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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政府採購法是我國一項重要且影響深遠的法律，適用於全國政府

機關之工程、財物及勞務採購案，它不但建立了公開化、透明化、合

理化、國際化及公平化的採購制度，也落實了採購效率及採購品質之

提升。無怪乎，政府採購法在立法院審議期間，曾有委員以「行憲五

十年以來最重要的法案」來強調該法之重要性。「政府採購法」於民

國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七日開始施行，迄今業已實施有七年餘，除母法

外，尚有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等四十餘種相關子法，由於採購法涵蓋

全國各機關預算經費之支用，因此攸關政府風紀及國家形象，亦影響

民間工商企業參與政府採購，所以不僅是政府機關重視，也普遍受到

各界之關注，期望甚殷。然採購法暨相關法規實施以來，對於政府機

關提昇採購效率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以及維護政府形象等，均獲

有正面肯定之價值意義，然而伴隨這些成果，也有一些問題產生。政

府採購法施行以前，各機關採購主要係遵循「機關營繕工程暨購置定

製變賣財物稽察條例」規定之相關程序辦理，法令規定較為單純；至

採購法實行後，相關法令如雨後春筍般地陸續訂定，此對於奉派承辦

採購相關業務之公務人員來說，面對此一制度之施行，有如履薄冰之

感受，深怕稍有不慎，即遭人檢舉有偏袒不公、圖利特定廠商之嫌，

致使機關採購業務職缺常乏人問津或人員多無法久任而變動頻繁。 

政府機關各項採購案之執行順利與否，牽涉到前期之採購投標須

知之制定、上網公告資訊之登錄、契約稿之草擬；中段之領投標作業、

開標作業、決標紀錄、決標公告之登錄與傳輸；及後期之簽約、驗收

作業等；如果契約履行進行不順利，又牽涉到對廠商之停權處分以及

必須處理廠商之申訴、異議等，這些採購流程複雜且環環相扣，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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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所屬秘書（總務）單位之採購人員從頭至尾包辦，是以政府採購執

行順利與否，實與採購人員之工作滿足感有密切之相關。又各項採購

法令在這段期間中，歷經多次修法，由下表 1-1「政府採購法暨相關

子法至 96 年 6 月底前修正情形一覽表」即可見一斑；法規變動頻繁，

而主管機關－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為利法令之

執行及制度之健全所頒布之相關函釋更不勝枚舉。除此之外，臺北市

政府為全國首善之都，為使所屬機關學校之採購程序更臻完善，對於

採購相關程序又另訂有相關之單行法規及函釋，據此，對於臺北市政

府所屬機關學校之採購人員無異是雪上加霜，對於其業務之執行可謂

是一莫大之壓力。 

臺北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之採購業務，主要係於各機關學校內總

務或秘書單位所編制之一般行政人員，視業務輕重採專任或兼任方式

為之。一般行政機關多將採購業務區分為大、小總務（採購）兩類，

分由兩人以上之人員擔任之，主要以採購案件之預算金額為區分標

準，承辦預算金額超過公告金額一百萬以上者，稱為大總務（大採

購）；反之，承辦預算金額一百萬以下者，則為小總務（小採購）；而

各級學校及少數行政機關則因採購案件較少、較為單純，則僅設置專

任之事務組長或總務人員為之。筆者所服務之臺北市政府秘書處所屬

二級機關－臺北市市政大樓公共事務管理中心（以下簡稱公管中心）

係主要職掌市政大樓各項軟硬體設施管理及維護保養工作，屬於市府

幕僚機關性質。該中心每年公告金額十分之一（十萬元）採購案件約

為三十餘件，十萬元以下之案件約有六十餘件，一萬元以下之小額採

購案件則不勝枚舉，大小採購案件繁多，而其秘書單位－行政組下卻

僅編制有兩名專任採購人員，業務量即已相當繁重，更遑論其他業務

性質之機關或各級學校內之專任或兼任採購人員。 

政府採購之採購效率，除了採購人員本身因素外，其直屬主管之

領導型態亦是一重要之影響因素，成功的領導型態或方式可以增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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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之工作滿足，進而提升工作績效。當前在國內關於政府採購法的研

