，其推估結果詳如表 4-15。整體而言，臺灣地區各縣市預測的總

平均殘差為 0.2118％，總平均準確率為 99.7882％，整體的預測效果

相當良好。 

（三）由 91 至 94 學年度國民小學教師人數推估 95 至 100 學年度國民小

學教師人數之結果可得知，臺灣地區未來 6 年教師人數平均減少

5,703 人，平均減少百分比為 5.47％。若由各縣市觀之，除桃園縣

（-1.77％）、臺東縣（-0.86％）及新竹市（-0.83％）教師人數略有

成長外，其餘各縣市教師人數多減少百分之 3 的教師人數，其中又

以南投縣（11.18％）、基隆市（10.80％）、臺北縣（10.06％）及屏

東縣（10.04％）減少教師人數之百分比最高。 

 

二、各縣市國民中學 95 至 100 學年度師資人數預測 

本研究依臺灣地區各縣市 91-94 學年度國民中學教師人數統計表為基

礎，建立 GM（1,1）灰色預測模式與準確率之分析，進行各縣市 95-100

學年度國中教師人數的預測，所得之重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以臺北市為例，依其 91-94 學年度國民中學教師人數進行灰色預測，

可得其預測模式為
^
x （0）(k)＝-233761e-0.0259736673(K-1)（1-e0.0259736673），

其整體的平均殘差為 0.1811％，平均準確率為 99.8189％，顯示臺北

市國民中學教師人數預測模式的效果相當良好。 

（二）依前述之預測模式針對臺灣地區各縣市國民中學師資人數進行預

測，其推估結果詳如表 4-18。整體而言，臺灣地區各縣市預測的總

平均殘差為 0.7679％，總平均準確率為 99.2321％，整體的預測效果

相當良好。 

（三）由 91 至 94 學年度國民中學教師人數推估 95 至 100 學年度國民小

學教師人數之結果可得知，臺灣地區未來 6 年國中教師數平均微幅

增加 118 人，平均增加百分比為 0.247％。若由各縣市教師數減少

百分比觀之，除臺東縣（-18.58％）、新竹縣（-15.44％）、嘉義市（-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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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13.03％）及澎湖縣（-10.20％）教師人數屬穩定成

長外，其次高雄市、宜蘭縣、苗栗縣、臺中縣、臺南縣、高雄縣、

花蓮縣、基隆市、新竹市及臺中市屬小幅成長型，其餘則多屬教師

人數負成長之縣市，其中又以雲林縣（18.53％）、嘉義縣（17.66％）、

臺北市（12.19％）及屏東縣（10.59％）減少教師人數之百分比最

高。 

 

 

肆、國民教育階段師資供需因應策略評估分析 
 

在構建少子化趨勢下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失衡之因應策略上，本研究採

以模糊德菲問卷施測，並藉由立益抽樣針對師資培育機構（含師範校院、

一般大學教育學院及師資培育中心）、教育行政人員、學校行政人員及教

師會代表選取 25 位專家學者為對象。根據每一位專家的回答求得每個專

家對每一構面之策略方案重要性意見的三角模糊數，並透過解模糊化的計

算步驟，求得各策略方案的效用總值，以代表所有專家對該構面策略方案

的重要性看法；最後再以三角模糊數歸一化的方式，獲知各構面及策略方

案之權重，俾利建立各策略方案之優先順序。本研究採模糊德菲法所得之

重要研究發現如下： 

（一）各構面策略三角模糊數之總值，代表各德菲小組成員對各策略方案

重要性評估之共識。本研究以三角模糊數的總值 0.55 定為門檻值，

並依據門檻值篩選策略方案，其篩選後之因應策略包含師資培育制

度、教師實習與檢定制度、教師甄選制度、教師員額編制及教師離

退制度等 5 個構面，共 24 項策略方案。 

（二）藉由德菲小組所得知各構面權重之結果依序為：教師離退制度

（0.29）、教師員額編制（0.27）、師資培育制度（0.20）、教師實習

與檢定制度（0.16）及教師甄選制度（0.08）。 

（三）在師資培育制度的策略方案上，以「建立長期學生人口資料庫，評

估師資供需量，並定期公開師資供需資訊」策略方案之權重最高

（0.046）；其次為加強師資培育機構評鑑機制（0.039）、調整公費

學生採特定科系及特定分發區作設置（0.039)、朝向教學碩士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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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後師資培育學程發展（0.038），及加強師範校院之轉型與整合

