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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是學習的場所，校園環境必須達到安全、方便與美觀，本章主要

對政府採購法實施後的重要概念進行敘述，並進一步分析可能影響其結果

的相關因素。第一節的部分著重於介紹政府採購法的相關理論與研究，並

加以分析整理；第二節介紹幾個主要先進國家實施政府採購的概況；最後

再針對我國政府採購法執行的現況做深入的瞭解。 

第一節 政府採購法沿革與內涵 

政府採購法的訂定，主要是為了建立政府採購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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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2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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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政府採購法即指政府機關、各公立學校、公營事業等辦理各項採

購，如工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傭等，所

應遵循的法令依據。 

壹、政府採購法的沿革 

二十世紀末，世界經濟高度成長，各國經濟預算不斷增加，赤字也持

續上升，即是源於 Osborne 和 Gaebler在 1996進行徹底的揭示四大原則作

為政府再造行動方向簡化程序追求成果（empowering employee to get 

results）；樽節成本，提高效能（cutting back to basics），其中白宮與國會達

成默契，將於十年內完成採購法的修訂，讓聯邦官員能夠以最好的價格，

更迅速且容易地進行採購（江岷欽、劉坤億，1999）。在這企業型政府的運

動下，要求政府更能反映民意以提昇績效，因此盡可能充分授權政府機關

方便施政，相對的執政人員更需負擔更重之責任（徐仁輝，1998）。企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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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決策不受傳統窠臼所束縛，如此更能夠讓主管與員工們善加利用創

造力與想像力來解決問題，同時並有承受風險和責任之擔當，泯除推諉塞

責和得過且過的行事心態，此種型態的政府機制比傳統之官僚體制更加注

重市場導向和經濟績效之評估（林水波，1999）。我國採購法之實施，正符

合這股企業型管理的風潮，政府採購法的成立就是政府希望能藉此提昇公

家機關的採購績效，充分達到簡化程序、民眾優先、授權員工、樽節成本、

提高效能之精神。 

歐美主要國家在 1979 年有鑒於要將政府採購納入國際協定予以規範

之需，於是利用關稅暨貿易協定於東京會合談判之機會制定了政府採購協

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簡稱 GPA），其性質屬非強制性之

協定，而是由各締約國達成協議並簽署後，相互開放經談判議定之部分政

府採購市場。美國、加拿大、歐體及其會員國、北歐三國、瑞士、奧地利

及亞洲之日本、香港、新加坡、以色列，均簽署此一協定。 

而 1994 年各國又利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於烏拉圭會談之機會，制定

一套包括中央、地方及事業機關，涵蓋工程、產品及服務在內之政府採購

協定，並歸類為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轉行為世界貿易組織後之複邊貿易協定

（Plurilateral Trade Agreement）（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996）。我國在

1996年 1月 1日決定協商簽署政府採購協定。為了協商簽署採購協定，我

國已於 1995年 3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開放政府採購市場之承諾清

單，列明我國適用本協定之中央機關清單及門檻金額。經建會與公共工程

委員會於 1996年 6月 6日會銜報行政院。行政院會並於 1996年 12月 20

日函請立法院通過「政府採購法草案」，針對各機關之工程、勞務與財務採

購，建立一套基本規範。於 1998 年 5 月 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於

1998年 5月 27日公布，並自公布後一年（1999年 5月 27日）施行。 

我國在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其會員國皆認為我國各政府

機關的採購金額相當龐大，但作業程序卻不公開透明化且不合國際貿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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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上有不平等之待遇，因此堅持我國必須簽署政府採購協定作為我國入會

