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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討與分析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對我國國民中小學總務行

政影響之情形，進而對主管機關與學校採購人員提出改進建議。本章共區

分為下列四節：第一節為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研究問題；第三節為

研究範圍與限制；第四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學校是教育的場所，透過學校的教學，學生才能在學習中不斷的成

長，而成為健全有用的國民。是以可知，教學是學校教育的核心，而教學

要能成效，必須要有健全的師資，更必須仰賴學校行政人員的規劃及支

援，方能竟其功，成其事。就學校行政人員中，大致可分為教務、訓導、

總務、輔導、人事及會計等人員，由於這些人的各職所司，分別推動執掌

行政事務，因此校務才能正常運作，教師才能安心教學，學生才能快樂學

習。在所有處室當中，總務行政工作乃職司教學服務及後勤支援的業務，

其掌管的業務有文書處理、出納管理、財物管理、工程財務與勞務採購，

甚至校園美化綠化及規劃等工作。且總務工作還包括維持教具的完整、採

買的適時、適宜與校園環境的維護。此外學校軟硬體隨時的更新、教育建

築的原理、議價審核的會計程序、相關法令的遵守，均為總務行政工作者

所應特別注意（秦夢群，1999）。因此，總務行政是具挑戰性、繁雜性及

專業性之工作，其中尤以採購業務為最。 

    然而，長期以來學校之總務行政專業素質深受質疑，此問題在台灣九

二一地震後更加受到重視。在九二一大地震後之調查結果發現有 80%倒塌

建築物是集中在學校，此種情況剛好與國外相反。試想，若九二一地震發

生在白天，在應聲而斷裂、搗毀的校舍中，死傷人數又將會增加多少?因

此學校之總務行政在大地震後再度嚴格受到檢視，並謹慎的研擬改進之

道。雖然當時負責承造校舍的建商、建築師、校長和總務人員都未被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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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他們看見倒塌的校舍是如此慘不忍睹時，心中亦不免激起悲憫的情

緒。 

事實上，長久以來學校採購品質一直深為政府單位所重視，主要由於

過去學校偶有發生採購事故與糾紛，如某省立高中因禮堂屋頂倒塌案遭起

訴。且在 1999 年 12 月 31 日中國時報社會綜合版我們可知有台中市十校

校長因工程採購弊案被起訴、台北市有兩所國小分別有海砂屋及偷工減料

被士林地檢署偵辦中等。過去的稽察條例於 1972 年修正，迄今已有二十

餘年，各機關營繕工程及採購財物之性質與規模日趨龐雜，現行條文規定

已不敷需要，然而由於舊有的法規與制度未臻健全，肇致各機關所訂內規

之寬嚴繁簡不同，標準不一，辦理過程經常發生缺失，甚至衍生綁標、圍

標等弊端。而審計法又容易造成行政權與審計權劃分不清。舊有的採購法

令係以稽查公務員不法之行為著眼，即防弊重於興利，實施結果弊端不僅

未見消弭，反而層出不窮（唐國勝，2000）。 

為了消弭過去採購之弊端，以及因應我國在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WTO）後採購國際化的趨勢，立法院遂

在 1998年 5月 1日三讀通過「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1999年 5

月 27日採購法開始適用，睽其立法精神在於建立公開、透明、公正之政府

採購（government procurement）作業制度，以提昇競爭力。此法乃是政府

改革採購制度的重大革命，也是二十一世紀的陽光法案。政府採購法實施

以前我國政府機關辦理營繕工程購置、定製、變賣財物，均未制定作業之

基本法規，主要係以「機關營繕工程暨購置定製變賣財物稽查條例」（簡稱

稽查條例）、審計法、審計法施行細則及「行政院所屬機關營繕工程招標注

意事項」為主，再輔以個別行政機關之行政作業規章為依據，但事實上前

三項法規均以審計觀點為出發，並非協助採購，後者又沒有將招標、採購、

驗收等流程詳加說明解釋。常造成採購績效不彰或不肖採購人員以程序合

法掩護非法…等情形發生。依照過去的稽察條例第五條規定，一定金額以

上營繕工程及購置定製變賣財物案件之招標、比價、議價、決標、訂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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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收、驗交，應通知審計機關派員監驗。而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九條規定：

