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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學是培育未來國家與世界人才的場域，也是提升人性光輝的重要場所。在

面對少子女化趨勢下，未來本地學生來源減少，就大學而言，如何以更高的教育

視野與格局擺脫少子女化生源的限制，策略上除了獲得各界對大學辦學理念與績

效的肯定及實質上的挹注外，也期待未來培養的學生畢業之後，能在社會各個角

落展現在校陶冶的各項潛力與能力，為社會與世界注入正向成長的動力，使真正

的大學價值與定位能永續發展與開花結果（Huang & Hsu, 2021）。可想而知，唯

有具備兼容必蓄，且能開創繼往於未來的大學教育才能成為眾所期盼的教育典

範。 

自古到今，大學始終扮演著傳遞文化、培育人才、創造並引領正向社會風氣

的角色，且肩負著改變世界的命運與創造人類福祉的任務，對於人類文明的發展

具有不可磨滅的重要性。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全球情勢與科技文明快速變遷，為了因應國際化、全

球化、資訊化的挑戰，大學教育已成為個人終身學習的另一種選擇（張家宜，

2022）。因此，大學在面對未來持續少子女化趨勢的招生挑戰下，如何使具有特

色的大學能永續生存與發展是一個重要的議題（Chang, Lee, & Tseng, 2021）。 

牛頓曾經說：「若是我看得更遠，是因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對未來少

子女化的趨勢，大學教育，除了考量整併與數量管制的方式外，適時引入評鑑機

制，以引出大學教育改進和發展特色的價值，也是一種提升的途徑（吳清山，

2022）。所以，大學如何透過適宜且前瞻的策略使學生來源穩定，進而為社會國

家、世界培育人才，以增進人類的福祉，將是大學教育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這

是所有相關人士所需思考及面對的課題。 

二、少子女趨勢下大學教育面臨的挑戰 

圖 1 是 110~125 學年度大學一年級學生數預測數，代表未來 15 年大學一年

級新生人數是逐漸下降。而近幾十年來高等教育招生數快速擴張，造成供過於求

的情況，現有大學將面臨招生不足的問題。所以，如何建立各大學教育特色、降

低學用落差以符合市場需求外，落實全人教育，端正社會風氣，進而淨化人心，

更是大學存在的神聖價值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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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10~125 學年度大學一年級學生數預測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2021） 

 大學在面對少子女化的情況下，需要考量的層面如下：(1)如何開發學生來

源？(2)課程與教學如何調整？(3)如何培育與招募優良師資？(4)如何吸引優秀學

生就讀並提升在學學生視野與能力？(5)國家、社會、政府及學校行政端如何進行

各層面轉型等都是一個值得思考的面向（吳清基，2022）。所以，就大學整體教

育層面而言，可試著從以下幾個層面考量：例如在教育市場上可重新界定學生客

群；學校的發展上持續追求品質與精緻；學術的精進層面上努力提升期刊發表與

研發能量；課程教學層面上則強化教學創意，深化內涵及廣度面向；校務基金上

追求財務來源極大化；社區服務方面則追求永續承擔社會發展責任（Angela et al., 
2021）。 

綜觀全球及臺灣整體發展情勢，我們了解到現今大學教育，須面對人口少子

女化及高齡化、家庭結構改變而產生家庭功能弱化與教育 M 型化，以及在學學

生生活及學習壓力調適與指導（吳清山，2022）。在邁向全人教育之際，亦須追

求專門課程與通識課程的平衡、學生學識與人格涵養的提升、探討個人與群體的

分際與調和以及個人身心靈的開展與追求 （黃政傑，2022）。在其他方面，也要

審視在人才培育實務上，是否需減少學用落差，以適時應對各類風險的挑戰等。

這些挑戰，都顯示出大學教育轉型的重要性。 

為了追求「共好｣，大學教育的存在價值之一，便是為整體環境培育出優秀

的人才，進而帶動整體國家社會與世界的發展。所以維持並提升大學教育品質為

大學教育轉型首要的考量。透過轉型後的大學教育，也期望吸引世界各地優秀學

生就讀，並強化符合時代趨勢的產學合作，創造與創新個人與社會的附加價值，

進而提升人類與世界的文化水平素養，完成生命價值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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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少子女趨勢下未來大學教育永續發展的藍海策略 

