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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探討「政府採購法對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影響之

研究」，並進而分析採購人員的個人背景變項、環境變項與政府採購法實

施後對其影響情形之分析與討論。本章旨在依據問卷調查統計分析的結

果，歸納出研究發現作成結論並提出建議，以提供主管機關、教育行政單

位及未來研究者之參考。 

 

第一節  結論 

依據第四章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討論，本節將研究之主要發現，歸納成

下列結論。 

 

壹、就專業知能方面 

一、男性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的要求程度顯著高於女性採購人員。 

1.不同性別之採購人員對於「專業知能」的要求程度達統計顯著水準

（t=2.958，p<.01），這表示不同性別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於「專業知能」

的要求也有所不同。 

2.「專業知能」層面，男性採購人員對於「專業知能」的要求程度比

女性採購人員高，也即男性採購人員大體上對學校採購人員在專業知能的

肯定程度較女性採購人員高。 

 

二、準備退休期（51歲以上）之採購人員在「專業知能」的要求程度

顯著高於資深期（41-50歲）之採購人員。 

（一）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其在「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上達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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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也有所不

同。 

（二）準備退休期（51歲以上）與資深期（41-50歲）兩組間之看法

達統計顯著水準（I-J=1.01，p<.05），即準備退休期之採購人員其對「專業

知能」之要求程度顯著高於資深期之採購人員。此與鍾永昌(2002)在「台

東縣學校採購人員業務認知與工作壓力之研究」中發現年齡在「51-65歲」

的採購人員對「招標」、「決標」、「履約管理」、「爭議處理」及「整體業務

認知」等業務層面的認知程度有顯著高於其他採購人員的研究結果相同。

研究者認為由於此年齡層之採購人員的經驗與閱歷較為豐富，故使其在

「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顯著高於其他年齡層之採購人員。 

 

三、「總務主任」在「專業知能」的要求程度顯著高於「會計主任」。 

（一）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其在「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上達統計

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也有所不

同。 

    （二）不同職務之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由高而低

為「總務主任」、「校長」、「事務組長」 及「會計主任」。其中「總務主任」

對「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程度顯著高於「會計主任」（I-J=1.24，p<.05）。 

    （三）「總務主任」在「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上顯著高於「會計主

任」，主要是因為政府採購法在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

中第四條規定：「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應實地監視或書面審核機關辦

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程序。在會同監辦，

不包括涉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標條件及驗收方法

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項之審查。但監辦人員發現該等事項有違反法令情

形者，仍得提出意見。」主會計監辦單位只需審查機關辦理開標、比價、

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程序。對於法條的使用是否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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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與決標方式的選擇是否合宜也只是提出意見。造成「總務主任」對「專

業知能」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會計主任」。 

 

四、於民國88年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採購人員對「專業知

能」的要求程度顯著高於民國88年8月1日前沒有擔任總務工作職務

者。 

就「專業知能」層面，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採

購人員對於「專業知能」與的要求程度比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沒有擔任總

務工作職務者的採購人員高。其民國88年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

可能以嫻熟「稽查條例」之採購業務。當採購法實施後，其採購人員常會

將「政府採購法」與「稽查條例」做差異之比較。此是否是造成民國88年

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採購人員對於「專業知能」與的要求程度

比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沒有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採購人員高的原因。 

 

五、服務於城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的要求程度顯著高於

服務於偏遠地區之學校採購人員。 

    （一）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達

統計顯著水準（F=5.541，p<.01），也即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

「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有顯著差異。 

    （二）以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服務於城市（省轄市、

縣轄市）之學校採購人員與服務於偏遠地區之學校採購人員兩者之要求程

度達統計顯著水準（I-J=1.16，p<.05），也即服務於城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

「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明顯高於偏遠地區之學校採購人員。研究者認

為，服務於城市（省轄市、縣轄市）之學校採購人員由於交通方便，因而

也方便至各採購研習之場所。故對「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高於服務於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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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區之學校採購人員。 

 

六、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的要求程度顯著高於其他

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 

1.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達統計顯著

水準（F=31.031，p<.001），也即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

之要求程度有顯著差異。 

    2.以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新竹市學校採購人員與其

他縣市（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學校採購人員之要求程度皆

達統計顯著水準（I-J=1.16，p<.001；I-J=5.27，p<.001；I-J=5.03，p<.001；

I-J=5.31，p<.001），即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學校採購人員之專業知能