究重點似乎多偏向制度法律層面的問題，而有關政府採購法對機關內

採購人員心理層面之影響的研究卻極為少見，乃產生本研究之動機，

擬以筆者本身任職之臺北市政府為研究範圍，探討其所屬機關學校採

購人員之直屬主管較常採用之領導型態為何，再就採購人員本身之個

人屬性及其主管之領導型態等，對其內心之工作滿足感之影響進行研

究分析，期能找出最適採購人員之主管領導型態，藉以提昇基層採購

人員工作意願及行政績效。是以本研究擬探討「政府採購法」暨相關

法令實施後，採購人員之個人屬性及主管領導型態等因素，對於採購

人員工作滿足感之影響，以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內總務秘書單

位實際從事採購業務之人員為研究對象，運用問卷調查之研究方法進

行實證研究，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建議，以供有關機關參考。 

表 1-1-1：政府採購法暨相關子法至 96 年 6 月底前修正情形一覽表 

序號 子法名稱 
發（公）

布日期 

最後修正日期

（次數） 
1. 政府採購法 87/05/27 91/02/06（2）
2. 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 88/05/21 91/11/27（2）
3. 查核金額 88/04/02 無 
4.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監辦辦法 88/04/26 92/0/12（1） 
5. 公告金額 88/04/02 無 
6.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88/05/25 91/08/07（1）
7. 外國廠商參與非條約協定採購處理辦法 88/05/06 無 
8.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88/05/17 91/12/11（1）
9. 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88/05/17 91/12/11（1）
10. 機關委託資訊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88/05/17 91/12/11（1）
11. 機關辦理設計競賽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88/05/06 無 
12. 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辦法 88/05/06 91/05/24（1）
13.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 91/7/24 無 

14. 
機關邀請或委託文化藝術專業人士機構團體

表演或參與文藝活動作業辦法 
91/07/15 無 

15. 中央機關未達公告金額採購招標辦法 88/04/26 92/04/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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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政府採購法暨相關子法至 96 年 6 月底前修正情形一覽表 

序號 子法名稱 
發（公）

布日期 

最後修正日期

（次數） 
16. 統包實施辦法 88/05/21 無 
17. 共同投標辦法 88/04/26 96/05/22（1）
18.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行辦法 88/04/26 91/09/04（1）
19. 招標期限標準 88/04/26 91/05/08（1）
20. 押標金保證金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 88/05/17 94/07/12（4）
21. 替代方案實施辦法 88/05/06 91/06/19（1）
22. 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標準 88/05/17 92/02/19（2）
23. 國內廠商標價優惠實施辦法 88/05/24 無 
24. 中央機關小額採購 88/04/02 無 
25. 最有利標評選辦法 88/05/17 96/04/25（4）
26. 採購契約要項 88/05/25 95/01/02（4）
27.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 91/08/21 無 
28.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91/08/21 92/09/10（1）
29. 採購申訴審議收費辦法 88/04/30 96/03/13（2）
30. 採購申訴審議規則 88/04/30 91/09/04（1）
31. 採購履約爭議調解規則 91/09/04 無 
32. 採購履約爭議調解收費辦法 91/09/04 96/03/06（1）
33.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組織準則 88/04/30 91/09/04（1）
34. 共同供應契約實施辦法 88/05/07 無 
35. 電子採購作業辦法 91/07/17 無 
36.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88/05/21 94/07/13（5）
37.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88/05/21 96/04/25（6）
38. 採購專業人員資格考試訓練發證及管理辦法 92/1/29 93/11/17（1）
39. 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 88/05/26 90/01/15（1）
40. 扶助中小企業參與政府採購辦法 88/04/26 91/04/24（1）
41. 機關堪用財物無償讓與辦法 88/04/26 無 
42. 特殊軍事採購適用範圍及處理辦法 88/05/17 93/09/08（1）
43. 特別採購招標決標處理辦法 88/04/26 89/01/10（1）
44. 採購稽核小組組織準則 88/05/17 90/12/28（1）
45. 採購稽核小組作業規則 88/05/17 89/10/16（1）
46. 採購人員倫理準則 88/04/26 無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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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預期價值，在於瞭解臺北市政府所屬機關學校之基層採