的條件之一。再者我國政府鑒於我國過去的採購制度以「稽察條例」、「審

計法」與「審計法施行細則」為主，尤其是「稽察條例」施行至今將近有

五十年，亦已無法滿足時代的需求（黃鈺華，2000）。基於上述幾個理由，

政府有必要制定一套能夠因應時代的變遷，且符合國際及社會需求之基本

法律，以營造一個公開、透明、公平競爭、有效率、符合國際需求且分層

負責兼具興利防弊之政府採購制度（李建中，1997）。 

貳、政府採購法的目的 

  政府採購法亦被稱為「二十一世紀的陽光法案」，其原因為政府採購法

一方面要求公務人員依法行政，對公務員不法、不忠之行為加以稽查，申

訴審議判斷視為訴願之決定，故具有公法及行政法之性質。其一方面規定

其採購作業之程序，另一方面也將招標之結果與廠商訂定契約，明定履約

管理。此外罰責之規範與上限也有明文之規定（唐國盛，2000）。故政府採

購法制訂的主要目的除了建立政府採購基本制度外，還有因應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簽署政府採購協定之需要與配合審計法令及審計機關角色改變之

需求。 

以往採購只注重採購人員的道德觀，即採購人員只要不貪不取，遵守

採購稽核條例即可，對於其他的專業知識與能力的要求不高。而現今的採

購法不但要求採購人員必須對相關法規條文有專業的認知，更要求採購人

員要能掌握最新與最正確的採購最新資訊，因為採購法經常會因時代的變

遷與其適度性而作修正，並未達到公開、透明的原則，要求採購人員要將

採購資訊公開上網，更為了方便廠商領標、投標勞碌奔波的麻煩，要求各

採購單位提供電子領標、投標的作業方式。 

  政府採購法實施前，採購人員對於問題的處理往往推諉卸責，採購法

實施後，將採購異議及申訴，異議之限制與期限、申訴不合法之處理、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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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之審議即規則、申訴之審議及規則、申訴之撤回、審議判斷、暫停採購

程序等均明文條列於法規上。這使得採購人員在執行採購時不僅要遵守採

購人員倫理準則、高標之品德，還要以更積極負責態度，適時適度地處理

任何採購上的問題與申訴案件。 

Gordon 在 1996 之研究中指出政府機關或國營機關必須提供教育、健

康醫療、國防等功能以提昇人民的生活品質。故政府機關之採購的目的就

是要確定來源取得的方法，並在相當的品質標準下，儘可能的降低成本，

求得迅速、有效的供應來源並滿足需求。政府採購必須接受民意的監督，

且各項支出都必須作最大效益之運用，以我國政府採購法之立法目的指

出，政府採購需以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進行，並提昇採購效率與功能、

確保採購品質（引自李豐光，2000）。為了達成採購過程必須公平、公正、

公開的原則，其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全部與接受補助予法人團

體總額達該採購總額二分之一及通告金額以上者，其採購作業流程必須遵

守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子法與施行細則來辦理採購業務。 

參、政府採購法與稽查條例差異之比較 

政府採購法施行前，各機關辦理營繕工程採購主要是依據「機關營繕

工程及購置變賣稽察條例」（簡稱稽察條例）及「審計法」與「審計法施行

細則」；實施將近五十年，不但無法滿足社會變遷的需求，在施行多年來更

是弊端叢生，糾紛不斷，嚴重影響到政府採購的品質、效率與威信。過去

我國因無採購主管機關。導致不但政策出自多門，需依據的法令多如牛毫，

遇到問題更是推諉卸責，面對諸多工程與採購弊端時，無法有效的防制，

更無法對承辦人與廠商進行管考。 

 

「政府採購法」實施前工程的運作，從招標、決標履約至驗收均產生

各種問題與亂象，例如：圍標、綁標、低價搶標、借牌承包、轉包、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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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說、暴力介入及偷工減料等不法之行為。在「政府採購法」實施後，政