（0.037）等策略方案。 

（四）在教育實習與檢定制度的策略方案上，以「規範實習學生之學習課程

及實習項目」策略方案之權重最高（0.042）；其次為調整檢定考試科

目與形式（0.040）、提高教師檢定考試通過分檻分數（0.040），及

朝向「實習輔導教師證照」（0.038）等策略方案。 

（五）在教師甄選制度的策略方案上，以「主管教育機關持續總額控管教

師缺額並逐年釋出，以穩定每年新進教師之數額」策略方案之權重

最高（0.041）；其次為研擬建構教師甄選聯合報名系統，採行單一

窗口網路平台，以減少應聘者勞碌奔波（0.039）策略方案。 

（六）在教師員額編制的策略方案上，以採行「全國統一逐年降低班級學

生人數，以達國中小每班學生人數低於 30 人」之策略方案之權重

最高（0.041）；其次，研擬國民中小學專兼任教師並行制（0.039）、

逐年提高國小教師員額編制，以達每班 2.0 人/班之目標（0.038）、

提供小型學校增置教師（0.038），及落實學校組織再造方案，提供

學校人事配置 10%彈性運用（0.038）等策略方案。 

（七）在教師離退制度的策略方案上，以「加強不適任教師之督導淘汰機

制及修法工作」（0.051）、及「檢討現行教師薪資、考核及晉升制度，

構建合宜專業化之晉升機制」（0.050）獲得最高權重之方案；其次

為加速推行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評鑑（0.048）、補助縣市政府國民中

小學教師專案退休經費（0.048）、力促教師退休制度法制化與合理

化」（0.046），及建構退休教師人力資源平臺（0.046）等策略方案，

皆為德菲小組所共識中較高權重之策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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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論 
 

歸納各章分析之結果，及前述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發現，回應本研究之

研究目的，作成本研究之結論： 

 

壹、國民教育學齡學生數之發展趨勢，已顯見受到少子化趨勢之衝擊。惟

各縣市所反映之衝擊情形不同，其中以高雄市、臺北縣、基隆市、臺

中市、嘉義市及臺南市等六縣市之衝擊情形最大。 

 

本研究依百分比統計分析發現，臺灣地區 23 縣市 95-100 學年度學齡

學生數，皆呈現逐年下降之趨勢，而且各縣市減少比率多呈逐年增加，尤

其 97 學年度起各縣市皆有 20％以上之學生減少比率。若以各縣市之角度

觀之，其中澎湖縣、嘉義縣學齡人口數減少幅度較緩，而高雄市、臺北縣、

基隆市、臺中市、嘉義市及臺南市等 6 縣市無論於國小新生預估減少率或

學生數自然減少率之分析中，受少子化趨勢之衝擊最為嚴重。因此，前述

6 縣市應及早研擬學齡學生數減少之相關配套措施與因應政策。 

 

貳、各縣市國民小學師資人力現況受少子化趨勢之影響不一，尤其臺北

市、高雄市、臺北縣、苗栗縣、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 

臺南縣、高雄縣、屏東縣、花蓮縣、基隆市與臺南市等縣市已呈現師

資人力過剩飽和之現況。 

 

    本研究依兩階段式集群分析法發現，臺灣地區 23 縣市 91-94 學年度國

民小學師資人力飽和程度，可區分為三群別。其中臺北市、高雄市、臺北

縣、苗栗縣、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嘉義縣、臺南縣、高雄縣、屏東

縣、花蓮縣、基隆市與臺南市等縣市已屬師資人力過剩飽和之縣市。因此

上述 14 縣市應及早進行師資管控與評估師資供需情形，已避免未來大量

超額教師問題之浮現。 

     

參、各縣市國民中學師資人力現況，尚未因學齡人口數減少受明顯之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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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各縣市師資人力的波動情形仍屬混沌，惟其中以臺北市、彰化縣、

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與臺南縣等屬師資人力遞減之地區。 

 