購人員個人屬性及其直屬主管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各構面間之關聯

性，藉以設計更妥善的各項管理措施，提供一個基層員工可以充分發

揮潛力的工作環境，以確保基層員工能維持高昂的士氣，發揮高品質

的工作效率。是以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可列舉如下： 

一、探討臺北市政府採購人員服務機關直屬主管較常採用何種領導型

態。 

二、探討臺北市政府採購人員服務機關直屬主管之領導型態，與其工

作滿足感間之相關性。 

三、根據研究結果，提出採購人員工作滿足感最高之主管領導型態及

其他相關建議，以作為臺北市政府各機關，或其他政府機關在實

務上管理採購人員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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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了解臺北市政府採購人員其直屬主管之領導型態與

本身工作滿足之關係，研究之進行兼採文獻分析與問卷調查二種方

法，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問卷調查為主，分述如下： 

一、文獻分析法（Documentary Method） 

任何學術研究都是「站在前輩巨人肩上往前眺望」的後續努力，

故文獻探討的理論鑽研必為方法之一（賴維堯，1992）。文獻分析法

是針對研究主題，蒐集相關的圖書、期刊、論文等資料，彙整後加以

歸納、分析（郭明德，2002）。本研究之文獻檢閱擬先就我國政府採

購制度及採購人員管理作一相關研究分析，再透過廣泛地蒐集國內外

有關「工作滿足」及「領導型態」等相關理論之書籍、期刊與論文等

文獻資料，並加以整理探討、參酌，期了解與本研究相關之議題，以

作為本研究後續問卷調查之理論基礎。 

二、問卷調查法 

問卷調查法係以問卷為工具，蒐集研究樣本資料，以推論母體之

各種現象（李美華等譯，1998）。本研究之母體為臺北市政府所屬機

關學校內總務秘書單位之採購人員，初估約為五百餘人，因人數不

多，故擬採取全面普查方式進行問卷調查，不再實行抽樣程序。依據

文獻彙整的有關內容，參考國內外學者之「工作敘述量表」、「領導型

態問卷」及相關研究，並採用 Likert 的五等量表作為衡量方式，編

製「臺北市政府採購人員工作滿足感與直屬主管領導型態調查預試問

卷」，經過信度、效度分析確認後，再編製正式問卷為「臺北市政府

採購人員直屬主管領導型態與工作滿足感之調查問卷」。俟調查問卷

回收後，運用 SPSS 10.0 統計軟體進行量化分析，以探討本研究對象

之工作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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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在於探討臺北市政府採購人員之主管領導型態對其工作

滿足之影響，是以擬參考 Seashore 與 Taber （1975）所提影響工作

滿足之個人屬性與環境變項，來進行採購人員工作滿足之研究，研究

架構如圖 1-2-1 所示： 
  

 

自變項                                依變項 

性別 

年齡 

婚姻狀況 

教育程度 

服務年資 

職位 

個
人
屬
性 

官職等 

 
 

無為式管理（1,1型） 

關係導向型管理（1,9 型）

任務導向型管理（9,1 型）

平衡式管理（5,5 型） 

主
管
領
導
型
態 統合型管理（9,9 型） 

 

 
 

工作本身 

薪資福利 

升遷 

上司 

工作伙伴 

工
作
滿
足 

整體 

圖 1-2-1：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 

H1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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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範圍茲分為「單位」、「對象」及「內容」等三方面

界定如下： 

一、研究單位 

臺北市政府所屬之一、二級機關、區公所及各級公立學校（含大

學、高中、高職、國中及國小）之總務秘書單位。 

二、研究對象 

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內總務秘書單位之專任及兼任採購

人員。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主要係探討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內總務秘書單位

之採購人員的工作滿足，兼及採購人員個人屬性與其主管領導型態之

分析，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個人屬性：包括性別、年齡、婚姻狀況、教育程度、公務員

及擔任採購工作之服務年資、職位與官職等等。 

（二）服務機關直屬主管之領導型態等。 

（三）工作滿足感：包括工作本身、薪資福利、升遷、上司、工作

伙伴及整體等。 

貳、研究限制 

任何的研究工作，雖然都希望達到盡善盡美的目標，但在實際上

總會因主、客觀條件的無法配合，使得研究無可避免地會受到若干的

限制，致有疏漏及未盡完備之處，本研究亦不例外，仍有其疏漏及未

臻完備之處，茲將本研究之限制說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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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筆者個人的時間、經費、經驗有限，及文化背景的差異，本研