府機關為了統一政府採購釋權，特將採購行政與審計職責分開讓審計機關

得採隨時稽查，進而讓採購行政建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並將政府各

機關，凡是以政府預算辦理之工程、勞務及勞務採購均適用政府採購法，

其適用對象較稽察條例為廣。並為端正社會風氣，維持公平交易之採購秩

序，對於圍標、綁標、請託或關說、利益迴避、意義及申訴等皆有明文規

定處理、罰款與罰責。 

稽察條例中規定，決標以低價最低得標為唯一原則，以致低價成為決

標關鍵，造成廠商常常以低價搶標，導致所採購的標的物品質低落，無法

滿足使用單位或需求單位之需求或是造成環境安全的危害，「政府採購法」

在招標方式分為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及限制性招標。而在決標方式有：

有底價決標、未定底價，標價合理且在預算內最低標、最有利標與複數決

標等，招標單位可依各單位之需求選擇其所要招標與決標方式，以保障其

採購標的物之品質，而非以最低標價為決標之唯一方法。稽察條例規定，

開標前預估底價應嚴守秘密，對於決標後之預估底價是否應予保密，尚無

明文規定。政府採購法第三十四條明文規定機關辦理招標，不得於開標前

洩漏底價，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仍應保密，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

應予公開。但機關依實際需要，得於招標文件中公告底價。並依採購法第

二十七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時，應估計採購案件數及每件之預算金額。預

算及預算金額，得於招標公告中一併公開。如此一來可以協助廠商估算其

報價是否具有競爭力與是否有利於參與競標等，避免廠商打聽預算金額之

困擾，也可反映招標標的之合理底價，避免廠商拉高報價而浪費公帑。 

 

 

在採購作業流程中任何階段包括招標、審標、決標、履約及驗收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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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可能發生的爭議與訴訟，在稽核條例實行時，一向被認為是私經濟的

行為，因此廠商與採購單位之間如有爭議是遵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程序

冗長，時間延宕，尤其在招標、審標與決標的階段，採購單位因對廠商無

契約關係，尚無提起訴訟之標的。而「政府採購法」實施後，不但設立公

正專業之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專職處理申訴事件。並於採購法與施行

細則中皆有明文規定處理的方式與罰責。相關資料請參見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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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政府採購法與稽核條例之差異 

項次 項  目 政府採購法 先前稽查法規 差異說明 

一 法令目的
稽查功能 

興利、防弊兼具。 著重防弊。 

二 審計程序 隨時稽查（事後審計
為主）。 

事前審計。 

三 稽查時點 隨時。 事前。 

四 業務量 依據人力自行調整。日漸增多。 

五 權責劃分 自負其責。 劃分不清。 

六 主管機關 明定政府採購主管
機關及其職掌。 

無政府採購主管機

關。 

七 適用案件 工程、財物、勞務採
之  購 、 租 賃 、
BOT/BOO 甄 選 程

序。 

工程、財物之採購。

八 適用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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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機關。 

九 採購方式 公開招標、選擇性招
標、限制性招標（含

比價、議價） 

公告招標、比價、議

價。 

十 比價、議
價 

參照政府採購協訂

之規定，計十三項適

用條件，決標結果需

公告。 

計十六項適用條

件，決標不公告。 

1.以往稽查著重
於防止不法與不

當之情事，為防弊

性、合規性之功

能；而現行隨時稽

查除仍繼續辦理

合規性稽查外，另

對於採購之效能

及採購制度、法規

訂定予以評估，兼

具績效性、效能性

之功能。 

2.以往事前稽查
之業務係以一定

金 額 為 法 定 標

準，凡此金額以上

之案件，均必須稽

查，不得免除，然

政府採購案件日

漸增多，以超過稽

查人力負荷；現行

係由審計機關自

行依據人力時間

與資源擇定重點

辦理稽查，俾審計

資源用於重要事

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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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項次 項  目 政府採購法 先前稽查法規 差異說明 

十

一 
門檻金額

及採購方

式 

查核金額：上級機關

執行事前監督之門

檻金額。但上級機關

仍可授權主辦機關

自辦。 

公告金額：適用嚴謹

之採購程序，決標諮

詢 公 開 之 門 檻 金

額，向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提起申訴之

門檻金額。 

未達公告金額者，採

購方式由主管機關

及直轄市、縣（市）

政府訂定。現行公告

金額為一百萬元。 

一定金額以上之案

件，公告招標為主。

 