顯著高於其他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 

    就「專業知能」之看法來說，本研究發現「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與

性別、年齡、職務和民國88年8月1日前是否擔任總務工作職務不同而有顯

著的差異。本研究發現退休期之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之符合程度高

於資深期之採購人員。此與鍾永昌（2002）在「台東縣學校採購人員業務

認知與工作壓力之研究」中發現年齡在「51-65歲」的採購人員對「招標」、

「決標」、「履約管理」、「爭議處理」及「整體業務認知」等業務層面的認

知程度有顯著高於其他採購人員的研究結果相同。張定富（2002） 在「政

府採購法施行後國立大學校院採購人員業務認知與工作壓力之研究」中卻

發現年齡36-50歲、職務官等薦任、承辦採購年資2年以上的採購人員對業

務認知的瞭解程度較高。本研究又發現各縣市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之

要求程度有顯著的差異。但是現階段對政府採購法的研究並無對縣市採購

人員對「專業知能」之要求程度差異之研究。以政府採購法第十一條「主

管機關應設立採購資訊中心，統一蒐集共通性商情及同等品分類之資訊，

並建立工程材料、設備之價格資料庫，以供各機關採購預算編列及底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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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參考。除應保密採購之部分外，應無償提供廠商。主管機關得設採購

人員訓練所，統一培訓專業採購人員。」全國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

之要求程度應該為一致性，如此才能使全國採購人員所採購的採購品質、

採購效率與採購公平達一致性。 

 

貳、就採購效率方面 

一、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採購人員認為政府採

購法的「採購效率」顯著高於民國88年8月1日前沒有擔任總務工作職

務者的採購人員的看法。 

於民國88年8月1日前是否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二組採購人員對「採購

效率」（t=3.654，p<.001）的看法上皆達統計顯著水準，這表示「在民國88

年8月1日前就已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與「民國88年8月1日前未曾擔任總

務工作職務者」對「採購效率」的看法不同。 

 

二、學校規模為「27-35班」之採購人員認為政府採購法的「採購效

率」顯著高於「54-62班」之採購人員的看法。 

（一）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其在「採購效率」之看法上達統計顯

著水準（F=4.930，p<.001），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

之看法有明顯差異。 

（二）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學校規模為「27-35班」

之採購人員其「採購效率」看法高於「54-62班」之採購人員（I-J=2.55，

p<.05），也高於「63班（含）以上」之採購人員（I-J=2.07，p<.05）。另外，

學校規模為「45-53班」之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之看法高於「54-62

班」之採購人員（t=2.43，p<.05）。學校規模為「27-35班」其人員配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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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規模「54-62班」與「63班（含）以上」差異不大，但其因學生數較少，

而學校除採購以外的業務量少，造成學校規模為「27-35班」之採購人員其

「採購效率」看法高於「54-62班」之採購人員，也高於「63班（含）以上」

之採購人員。 

 

三、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認為政府採購法的「採購效率」顯著高於

其他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的看法。 

1.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之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

（F=80.211，p<.001），也即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之

看法有顯著差異。 

2.以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臺北縣之學校採購人員

其對「採購效率」的看法高於臺北市。（I-J=1.5，p<.01）。桃園縣之學校採

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的看法高於臺北縣。（I-J=1.68，p<.001）。桃園縣

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的看法高於臺北市。（I-J=3.17，p<.001）。.

桃園縣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的看法高於新竹縣。（I-J=2.4，

p<.001）。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的看法高於臺北縣。

（I-J=7.87，p<.001）。 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的看法高

於臺北市。（I-J=9.36，p<.001）。 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

的看法高於桃園縣。（I-J=6.19，p<.001）。 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

購效率」的看法高於新竹縣。（I-J=8.59，p<.001）。 

    就「採購效率」之看法來說，本研究發現不同性別、年資、最高學歷

與職位的採購人員之間並無差異。這與廖炳雄（2001）在「政府採購法實

施對採購人員運作影響之研究」的研究結果是相符。而在縣市別上則發現

有相當的明顯差異，研究者認為因為縣市間因為對「專業知能」之看法有

明顯差異後造成其對「採購效率」的看法產生更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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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就採購公平性方面 

一、男性採購人員認為政府採購法的「採購公平性」顯著高於女性採

購人員的看法。 

     （一）不同性別之採購人員對於「採購公平性」的看法達統計顯著

水準（t=2932，p<.01），這表示不同性別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於「採購