本研究採兩階段式集群分析法發現，臺灣地區 23 縣市 91-94 學年度國

民中學師資人力現況可區分為人力充裕、穩定成長、趨於飽和與人力遞減

等 4 群，其中以澎湖縣、臺東縣與花蓮縣屬師資人力較為充裕與穩定成長

之縣市；而臺北市、彰化縣、南投縣、雲林縣、嘉義縣、屏東縣與臺南縣

之師資人力呈現逐年遞減之縣市，惟考量未來學齡人口少子化趨勢之衝擊

影響到國中教育階段時，上開 7 縣市首當其衝所受之衝擊最大，值得關注。 

 

肆、以時間序列分析單變量 ARIMA 模式與灰色預測 GM（1,1）模式進行

國民教育教師人數預測之效果良好，尤其灰色預測方法平均準確率多

達 99％以上。 

 

在師資人數之預測上，灰色預測 GM（1,1）模式較時間序列分析

ARIMA 模式於教師人數之推估上較為準確，相對誤差較低，尤其灰色預

測方法主要適用於系統模型之不明確性及資訊不完整性的預測方法。因本

研究因受限於官方資料的取得，且影響師資供需的因素不易確定，故本研

究採灰色預測 GM（1,1）模式進行各縣市 95-100 學年度國民中、小學師

資人力預測，其預測效果於國小階段達 99.7882％，國中階段達 99.2321％，

整體的預測效果相當良好。 

 

伍、各縣市 95-100 學年度國民小學教師人數預估約減少 5,703 人，減少百

分比為 5.47％。除桃園縣、臺東縣及新竹市教師人數略有成長外，其

餘各縣市教師人數皆明顯遞減，尤其南投縣、基隆市、臺北縣及屏東

縣教師人數減少比率皆超過 10％。 

 

本研究採灰色預測 GM（1,1）模式推估臺灣地區 23 縣市 95-100 學年

度國民小學教師人數，依研究結果發現，未來 6 年 23 縣市國民小學教師

人數約減少 5,703 人，減少百分比為 5.47％。若從各縣市角度觀之，除桃

園縣（1.77％）、臺東縣（0.86％）及新竹市（0.83％）之國小教師人數屬

 132



小幅成長之縣市外，其餘各縣市教師人數皆屬明顯下降，其中以南投縣

（-11.18％）、基隆市（-10.80％）、臺北縣（-10.06％）與屏東縣（-10.04

％）4 縣市教師減少比率最高。 

 

陸、各縣市 95-100 學年度國民中學教師人數預估約增加 118 人，增加百分

比為 0.247％。其中，以臺東縣、新竹縣、嘉義市、桃園縣及澎湖縣教

師人數屬穩定成長之縣市，惟雲林縣、嘉義縣、臺北市及屏東縣則屬

教師人數大幅減少之縣市，其減少比率皆超過 10％。 

 

本研究採灰色預測 GM（1,1）模式推估臺灣地區 23 縣市 95-100 學年

度國民中學教師人數，依研究結果發現，未來 6 年 23 縣市國民中學教師

人數約增加 118 人，增加百分比為 0.247％。若從各縣市角度觀之，以臺

東縣（18.58％）、新竹縣（15.44％）、嘉義市（13.15％）、桃園縣（13.03

％）及澎湖縣（10.20％）教師人數屬明顯成長之縣市，惟雲林縣（-18.53

％）、嘉義縣（-17.66％）、臺北市（-12.19％）及屏東縣（-10.59％）4 縣

市國中教師數減少比率最高。 

 

柒、為期有效解決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失衡之問題，於政策方案上，首要之

務應先從「教師離退制度」及「教師員額編制」之體制面改革著手。 

 

本研究採以模糊德菲問卷為研究工具，整合 25 位政策利害關係人之

專家學者意見，建構國民教育師資供需失衡之因應策略，合計共 5 構面 24

項策略方案。依研究結果所得各構面之權重，以教師離退制度（0.29）及

教師員額編制（0.27）之權重最高，其餘依序為師資培育制度（0.20）、教

師實習與檢定制度（0.16）及教師甄選制度（0.08）。換言之，在因應策略

方案之推動上，首要應進行教師離退制度與教師員額編制等層面之改革。 

其次，從各構面之策略方案分析之，可發現「加強不適任教師之督導

淘汰機制及修法工作（0.693）」、「全國統一逐年降低班級學生人數

（0.644）」、「規範實習學生之學習課程及實習項目（0.621）」及「持續控

管教師缺額並逐年釋出，穩定每年新進教師之數額（0.582）」等 5 項為各

構面中最高權重之策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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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與結論，提出下列建議，以供教育行政機關及後續