 

一定金額之十分之

一以上，為達一定金

額者，可比價辦理。

 

 

未達一定金額之十

分之一者，可比價或

議價辦理。自八十年

二月一日起，稽查一

定金額調整為新台

幣五千萬元。 

十

二 
訂定底價 訂底價、不定底價兩

制進行。 
必須訂底價。 

十

三 
核定底價 完全由機關自行訂

定。 
上級機關、審計機關

有查核、刪減權。 

十

四 
決標對象 合格最低標、最有利

標或復數決標 
合格最低標 

 

十

五 
超底價決

標 

 

查 核 金 額 以 上 案

件，超底價百分之四

為逾百分之八者虛

報上級機關同意；未

超過百分之四者，由

機關自行決定。其他

案件，只要超底價為

逾百分之八者，由機

關自行決定。 

一定金額以上案

件，上級關機、審計

機關對超低價決標

有同意權。 

3. 以 往 事 前 稽
查，依稽查條例規

定，採購案件在開

標、比價、議價、

驗收前應通知稽

查，甚至部分作業

在辦理前須經審

計機關同意後使

得辦理，如比價、

議價、超低價決

標、採用次低標、

減價驗收等，惟現

行則由審計機關

隨時辦理之，無必

須在事前辦理之

強制規定。 

4.以往採行事前
稽察，採購效率及

效能不佳時歸罪

於審計法令與稽

察程序之繁瑣，及

審計職權干涉行

政事務；現行之屬

隨時稽察事後審

計，審計機關於採

購後就其前一階

段之作業情形予

以查核。 

表 2-1﹝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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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項  目 政府採購法 先前稽查法規 差異說明 

十

六 
招標公告 公開招標及選擇性

招標，皆須經公告程

序。 

只適用公告招標。 

十

七 
預算公告 預算及預計金額得

逾招標公告一併公

開。 

無規定。 

十

八 
底價公告 開 標 前 應 嚴 守 秘

密，但經上級機關同

意，得於招標文件中

公告底價。 

開標前應嚴守秘密。

十

九 
決標公告 公告金額以上除有

特殊情形外均須辦

理決標公告。 

 

無規定。 

二

十 
公告途徑 政府採購公報、資訊

網路、門首公告。 
報紙廣告、門首公

告。 

廿

一 
開標前對

廠商保密

措施 

開標前對領標、投標

廠商名稱、家數有保

密規定。 

對領標、投標廠商名

稱、家數無保密規

定。 

廿

二 
廠商家數 放寬第二次開標之

投標廠商家數規定。

為開標、決標設定基

本廠商家數規定，為

符合者嚴格限制逕

行開標、決標。 

廿

三 
投標期限 
之規定 

有截止投標期限之

基本規定。 
無截止投標期限之

規定。 

廿

四 
招標規範 對技術規格之訂定

不得限制競爭有規

定。 

有部分規定。 

廿

五 
廠商資格 對基本資格、特定資

格不得有不當限制

競爭之規定。 
 
 

有基本原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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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項次 項  目 政府採購法 先前稽查法規 差異說明 

廿

六 
共同投標 允許一定家數內之

廠商共同投標。 
無規定。 

廿

七 
押標金及

保證金 
有明確規定。 有緣則規定。 

廿

八 
公告招標

之開標 
特殊情形下可秘密

辦理。 
應公開辦理。 

廿

九 
協商制度 在一定條件下，決標

前可與廠商協商變

更投標內容，甚至招

標內容。 

決標前無洽廠商協

商之制度。 

三

十 
申訴制度 有廠商異議、申訴制

度。 
無廠商異議、申訴制

度。 

三

一 
釋疑制度 對招標文件內容，有

廠商申請釋疑制度。

對招標文件內容，無

廠商申請釋疑制度。

三

二 
履約爭議 採購申訴審議委員

會可調解履約爭議

事項。 

無採購申訴審議委

員會之調解制度。 

三

三 
圍標綁標 明確界定圍標、綁標

之行為態樣及其處

罰。 

 