公平性」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在「採購公平性」層面，男性採購人員之符

合程度亦高於女性，顯示男性採購人員傾向認為政府採購法可加強學校採

購之安全性與合理性，而女性探購人員之態度則較保守。 

 

二、「總務主任」認為政府採購法的「採購公平性」顯著高於「會計

主任」的看法。 

    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公平性」之看法上達統計顯著水準，

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也不同（F=3.618，

p<.05），經事後比較發現，「總務主任」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程度顯著

高於「會計主任」（I-J=1.09，p<.05）。研究者認為由於廠商資格、規格等

不屬於主會計監辦單位的監辦內容故對於「採購公平性」之看法程度方面

「總務主任」也顯著高於「會計主任」。  

 

三、「師大、師院或教育學院」畢業者之採購人員其認為政府採購法

的「採購公平性」顯著高於「研究所（含）以上」畢業者之採購人員

的看法，同時也高於「一般大專院校」畢業者。 

不同學歷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公平性」之看法上達統計顯著水準

（F=5.746，p<.001），顯示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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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顯差異，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師大、師院或教育學

院」畢業者其符合程度高於「研究所（含）以上」畢業者（I-J=1.45），同

時也高於「一般大專院校」畢業者（I-J=1.37，p<.01）。 

     

四、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採購人員認為政府採

購法的「採購公平性」顯著高於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沒有擔任總務工

作職務者的採購人員的看法。 

    民國88年8月1日前是否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二組採購人員對於「採購

公平性」（t=3.246，p<.01）的看法上皆達統計顯著水準，這表示「在民國

88年8月1日前就已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與「民國88年8月1日前未曾擔任

總務工作職務者」對「採購公平性」的看法不同。即以「採購公平性」層

面來看，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採購人員對於「採購

公平性」的看法比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沒有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採購人

員高。 

 

五、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認為學校的「採購公平性」顯著高於其他

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的看法。 

 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

（F=52.777，p<.001），也即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性」

之看法有顯著差異。以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桃園縣之

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性」的看法高於臺北縣。（I-J=1.97，p<.001）。

桃園縣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性」的看法高於臺北市。（I-J=1.88，

p<.001）。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性」的看法高於臺北縣。

（I-J=6.07，p<.001）。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性」的看法

高於臺北市。（I-J=5.93，p<.001）。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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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看法高於桃園縣。（I-J=4.04，p<.001）。 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

對「採購公平性」的看法高於新竹縣。（I-J=5.01，p<.001）。 

就「採購公平性」之看法，本研究發現男性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

的看法高於女性採購人員，這與Sweeney和McFarlin（1997）的研究結果發

現男性較女性重視分配公平與結果的相關是相同的。在職務上發現「總務

主任」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會計主任」，研究者認為

與「專業知能」與「採購效率」之看法等影響採購的因素相同，是由於會

計監辦單位只需審查機關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

法規定之程序。對於廠商是否簽約履約、採購申訴異議等事項皆為採購單

位的職責，是造成「總務主任」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會

計主任」的主畏原因。「師大、師院或教育學院」畢業者其對「採購公平

性」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研究所（含）以上」畢業者，同時也高於「一

般大專院校」畢業者。研究者認為因為「校長」與「總務主任」皆為教師

身其大多為「師大、師院或教育學院」而會計人員屬公職的行政人員其大

多為「一般大專院校」畢業，因此造成「師大、師院或教育學院」畢業者

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研究所（含）以上」畢業者，同

時也高於「一般大專院校」畢業者。 

 

肆、就採購人員壓力方面 

      一、投入期與紮根期(31-41歲)之採購人員其認為政府採購法實施後

「採購人員壓力」顯著高於資深期（41-50歲）之採購人員。 

    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

（F=2.980，p<.05），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

也不同。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處於「投入期與紮根期」之

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資深期」（I-J=.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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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二、「總務主任」認為政府採購法實施後「採購人員壓力」顯著高於

「校長」、「會計主任」與「事務組長」。 

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上達統計顯著

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明顯不同

（F=10.351，p<.001），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 「總務主任」

對「採購人員壓力」之符合程度高於「校長」（I-J=.95，p<.05）。 「總務

主任」對「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會計主任」（I-J=1.56，

p<.001）。 「事務組長」對「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會計主

任」（I-J=1.35，p<.01）。研究者認為政府採購法的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