研究的參考： 

 

壹、對教育行政機關的建議 

 

一、各縣市政府教育局應確實掌握未來各學年度學齡學生數之變化，並正

視超額留用教師人數將逐年增加之趨勢，妥適研擬與修訂相關人事法

規與制度。 

 

    本研究發現，少子化趨勢所造成之衝擊已充分反映於各縣市國民小學

師資供需的失衡現況，為期及早因應少子化所帶來超額留用教師之情形，

建議各縣市政府應及早掌握及調查各鄉鎮市區學校未來學生人數之變化

趨勢，進而推估未來各校班級數與教師員額數。同時邀集專家學者與教師

團體進行相關人力及法規制度修正，如增設研究教師、計畫不適任教師處

理機制、訂定教師遷調及職務分配原則、擬定超額教師處理辦理等。 

    其次，伴隨少子化趨勢於未來衝擊至國中教育階段之際，建議除應確

實掌握未來各國民中學學校學生數之變化趨勢外，為考量師資適配問題，

超額留用教師問題應衡酌各校教師專長任教領域科目做調整，另應鼓勵教

師發展第二專長及提供更多元化之教師進修管道，以減少學校衝擊。 

 

二、加強不適任教師之督導淘汰機制，推動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符應「專

業本位、保優汰劣」之要求。 

 

建立「教師專業標準本位」的師資培育已成為近年來教育改革的重大

方針，尤其面對少子化趨勢之衝擊，及社會大眾觀感與期望，教師專業素

質之要求已成為現行刻不容緩之工作。依本研究發現，不適任教師之督導

淘汰機制及修法工作應為推動教師專業化認證趨勢之首要，惟應配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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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機制通盤考量設計，審慎規劃不適任教師之認定及處理流程，以符合

行政之公平原則及比例原則。另建議應檢討現行教師薪資、考核及晉升制

度，構建合宜專業化之晉升機制，俾利保障學生受教權益。 

其次，在教師評鑑工作之推行上，依現行教育部試辦之教師專業發展

評鑑計畫，及近年來所推動之「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與「精緻國民教

育發展方案」等政策，足見我國師資培育工作已邁向專業化、優質化及卓

越化之趨勢。然依本研究發現，為期落實教師專業評鑑，於政策之設計上

可結合教師分級制度與教學輔導網路之配合，同時研擬相關的獎勵及進修

制度作為因應，另可設計實習輔導教師證照體制及建構退休教師人力資源

平臺等配套措施，促進教育經驗傳承與人力資源再運用。 

 

三、健全師資培育機構組織，持續評估調節師資供需數量，落實「適量優

質儲備」之措施。 

 

健全師資培育機構之組織與功能，應先從強化師範校院體質著手，以

提昇競爭力。換言之，師範校院之轉型應先充分考量師範校院之師資結

構、課程架構及設備資源，以作為轉型評估之依據，切莫僅以升格或整併

策略做為轉型手段。 

再者，藉由本研究政策德菲小組之共識可知，在師資培育制度之改革

上，首要之務應先建立長期學生人口資料庫，評估師資供需量，並定期公

開師資供需資訊，同時輔以評鑑機制與師資機構資源之整合與轉型，以兼

顧師資培育機構的「量減」與「質升」，朝向教學碩士及學士後師資培育

學程發展，俾利落實「適量優質儲備」之措施。 

 

四、適當調整國民中小學教師員額編制，達成「小班小校」之理念。 

 

為因應少子化趨勢與舒緩教師超額問題，教育部推動五年精緻國民教

育—降低班級學生人數方案，自 96 學年度起小一編班人數自 35 人降低至

32 人，並逐年調降至 99 學年度小一編班每班 29 人。此方案之推行對於國

民教育師資供需失衡之情形預期應能達舒緩之成效，惟依本研究發現，班

級人數之調降對於都會地區與偏遠地區之政策成效恐有其差異性，爰除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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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降低班級學生人數，以達國中小每班學生人數低於 30 人之政策方案