「機關辦理採購，審計機關得隨時稽察之。」該法施行後，審計機關稽察

方式，將由監標、監驗之事前稽察轉變為隨時稽察，這是政府採購審計制

度的一大變革。為有效防範政府採購技術規格及投標廠商資格綁標、機關

首長、承辦及監辦人員利益介入利益輸送，民意代表或特權分子請託與關

說、工程或勞務之層層轉包、廠商支付佣金、比例金、仲介費、後謝金或

其他利益等不法行為之發生，政府採購法對於「採購資訊公開化」（採購法

第二十七、六十條）、「招標方式」（採購法第十八條）「招標文件及技術規

格訂定」（採購法第二十六條）、「投標廠商資格訂定」（採購法第三十六

條）、「利益迴避」（採購法第十五條）、「請託或關說處理」（採購法第十六

條）、「禁止工程轉包」（採購法第六十五、六十六條）、「禁止佣金等利益條

件」（採購法第五十九條），均有周詳之規定，以供政府機關、各公立學校

與公營事業等辦理各項採購的依據（蘇淑華，2000）。 

政府採購法實施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與各縣市政府相繼辦理學校

採購人員的各項研習，冀能將政府採購政策執行的更加完善，不會因採購

人員對相關法規的不瞭解而觸犯法律，採購法實施以來各國民中小學還是

常有對採購程序不瞭解而有不少採購弊案的發生。詹政道、丁志仁、翁金

珠、李慶安、劉承武、秦夢群、鄭同僚（2000）在「民代拿回扣了嗎？」

座談會中指出「中小學校長曾經經歷或聽聞過民代關說與介入的約有三

成。」（p.4）翁金珠翁立委也認為，所謂民代回扣的問題，不應只限於民

代，學校本身也常常是索取回扣的共犯結構，不只是工程、採購等，有決

策權力的人都有可能拿回扣。學校總務皆為教師兼任，學校總務職位常常

更換，因職位的更換頻繁且學校又沒有總務人選的儲備，以致對政府採購

法與總務處的業務不瞭解而滋生流弊。一些學者，針對此一問題提出解決

之道。劉承武（2000）即指出應由教育局組成獨立的團隊，發揮良好的監

工、驗工制度，可以實際監督材料、質料，使校方所用的材料、質料能符

合國家安全標準，但又不會被建築師因某些規格上的限定，造成另一種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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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行為而校方並不自知，或因建商的「偷工」或「減料」的行為，因學校

的校長、總務採購人員非建築專業且建築師的不負責任造成所承建的校舍

成為危樓而不自知。探究其因，主要由於台灣中小學的總務採購人員均非

專業人員，總務主任由經甄試主任合格的教師兼任，他們在大學與教師養

成教育裡均為曾接受過有關採購設備及營繕工程的課程，在主任儲訓期

間，也未曾受過採購專業的訓練；至於事務組長則屬公務員體系，只要是

高中以上的國民，經國家高普考試通過就有資格擔任事務組長的工作，但

在班級數少的小學其事務組長是由學校教師兼任。由於上列人員並非採購

專業人員，在擔任採購業務，他們的專業知能是如何成長?而他們又如何面

對既陌生又專業的工作?此乃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之一。 

再者，在學校行政實務的領域當中，有關教務、訓導及輔導方面的論

述，可說是績效斐然，唯獨職司教學後勤支援的總務行政，坊間有關學校

營繕工程、設備採購、校園規劃及財務管理等系統化、專業化的專書論著

可謂鳳毛麟角。是以目前學校總務人員在推展總務行政業務，大多是外行

人承辦專業性、繁雜性及多元性的工作；在接任總務行政職務時，無不誠

惶誠恐如臨深淵地認真摸索學習，尤其是對採購業務的推展，更是隔行如

隔山不知所措。殊不知學校的境教─校園的規劃、校舍的興築、校園的綠

化美化，以及教學設備的充實和採購品質的良窳確實攸關教學成敗的關

鍵。居於上述種種的原因，學校總務人員應該走向專業化，專業人員應該

隨時自我進修，才能做好總務採購行政，此乃研究動機之二。 

政府採購法於 2002年 2月與 11月採購法實行細則又有大幅的修訂，

以更符合政府採購協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簡稱 GPA）

之規定。但在國民中小學學校採購人員，是否有因時代的趨勢與採購條例

的修正，不斷地更新個人對政府採購法所應擁有的認識？學校採購人員無

法落實採購法時，採購物品的品質低落、採購物品過時、不實用或不符合

教師們教學上的需求、工程採購偷工減料、天花板鋼筋外露、牆壁嚴重龜

裂、蜂窩或有海砂屋的現象，如此一來學校其他同仁應如何冀盼由政府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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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法的制定匡正學校採購行為，進而建構良好的學習與教學環境?在學校採