述及圍標，未述及綁

標。 

三

四 
國防採購 具體列明不適用之

特定情形。 
列有籠統之除外規

定。 

三

五 
優惠國產 有優惠國產措施，但

不得違反條約即協

定。 

無優惠國產措施。 

三

六 
對待外國

廠商 
有准許外國廠商參

與投標之處理原則 
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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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續﹞ 
項次 項  目 政府採購法 先前稽查法規 差異說明 

三

七 
保障公務

員 
有採購行政裁量權

及人身安全之保障

規定。 

對採購行政裁量權

及人身安全無保障

規定。 

三

八 
保障弱勢

團體 
可採比價或議價。 對殘障、原住民、慈

善機構或受行人之

非營利產品或勞

務，無保障規定。 

三

九 
不良廠商 有各機關一體拒絕

不良廠商投標、分包

之制度。 

無拒絕不良廠商投

標之制度。 

四

十 
共同供應

契約 
有規定，各機關可共

用一個契約。 
無規定。 

四

一 
請託關稅 有規定，宜作成書面

紀錄。 
無規定。 

四

二 
驗收 有部份驗收規定。 無部份驗收規定。 

四

三 
雜項規定 對統包、轉包、分

包、替代方案、民間

投資興建案，有規

定。 

對統包、轉包、分

包、替代方案、民間

投資興建案，無規

定。 

 

 

資料來源：修改自“談政府採購法品質提昇”，周肇熙，1999，品質管制月
刊，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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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政府採購政策與政府採購法之關係 

政府採購法屬公共政策之一種，本節針對政策分析與政府採購政策之

關係、政府採購與政策性工具之關係與政府採購制度與採購法之理論基礎

作分析與探討。 

壹、政策分析與政府採購政策之關係 

政策執行是否達成政策的目標，除瞭解政策本身的目的意義外，最主

要必須對公共政策真正的影響進行審慎的評估。在美國，「政策」一旦通過

法律，創設官僚機關、花費預算，則法律、官僚機關、支出的目的就能達

成。而我國卻不然，在國內許多公共計畫的經驗顯示，政策的影響進行審

慎的評估，才能期望政策的執行對社會有其影響力（廖炳雄，民 90）。 

一、政策分析與政策執行之意涵 

Lasswell和 Abraham Kaplan（1965）將政策的意義限定為「一個有目

的性價值與實踐性的計畫綱領（a projected program of goal values and 

practices）」（p.975），因為一個政治行為只有在以目的為出發點的意義下方

有意義。 

Friedrich（1963）解釋「政策」為一個有計劃、目的行動的過程（a 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Grumm（1975）將政策劃分為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政策指執政的

權威者由其所趨向的共同目標，結合決定與行動成一體的基本形式，包括

法規、命令等「化約的法理詮釋」；狹義的政策指政治過程中用來採取某種

行動或迫使社會產生某種行動所形成的決定，其涵蓋目標、行動途徑或宣

告與聲明及真正行為等一系列「類似的事實推演」。（p.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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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es（ 1996）認為：政策執行乃是將一種政策付諸實施的各項活動；