會同監辦採購辦法中第四條規定：「監辦人員會同監辦採購，應實地監視

或書面審核機關辦理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

程序。但監辦人員採書面審核監辦，應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前

項會同監辦，不包括涉及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標條

件及驗收方法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項之審查。但監辦人員發現該等事項

有違反法令情形者，仍得提出意見。」主會計監辦單位只需審查機關辦理

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本法規定之程序。對於法條的使

用是否得當，招標與決標方式的選擇是否合宜只是提出意見。因而造成「總

務主任」與「事務組長」在辦理採購時必須兼顧開標、比價、議價、決標

及驗收是否符合採購法、採購施行細則與其相關子法之規定，造成極大的

採購壓力。在來對於廠商資格、規格、商業條款、底價訂定、決標條件及

驗收方法等採購之實質或技術事項。廠商是否圍標、綁標、履約與否皆造

成採購執行者的壓力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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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北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認為政府採購法實施後「採購人員壓力」

顯著高於臺北縣之學校採購人員的看法。 

     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達統計顯著

水準（F=3.972，p<.01），也即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人員壓

力」之看法有顯著差異。以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僅臺

北市與臺北縣之學校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的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

（I-J=1.27，p<.01），也即臺北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人員壓力」的

看法高於臺北縣。 

 

    本研究發現「投入期與紮根期（31-40歲）」之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人

員壓力」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資深期（41-50歲）」。這與鍾永昌(2002)在

「台東縣學校採購人員業務認知與工作壓力之研究」中發現「試探期（30

歲以下）」的採購人員，其在「整體工作壓力」層面顯著高於「31-50歲」

的採購人員有所差異。 

    葉龍源（1998）的研究結果發現，學校規模不同的國小主任在整體工

作壓力上，無顯著差異。與本研究結果中發現不同學校規模的採購人員在

「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沒有顯著的差異相符。但在縣市別上，本研究發

現臺北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人員壓力」的看法高於臺北縣。由於

臺北市為首都，且其生活步調快速。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1世紀不動產台灣區

近日公布的調查顯示，在全省18個縣市中，臺北市壓力指數達4.92，名列榜首。

此應是造成臺北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人員壓力」的看法高於臺北

縣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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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依據上述的結論，分成四個層面提出建議，以供主管機關、上

級機關、學校採購人員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壹、對主管機關建議 

     主管機關在政府採購法第九條有明文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為

行政院採購暨公共工程委員會，….」第十條更說明主有關政府採購事項「主

管機關掌理下列有關政府採購事項： 一、政府採購政策與制度之研訂及

政令之宣導。二、政府採購法令之研訂、修正及解釋。 三、標準採購契

約之檢討及審定。 四、政府採購資訊之蒐集、公告及統計。 五、政府採

購專業人員之訓練。 六、各機關採購之協調、督導及考核。 七、中央各

機關採購申訴之處理。 八、其他關於政府採購之事項。」故本研究對主

管機關提出下列五項建議，以作為法令修訂及專業人員訓練方面之參考。 

 

一、為避免採購作業由非相關專業人員進行，學校應增加專業採購人

員的員額編制。 

    在本次研究，研究者發現許多學校的採購人員編制不足，如偏遠小學

不但沒有事務組長的編制，有些學校則由幹事兼任。國小的事務組長並非

由專職的行政人員擔任，而是由教師兼任。在會計人員方面，許多偏遠的

小學會計人員是由幹事或是護士兼任。政府為了提昇學校機關採購的品

質，強化採購人員的專業素養。在採購法第九十五條更是明文規訂「機關

辦理採購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前項採購專業人員之資格、考試、訓練、

發證及管理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定之。」學校人員編制不足，

反造成一些採購疏失，其實學校單位也是萬般無奈。故政府機關應特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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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學校採購人員的配置，以免造成學校由非採購專業人員進行採購業務而

產生知法而不得不犯法的窘境產生。 

 