外，建議應衡酌各縣市教育財政經費情形，提供小型學校增置教師，強化

偏遠或文化不利地區之教育人力，並適當調整國民小學教師員額編制，俾

利落實小班小校之理念。 

其次，於教師人事體制層面之改革，建議可配合學校組織再造方案，

提供學校人事配置一定比例之彈性做為因應。同時針對 2688 增置員額之

人力運作情形應持續督導，並可研擬「國民中小學專兼任教師並行制」方

案，以作為調整教師員額編制之配套措施。 

 

五、師資估需預測宜進行縱貫性長期研究，並委由專責單位進行全國各級

學校師資推估工作。 

    

本研究發現，影響師資供需之相關因素眾多複雜，且深受教育政策與

不穩定之社會因素影響，且師資供需推估工作需同時涵蓋過去、現在與未

來三個層面作全盤性考量。因此為精確推估師資供需之現況與發展趨勢，

建議宜由專責單位逐年建立全國各級學校電腦化資料庫，包括教育學程修

習人數、實習教師人數、合格教師人數、教師離退人數等，此可避免相關

單位重複耗費人力、物力、財力於普查工作。同時藉由資料庫之精確數值

建立模式，長期進行各級學校師資推估工作，修正研究假說，並評核相關

研究在該需求發生年之推估精確度，俾利政府機構推算相關經費之投入與

配套措施之研議，對整體教育政策之研擬提供更為精準的參考依據。 

 

 

貳、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主題方面 

     

本研究僅探討少子化趨勢對國民教育階段師資供需之影響與對策，惟

少子化之議題係未來我國面臨之重大考驗，其對於整體教育系統產生相當

之衝擊。建議未來在研究主題上，可加以探討少子化趨勢所造成學校整

併、閒置教室空間規劃、學生單位成本改變及學校行銷因應策略等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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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結合外籍配偶子女之教育問題，探究未來臺灣地區學齡人口之轉變等，

此皆為未來可廣泛應用之研究主題。 

 

二、研究範圍方面 

 

本研究因人力及時間之限制，研究範圍僅就臺灣地區 23 縣市之學齡

人口發展及師資人力進行整體之探討與預測。因而，研究結果的解釋與推

論僅能初步對各縣市之現況與趨勢進行比較。建議日後從事相關研究者可

採單一縣市為研究範圍，針對縣市內各區鄉鎮市之學齡人口數之變化進行

探究，進而依學區學生數評估各校未來之教師員額需求，俾利符應各地方

縣市於少子化趨勢下之差異性。 

再者，學齡學生數之變化隨著時間之遞嬗而有所差異，若此，能持續

在不同的時間進行預測與評估，在研究結果之推論上將更貼近實務與現況

之需求。 

 

三、研究對象方面 

     

本研究僅針對國民教育階段師資供需於少子化衝擊下之問題與對策

做探討，故研究之對象僅限於國民中、小學階段，並未針對高中、高職及

高等教育階段之師資問題進行探究。又人口結構之少子化問題將逐年反映

於後期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階段，爰未來之研究可擴大與延伸研究對象，

針對高中職與大專校院之相對衝擊與因應策略進行研究，將使研究結果更

為廣泛推論。 

 

四、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在因應策略探討方面，採以模糊德菲法來進行，雖然能獲得共

識，並達集思廣益之效果，惟問卷設計多屬封閉式問卷填答，未來研究若

專家群之時間允許，可以採用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method）或面對面

之腦力激盪法，如此能使專家群彼此增加溝通互動之機會，可使共識結論

更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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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本研究的研究取向多屬量化研究，藉以相關統計資料進行分析與預

測，惟影響師資供需之相關因素眾多複雜，且深受社會因素與環境變遷影

響甚鉅，因此量化研究取向恐無法完整呈現師資供需之相關問題，因此未

來的研究者在從事相關研究時可採取更多樣的研究方法，如個案（縣市）

研究、訪談、文件分析等偏向質化之研究方法，使研究結論更為廣泛及深

入，藉此補量化研究之不足。 

 

五、統計方法方面 

 

    本研究於國民教育師資人數預測係應用時間數列分析與灰色預測 GM

（1,1）模式進行推估，然統計預測方法眾多且各有其優點與使用時機，建

議未來從事相關研究者，可採以模糊時間數列分析、類神經網路、多變量

模糊時間數列等統計方法預測教師供需量，並藉以比較預測結果之統計差

異，俾利反映未來師資職場之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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