究在蒐集資料的廣博性與周延性有所不足，恐有未能知其真意之

弊；再則，由於語文能力之限制，故對於外文參考書目的引用，

僅限於少數英文之部份，未能擴及其他外文資料。 

二、本研究所採取之問卷調查研究方法，主要依賴受試者的認知、意

願和研究者的解釋，在設計問卷時，雖力求將所欲瞭解的問題明

確的敘述，俾受試者確實明瞭問題的意旨，惟受訪者對於問卷的

認知，仍有可能發生偏差；對於問卷未回覆者的本意為何，也無

法得知，故無可避免地，當會有問卷研究上的缺點。 

三、影響工作滿足感的因素變項很多，本研究僅選擇採購人員之工作

本身、薪資福利、升遷、上司、工作伙伴等五個構面以及其直屬

主管之領導型態來進行研究，如能再增加其他變項應能更加周

延。 

四、本研究問卷調查及訪談之對象僅限於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

之採購人員約五百餘人，因此所得之研究結果，並不一定適用於

其他地方政府之機關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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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重要名詞解釋 

    茲將本研究之重要名詞分述如下： 

壹、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係指政府為建立採購制度，依公平、公開之採購

程序，提升採購效率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民國八十七年五月二十

七日總統明令公布，於民國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七日開始施行之法律，

分別於九十年一月及九十一年二月兩度修正。全文共為八章，計一百

十四條（第六十九條已刪除）。除本法外，尚有「政府採購法施行細

則」等其他相關子法共計四十五種。 

貳、臺北市政府 

臺北市政府是臺北市的行政機關，成立於民國三十四年十月。成

立初期，總員額僅三百十二人，府屬機關員額包括各校教職員、警察

人員在內，為五千五十一人。臺北市於五十六年七月一日正式改制為

直轄市，改制後的府內組織，計設八局五處，並就事實需要，分置九

個委員會及四個直屬單位，改制以來，隨市政建設急切需求，組織結

構變遷，除裁撤、歸併不合時宜的單位外，並陸續成立許多機關、學

校。截至九十三年七月，市政府所轄組織，在市長、副市長之下，設

有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工務及交通等十四局；秘書、地政、新

聞、兵役、主計、人事、政風等七處；以及原住民、法規、研究發展

考核、都市計畫、訴願審議、客家事務等六委員會；另有公務人員訓

練中心、臺北自來水事業處、臺北翡翠水庫管理局、捷運工程局、臺

北大眾捷運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及十二個區公所等直屬機關。市府暨所

屬機關學校編制員工總計約為七萬多人。 

參、採購人員 

係指政府機關及各級公立學校內辦理採購業務之人員，就一般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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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而言，多配置於各機關之秘書室、總務室或總務組等秘書單位

（各機關因組織編制不同而有不同名稱，如警察機關多配置於行政

組；戶政機關多配置於第三課等）。負責承辦採購業務之人員，包括

擔任行政及技術職務之委任、薦任、簡任官等人員或其他職務人員。 

肆、直屬主管 

本研究所指之直屬主管，係指各機關學校總務秘書單位內可以核

准採購人員三日內假單之主管。就一般行政機關而言，大多是秘書單

位之一級主管，如秘書室主任、課（組）長等；就各級公立學校而言，

則多為總務主任。 

伍、工作滿足 

本研究所稱之工作滿足，係指採購人員整體上對於其工作之感受

和評價。在測量上乃採 Smith, Kendall 與 Hulin 於一九六九年編

製，經鄭伯壎於民國六十六年修訂之工作敘述量表（Job Description 

Index；簡稱 JDI），再加上筆者依據文獻分析所得，自編而成之相關

問題合併而成的「臺北市政府採購人員工作滿足感調查問卷」，將工

作滿足分為工作本身、薪資福利、升遷、上司、工作伙伴等五個構面，

並採用 Likert 的五等量表作為衡量工作滿足感的方式，依受試者在

問卷上的得分，作為工作滿足的分數。 

陸、領導型態 

本研究依據 Blake 及 Mouton（1964）之管理方格理論（Managerial 

Grid）觀點，將領導型態分為「關心生產」（Concern for Production）

和「關心員工」（Concern for People）雙構面，並以五種代表性領導

模式：無為式管理（1,1 型）；關係導向型管理（1,9 型）；任務導向型

管理（9,1 型）；平衡式管理（5,5 型）及統合型管理（9,9 型）描述採

購人員主管之領導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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