二、為避免縣市採購人員「專業知能」的差異，主管機關應統一培訓

採購專業人員。 

    本研究發現縣市採購人員的「專業知能」、「採購效率」、「採購公平性」

與「採購人員壓力」皆有顯著的差異。尤其是「專業知能」、「採購效率」

與「採購公平性」新竹市更是顯著的高過其他縣市。在政府採購法第十一

條「主管機關應設立採購資訊中心，統一蒐集共通性商情及同等品分類之

資訊，並建立工程材料、設備之價格資料庫，以供各機關採購預算編列及

底價訂定之參考。除應保密之部分外，應無償提供廠商。主管機關得設採

購人員訓練所，統一培訓專業採購人員。」此條文只是要求全國各採購人

員的專業知能能經過統一培訓後能讓採購人的專業知能能夠統一化後，更

能達到採購效率與採購公平性的一致性。由於各縣市政府對學校採購的重

視與否以及是否有延續一致性的鼓勵採購人員參與主管機關所辦理的採

購研習或各縣市自行辦理研習，因而造成各縣市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

「採購效率」、「採購公平性」的看法均有顯著的差異。這是主管機關所因

重視的問題之一。 

 

三、為降低看法上的差異，應深入瞭解學校採購人員的實際需求並滿

足之。 

本研究在問卷開放性問答題中對「法令」與「實務」需求之研習中，

有 39﹪的填答者認為「實務」研習為其需求。有 7﹪的填答者認為「法令」

的研習非常重要，而有 54﹪的填答者希望主管機關能辦理「法令」與「實

務」相互搭配的採購研習。故主管機關在規劃辦理採購研習時應依採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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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的需求與不同機關辦理不同教育訓練的採購研習。如學校採購不外乎在

工程採購方面有：校舍整修、門窗更新、廁所整修…等。在財物方面：則

包括教學設備、畢業紀念冊、學生午餐便當、學生制服、圖書設備、教科

書採購、視聽設備與文具紙張..等。在勞務方面有：委辦專業研究設計、

委託設計規劃（如新設校之校園整體規劃）、委託資訊服務、學生營養午

餐委外辦理與校外參觀教學..等。若讓學校採購人員再參加重大交通工程

採購之採購研習，不免讓參加研習的採購人員感到困擾，也讓他人覺得有

浪費公帑與採購人員時間之嫌。為了提高學校採購人員的效率與達成採購

人員的採購目標，主管機關應為學校採購人員辦理專門的學校「法令」、「實

務」、「法令」與「實務」相結合之採購研習。 

 

四、在配套措施方面，應提高學校採購人員的薪酬或減少其授課時數。 

依「國民中學兼職教師每週任課時數表」中規定 17班（含）以下的主

任要上 8至 10節課，組長要上 12至 14節課。27至 35班的主任也要上 4

至 6節課。如此重的課務如何讓學校採購人員專心於採購業務上，且採購

專業人員培訓制度又無落實於國中小，尤其是國小的課務更重，事務組長

又為教師兼任，且如要參加採購研習其課務要自理。不但沒有鼓勵採購人

員接受訓練，且一旦接受此職務不但薪酬沒增加反而責任背不完。如此吃

力不討好的工作，往往使優秀的採購專業人才怯步。研究者認為相關的主

管與上級單位應早日落實提高採購人員薪酬或減少採購人員的授課時

數，才能鼓勵優秀的採購人員留任。 

 

 

 

 

五、教育行政單位應將政府採購法相關課程納入大學教育行政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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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教師養成之相關課程中。 

    政府採購法並非學校採購人員瞭解即可，需求單位與實用單位也有明

瞭之必要性。採購法實施細則第五十三條明文規定：「機關訂定底價，應

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

位進行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在臺北市的總務主任與事務組

長有三年級二年的服務任期限制。如果可將政府採購法納入教育行政課程

或教師養成教育之課程，不但可以儲備學校採購人員，也可以讓想從事學

校行政者皆能具備相關的採購專業知能。否則在臺北市當總務主任或事務

組長第一年因對法令與業務之不熟稔而擔心害怕，第二年對業務熟悉時又

要面臨職務異動。各縣市政府雖有舉辦採購研習，但因採購法一再修法，

且研習大多沒有一慣性且重覆性高。對於年資較久的採購採購人員會覺得

非常繁瑣無趣，但對新就任的採購人員又有其必要性。且研習中的講師對

各項法令的解讀不同，常使得學校採購人員有無所適從之感。學校總務工

作是學校同仁最不願擔任的職務，如能將政府採購法納入大學教育行政課

程或教師養成課程中，不但可讓所有教師或其他處室的人員均能瞭解政府

採購法，也能減少採購人員的流動。 

 