在諸多活動中，要以解釋、組織和使用三者最為重要。所謂解釋乃將政策

的內容，轉化成一般人能接受和暸解的指令；組織乃設立政策執行機關，

擬定執行的方法，冀於實現政策；施用乃由執行機關提供例行性的服務與

設備，支付各項經費，而完成議定的政策目的。 

政府採購對於該國之經濟刺激、就業機會與產業發展有十足的影響，

往往各國均利用政府採購作為政策實施與執行之一種。故政府採購法的實

施與執行，除了是由於我國加入 GPA後改善本國採購制度與政策外，其最

終的目的是透過此採購政策的實施，可以最低的價格獲取最高的福利外並

能兼顧國際自由競爭市場運作，並能改善政府採購品質低落之現象。 

林天祐（1998a）提出，影響政策執行變異的因素可分為以下幾種： 

（一）政策本身：政策本身的性質是影響執行變異的第一因素，其中

政策是否清晰，政策是否周延，政策需求性的高低，以及政策的類型都是

政策本身主要的影響因素。 

（二）政策制定單位及人員：政策制定單位及人員又可分為組織特性、

人員特性，以及政治環境等幾個主要因素。 

（三）政策執行單位及人員：政策制定後，必須透過執行單位及人員

的實施，執行單位是否落實實施，便成為評估執行的成效關鍵。因此，政

策執行的研究，特別重視執行單位及人員的影響。其中，組織因素、人員

因素，及政治環境因素也是影響政策執行的相關因素。 

（四）整體社會環境：整體社會環境其中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及教

育等，皆為影響政策執行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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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1      階段 2     階段 3    階段 4     階段 5 

問題形成 政策形成 政策採行 政策執行  政策評估 

 

圖 2-1：政策制定過程階段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政策分析：概念、方法與應用（p.34） 

，吳政達，2002，台北：高等教育文化。 

     

政策的目的是透過政治的過程有計畫、有目的並利用社會形成解決的

共識來解決社會環境中所發生的問題，因此政策的制定可包括問題的形

成、政策的形成、政策採行、政策執行與政策評估（參見圖 2-1）。政策執

行後是需要做評估的，唯有透過評估才能對此政策執行後與政策形成的精

神與意識形態是否相符合。以及其執行後所產生的困難與衝擊為何，對國

家經濟利益之影響為何與可行性多大。由理性模式圖 2-2 中，一個政策的

形成必須透過問題的分析與瞭解。如為何要修訂採購法?除了我國在申請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其會員國皆認為我國各政府機關的採購金額相

當龐大，但作業程序卻不公開透明化且不合國際貿易對外上有不平等之待

遇，因此堅持我國必須簽署政府採購協定並制定一個公開、透明、公平競

爭的採購制度外。還有稽核條例已使用二十餘年而從未修法、弊案層出不

窮，社會的期待與經濟考量等因素造成我國在民國 1998年 5月 1日三讀通

過「政府採購法」。故在理性模式的主要結構包括：資料收集、問題分析、

解決分析與溝通分析（如圖 2-2）。問題分析主要在瞭解 1.問題為何會發生？

因何種原因造成此問題的產生？2.選擇並解釋與政策問題有關的目的與限

制。3.選擇解決政策問題的相關的方法（如：成本利益分析、成本效能分

析或多元目的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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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理性模式的政策解決分析可分為以下步驟：1.首先要選擇可以評估

的準則。當政策的目的目標與限制確定後，即利用政策的評估方式如利用

合理的量化評估或等第的術語評量方式來進行形成政策的資訊轉換。2. 確

定政策的方案。可由現行的公共政策，共同來編擬一個確切的且可行的政

策方案。3. 預測與評估影響方案的因素為何。先確定與政策目標相關的因

素下，尋求可以與影響目標所造成的因素之相關規準為基礎，再進一步的

評估政策方案所產生的影響。4.政策執行。從政策選擇與評估中可瞭解政

策執行中可能發生的問題與決策者所應採取的形的模式為何。 

資訊蒐集 

1.確認與組織有關的資料

與理論。並分析其事實

度與可信度。 

2.依事實資料推估政策未

來之發展方向。 

溝通分析 

將政策之訴求

轉化為有意義

且有用的建議

解決分析 

1.選擇可以評估的

準則。 

2.確定政策的方案。

3.預測與評估影響

方案的因素為何。

4.政策執行。 

問題分析 

1.瞭解並分析政策所

產生的問題。 

2.選擇並解釋與政策

問題有關的目的與

限制。 
3. 選擇解決政策問題
的相關的方法。 

 

 

 

   

 

 

 

 

 

 

 

 

 

 

圖 2-2：政策分析中理性模式的結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教育政策分析：理論與實務（p.27）， 

張鈿富，1995，台北市：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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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nn（1994）曾以問題為中心來做公共政策的分析，其利用多元探究