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開放教育市場已成為必然的趨勢，而少子女化亦是未

來大學教育所面臨的挑戰之一。所以尋求未開發的市場，創造新的需求，對大學

教育而言是一個極重要的層面（楊國賜，2022）。大學教育等相關單位如何以相

關大數據做相關判斷，並透過工具和架構執行相關策略與流程，在重視人性層面

的基礎上進行自發性的轉型是重要的（金偉燦、莫伯尼，2021）。為了降低各類

風險考量，要如何將眼光放遠，跳脫惡性競爭，進行新一波的教育價值創新，以

達成永續經營的目標，是未來大學努力的方向。 

不可否認的是，儘管面對少子女化趨勢，大學教育最重要的實踐理念是為了

研究學術、探索真理、追求卓越、進而服務人群社會，所以大學為了適應時代與

創造人類美好的年代，為大學教育發展注入新的生命力，已成為大學實踐「藍海

策略」的最佳模式。 

大學教育在面對新管理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之際，如何克服組織障礙，

找到自我學術價值發展定位，以期在自由化、私有化之中永續追求效率、效能與

卓越，儼然成為須面對的課題（楊國賜，2022）。面對挑戰，需要轉型；面對轉

型，需要新的解決方案，讓學生變得更好，進而在未來過得更好，更是其中不變

的理想與責任。 

因此，高等教育的藍海策略，可從以下層面進行思考與實踐： 

1. 進行市場區隔並明確定位（Darryl et al., 2020） 

(1) 價值創新方面：致力於改造市場疆界以擺脫競爭局面。 
(2) 大局統整方面：了解顧客偏好，落實構想以擬定策略框架。 
(3) 客群定義方面：眼光放遠，以開發非典型顧客群。 
(4) 發掘與互補方面：透過確立的策略次序，充實藍色海洋，降低存在的風

險。 
(5) 克服障礙方面：接受改變與各方參與，進而整合資源。 
(6) 整合與執行方面：相關組織建立信任與使命感，形成自動更新與合作氛

圍。 

2. 追求三效與有效治理，亦即為了追求效率、效能與卓越（楊國賜，2022） 

(1) 大學治理方面：要本於大學自治原則以保障學術自由。 
(2) 在特色與品質方面：發展教師專業，落實學生品質管制，以達成「培育

人才、創造新知、增進人類福祉｣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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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組織架構方面：明確定位後，彈性組織再造，以提升行政效能。 
(4) 合作策略方面：進行多方策略聯盟，強化永續經營。 

四、結語 

為了吸引全球人才到臺灣學習，進而實踐產學合作與在地就業，以達成高教

產業發展的利基，相信這都是在未來值得「探索的藍海」。未來的變局須擬定未

來的策略因應，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氛圍下，大學教育也是在培育未來的人才，而

未來的人才除了要探索問題，也要能界定問題，進而解決問題（潘慧玲，2022）。
唯有如此，社會才能邁向成人成己，共榮共享的願景。 

《論語，學而篇》有一句話：「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因此，在考慮市

場法則的同時，如何透過國家、社會、與政府跨部整合的力量，例如從經濟與法

制層面協助發展與維持大學教育的優勢與轉型（浅野有紀、濱崎陽平，2020）。
另外也嘗試從相關領域彼此進行合作發展與聯盟，進而創建新的局面（Estermann, 
& Pruvot, 2015）。當然，就大學教育而言，可強化並落實社會終身學習的氛圍、

並在強調學生主動學習的能力基礎上，重新形塑課程內容與學習型態，培育學生

跨域流動的能力，以因應大環境變遷與國際競爭的挑戰（教育部，2013）。 

總之，大學教育為了迎接永續發展的挑戰，必須將危機視為轉機，進行軟硬

實力的開展與重建、適時型塑調整大學教育的內涵與潛力（EUA, 2011）。除了完

成永續發展的目的之外，亦期待善盡履行社會責任的使命，以共創社會美好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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