購案件頻傳的情況下，又有台中市十校校長、台北市兩所國小皆因工程採

購弊案被起訴檢調之事件，更加凸顯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相關研究之急迫

性與必要性，但在政府採購法對學校總務行政影響之相關研究屈指可數，

而政府採購法對國中小學校總務行政實施的研究探討更是闕如，引起研究

者對相關議題探討之興趣，此乃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之三。 

另外，研究者本身於 2002年 4月承辦桃園縣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

任採購營繕工程研習中暸解，桃園縣國民中小總務主任有 90﹪是 31~40

歲，80﹪的總務主任擔任總務主任年資還未滿三年，有些總務主任自 2002

年 2 月才剛接總務工作。大部分的總務主任皆希望縣府每年能配合採購法

的隨時修訂，於每學期定期舉辦研習以協助總務主任們能更瞭解其個人工

作，所持其理由為：1.法令時常更改；2.透過研習方式可以更瞭解有關採購

流程或相關規定；3.學校總務或事務人員更換頻繁（因為國小事務組長是

由教師兼任）；4.可以在研習中總務主任們彼此交換與印證心得，有助總務

同仁們經驗的交流與新知識、新法令的切磋；5.由研習中可提出各採購樣

態供其他學校作為借鏡。參與研習之總務主任們也希望縣府能針對學校所

需的採購案，以實務經驗的方式將各學校所需的各項採購招標作業、流程

及最新的法令加以說明分析，以利學校採購上的需求。總務主任是學校的

後勤部隊，支援學校的教學、設備與校園環境與安全的維護等，其責任之

重大與工作之繁多不在話下。政府採購法實施三讀通過後，許多資深的總

務主任紛紛提前退休，在教師專業訓練中又沒有總務相關的課程與訓練，

如此使得總務工作是大家避之惟恐不及的處室。所以總務工作往往變成新

任主任之訓練處室。如此繁重的工作與壓力要由一位新進的主任接手，尤

其國小事務組長由教師兼任，如果總務處中有二、三位是新手在學期初又

要辦理採購與招標業務時，其可能發生的問題與困擾足以抹煞一群有教育

熱忱的行政新手。政府採購法實施以來，雖然讓總務行政有採購上的依據，

但總務主任皆為教師兼任。他們平常不但要上課、準備教材，為了因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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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貫課程政策之施行還必須不斷進修、研習，在課餘之暇仍不得閒，必

須為學校總務事務而勞心，其工作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再者，政府法令翻

修造成的不確定性是否對於學校總務行政帶來更大的無形壓力，而使學校

總務人員留任的情形不多，又應如何改善此一窘境，亦為本研究探究之焦

點，此乃本研究之研究動機之四。 

基於上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擬以北區各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為研究

範圍，瞭解學校目前執行政府採購法的現況，分析影響國民中小學施行政

府採購法的相關影響因素，進而針對執行缺失提出改善之道，以供今後學

校採購人員之參考。本研究之目的有以下五項： 

一、探討政府採購法實施後，臺灣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與採購實施的

現況。 

二、探討影響國民中小學施行政府採購法的相關影響因素。 

三、探討不同背景變項（縣市、職稱、學歷、年資等）對「影響國民

中小學執行採購因素」的看法上之差異情形。 

四、探討目前臺灣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執行政府採購法的缺失及改善

之道。 

五、根據研究結果，提出相關建議，以供學校採購人員之參考。 

第二節 研究問題 

依本研究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探討的問題包括以下四項： 

一、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北區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實施採購的現況（包

括採購人員專業知能、採購效率、採購公平性、採購人員的壓力）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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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影響國民中小學施行政府採購法的相關影響

因素為何？ 

三、政府採購法實施後，不同背景變項（縣市、職稱、學歷、年資等）

在「影響國民中小學執行採購因素」的看法上有無顯著差異？ 

四、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北區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實施採購的過程中，

產生哪些問題？如何因應與解決？ 

 

第三節 名詞釋義 

壹、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制定目的在於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

序行之，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適用範圍及機關為凡政

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辦理工程定作、 財物買受、定製、承租及勞

務之委任或僱傭等均為適用範圍（變賣及出租「國有財產法」等已有相關

規範）。另法人團體接受機關補助其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且在公告金額以上

者，仍應適用（採購法第三、四條）。本研究係以九十一年二月六日頒布的

政府採購法，採購法實行細則是依據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所頒訂的為

本研究編寫之依據。 

貳、國民中小學 

    本研究所稱之「國民中小學」係指台北縣、台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與新竹市的公立國民中小學，但不包括完全中學之國中部。因為政府採購