貳、對上級機關建議 

   本研究對上級機關提出下列三項建議，冀望對爾後各項承辦採購時能

有所幫助。 

 

一、建立聯合發包中心 

    上級機關可針對各校統一性質的採購如文具紙張、電腦或影印耗材、

各項教學設備、掃地用具、戶外參觀教學與校警等。接可以共同供應契約

的方式，辦理聯合發包作業。如此一來學校便可針對各校的需求自行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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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以避免學校採購人員人力與物力上的浪費。 

 

二、建構良好的資訊網站 

     上級機關可將學校常發生的、或審計室與督察室所提出的採購弊案

或採購錯誤態樣放置於網路上，讓其他學校的採購人員作為參考以免重蹈

覆轍犯同樣的錯誤。上級機關也可以將各校良好的招標文件與合約書等文

件，放置於網站上，如此一來學校再辦理各項採購時才有良好的依據與脈

絡可循。以免每此招標皆要重新思考或可能因個人的思考不周延而誤觸法

令而不知的情形發生，如此也可減少人力與資源上的浪費。 

 

三、建立縣內專業採購人員的網絡 

   上級機關應將縣內各校之專業採購人才編列成冊，建構縣內的採購小

組。負責研擬符合各校所需的各項招標文件與契約範本。並負責培訓各校

新任採購人員。如此不但能滿足各校採購所需，也可配合各校採購人員所

需，辦理各項法令與實務之研習，更可以依照個人之專長解決各校採購時

所面臨的招標問題。 

 

參、對學校採購人員之建議 

本研究對學校採購人員提出下列三點建議，希望能對採購人員在執行

採購業務時有幫助。 

 

一、應積極參與各類研習活動以增進個人之專業執行能力。 

    面對多元的採購環境，為了減少個人不必要的糾紛與困擾，採購人員

除對本研究文獻探討中所提出的弊案或弊端有前車之鑑外，更必須加強個

人執行採購專業行為的能力。在資訊科技時代，採購人員也應時時上網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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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尋最新的採購資料，或積極的參與各類的採購專業訓練或研習，以增加個

人的採購工作能力，培養正確的採購觀念，提昇採購專業素養。 

 

二、應暢通採購諮詢網絡以增進彼此意見交流。 

採購人員間應相互建立聯絡網，如此不但可以相互溝通互相協助，解

決相互間執行採購上所發現或發生的問題，也可以相互提供彼此所需要如

招標文件或合約書…等相關資料，或告訴其他採購人員辦理各項採購作業

時應注意哪些問題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如廠商的申訴異議、流標或廢

標等）。如此不但可以增加採購效率，也可以促進採購業務上的執行。 

 

三、應瞭解各種壓力調適的策略以調適個人在採購業務執行時的沉重

壓力。 

     現代人的壓力指數愈來愈高，當壓力太高時不但會影響到個人的日

常生活，也可能造成疾病。採購人員在面對壓力來臨時應有適當的壓力管

理，以免過大的壓力影響了個人採購業務的執行。尤其是在面對廠商的申

訴異議、開標與驗收時，採購人員皆必須處於最佳狀況，一但因個人的身

體狀況不適或心情不佳，極可能會處理不當而造成往後更大的困擾。故採

購人員應找出適當的壓力管理模式，將自己時時刻刻處於最佳狀態。 

 

肆、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研究過程、資料處理、分析、研究結果與討論等，提出

以下三點建議，以作為未來研究之參考： 

 

 

一、研究對象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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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對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影響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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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均屬於國民義務教育，但在教師職員員額配

配置上仍有相當的差異。而縣市機關對事務組長的配置也有所差別，臺北

市國小的事務組長已經由公務人員擔任，但是其他縣市國小的事務組長還

是由教師兼任。因為員額配置的不同是否會造成研究結果的差異，這是往

後做研究者應考慮的因素。 

 

二、研究方法方面 

    本研究僅以問卷調查法進行分析與調查。但影響學校採購作業的因素

相當複雜。未來若能配合質性研究進行深度的訪談與分析，應更能深入瞭

解影響學校採購作業的因素。 

 

三、研究內容方面 

影響採購的因素不僅有專業知能、採購效率、採購公平性與採購人員

的壓力。研究者發現有些採購新手甚至連製作招標文件與選擇採購與決標

方式皆產生困擾。未來研究可將這些影響因素細分並做為研究的重點之

一，以利於學校採購人員瞭解影響採購的細項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