法主要適用機關為：1.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全部；2.補助予法人

團體總額達該採購總額二分之一及通告金額以上。但各私立學校接受政府

補助的金額不定，故不列入研究範圍內。現今的完全中學行政組織與教職

 7



 
 
政府採購法對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影響之研究 

員工編制多屬單軌制，大多為高中行政組織來支援國中部，故完全中學國

中部之兼任總務行政人員未列入本研究之研究範圍內。 

參、政府採購 

係指政府機關以預算撥款換取民間提供物品或勞務、服務而言，亦即

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開始於政府機關認定有採購之需要而終止於採購契約

履行完畢，政府機關依法定程序辦理結案止（高育麟，1997）。 

肆、採購人員  

即各校在執行政府預算時，辦理各項工程之訂定，財務之購置、定製，

勞務服務之採購，經由法定程序，辦理規劃需求之計畫、要件之製作、招

標、審標、決標、簽約，與契約履行與管理的人員。此研究所指的採購人

員係指學校校長、會計、總務主任與事務組長。 

伍、採購法實施前後 

採購法在 1999年 5月 27日起適用。本研究是指採購人員在 1999年 8

月 1 日起接任學校校長、會計、總務主任與事務組長者，此屬採購法實施

後。而採購法實施前則係指 1999年 8月 1日前即接任總務或事務組長者，

現在可能仍擔任此職務者。 

陸、總務行政 

  總務行政主要在負責全校教學軟硬體之後勤支援，總務處中設有事務

組、出納組與文書組，而總務行政業務及包括此三組的各項業務。但本研

究主要在探討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國民中小學辦理學校採購業務之相關行政

業務：如採購、發包、監造、驗收等採購流程，其成員包括校長、會計、

總務主任與事務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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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本研究是以臺北市、臺北縣、桃園縣、新竹縣市的國民中小學總務行

政相關參與人員為研究範圍，研究對象為校長、會計、總務主任與事務組

長。因為這些人在學校採購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校長在採購法上屬

機關首長，學校任何一項採購均須校長的同意，且在開標、驗收時校長皆

為主持人與主驗人；會計為學校的監辦單位，監視與審核機關辦理開標、

比價、議價、決標及驗收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規定之程序；總務處是各學

校的採購單位，總務處是由總務主任負責領導指揮其他相關的總務人員，

事務組長為各項採購的主要承辦人員。故本研究擬以北區各國民中小學總

務行政為研究範圍，以瞭解學校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學校採購人員即校長、

會計、總務主任與事務組長的專業知識追求、採購效率、採購的公平性與

採購人員的壓力是否因政府採購法的實施而有所改變。 

 

貳、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方法而言 

    本研究在問卷調查法的使用上，會產生三大問題： 

（一）學校總務行政體系差異性過大之問題：基本上，國中總務行政

體系比國小完整。主要由於班級數較少的國小其事務組長與會計人員大多

為教師兼任，班級數多的國小才有專任的會計人員，有些學校的會計人員

還是多校共用一位會計人員，所以許多偏遠小學採購的會計制度與會計流

程較不健全。且各校的總務人員的差異性很大，有些總務工作人員年資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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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但其所辦的採購業務不大，許多採購經驗不足。或者雖其年資雖淺但

各項採購的經驗非常豐富，這些因素皆會造成抽樣上的限制。 

（二）母群體性質上的限制：每個學校的總務主任與事務組長皆只有

一位，其母群體本身的數量即相當有限，造成抽樣上的困難。 

（三）樣本之背景過於複雜，難以掌控:各校總務主任的年資、學校規

模、經費與學校的所在因素皆存在差異。以桃園縣總務主任年資為例：有

些總務主任任職已十幾年，但有的總務主任任職未滿一學期，故樣本的差

異性非常大。要以一份問卷來涵蓋所有的因素，其周延性受到相當大的限

制。 

    二、就研究期間的限制 

    政府採購法自 1999年 5月 27日起適用，許多學校在這三年中替換了

三、四位總務主任與二、三位的事務組長，而且政府採購法常常會因應時

代與各方的需求不同而更改法令與相關規定，尤其在 2002年 2月進行一項

大修訂。以致許多新任的總務主任與事務組長難以對政府採購法提出具體

有效的意見與建議。再者，要求各總務主任與事務組長提出比較政府採購

法前後，個人專業知識追求、學校採購效率、採購的公平性與採購人員的

壓力等方面之差異，其困難度相當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