的方式來探討政策的問題、政策未來、政策行動、政策結果與政策表現。

其政策問題是利用資訊的方式來建構、預測、推估與評量。政策的未來也

是利用資訊的方式來推測，政策的結果與表現則是利用評估的方式來產生

（參見圖 2-3）。 

 

 

 

 

 

 

 

 

 

 

 

政策問題

政策表現

建構問題

建構問題

建

構

問

題

建 

構 

問 

題 

政策表現 

政策表現

政策表現

推 估 
監 控 

預 測 評 量 

 

圖 2-3：William Dunn政策分析中理性模式的結構 

資料來源: From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p.17）, by W. N. 

Dunn, 1994, NJ: Prentice-Hall. 

政策評估的主要目的是在判斷政策執行結果的資訊，瞭解政策推估有

關的事實資料。判斷政策的社會效用、事實的反應與掌握政策的結果。由

以下學者對政策評估的定義我們可以瞭解政策評估的意涵及其重要性： 

Nachmias和 Nachimas在 1979提出政策評估是指客觀、系統與經驗地

視現行政策，並以目標成就檢視公共計劃的標的（引自潘明宏，1998）。Ro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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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Freeman（1993）指出政策評估是系統運用社會研究程序，以評估社會

干預計劃的概念化、設計、執行與效用。 

丘昌泰（2000）提出政策評估的內涵包括下列幾點： 

1.政策評估的對象為足以影響社會發展的公共政策與計劃，私人計劃

如果影響公共利益，仍然是政策評估探討的範圍。 

2.政策評估必須存在於政策空間（policy space）：政策評估活動必須發

生在政策問題所生存的空間，可能是時間上的空間，也可能是地理上的空

間，無論如何政策評估者都必須有一明確的界限，決定是否要讓該議題納

入政策空間的議題。 

3.政策評估必須以政策利害關係人（policy stakeholders）為基礎，依此

而論，政策評估絕對不僅是顧及機關本身立場的自家內評估（in-house 

evaluation），而是一份能夠以多元政策利害關係觀點為導向的評估活動。 

4.政策評估是要評鑑公共計劃的效果（effectiveness）或影響（impact）。 

5.政策評估必須是有效度（validity）的科學活動，一個有效度的政策

評估乃是表示政策效果的評估是有信用的，可以接受科學檢驗的。 

6.政策評估的內容包括政策產出與結果（policy output and outcome）兩

方面，其中尤其以政策結果的評估最為重要。 

7.政策評估重視因果推論模式，所有政策評估的活動必須說明：某項

政策方案為何會發生該政策的結果？社會現象是複雜的，很多的政策結果

可能是由多種原因所造成的，因此可能形成一個相當複雜的因果網絡

（causal network）。 

8.政策評估者包括內部與外部評估，前者是指政府部門所從事的官方

評估。後者是指政府部門間智庫、非營利組織、壓力團體、傳播媒體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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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校園的評估研究機構等非官方的評估。 

  公共政策的發展已成為政策科學的今日，決策者不能僅憑常識判斷與

熱情衝動，而從事影響深遠的、事關生靈禍福的政策制訂。政策的產生，

必有其發展的背景、解決的各種方案。政策評估更為重要是提供政策實施

後的表現、執行的困難度、影響政策結果的因素。張鈿富（1995）提出政

策評估的規準為：1.效能（effectiveness）、2.效率（efficiency）、3.適切

（ adequacy）、 4.公平（ equity）、 5.回應（ responsiveness）、 6.妥當

（appropriateness）。我國目前的政策評估往往政策的目標方案不夠清晰，

造成執行者與評估人員不易遵循。偏重預先評估而忽視執行後的評估與評

估結果，對於科學的政策評估方法大多不夠專精。政策的評估常流於形式

化或主觀判斷，而使得評估結果的信度效度難以讓大眾所接受。故評估者

必須明瞭影響政策的內外因素與干擾因子，審慎選擇評估的規準並提高政

策的實用性。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 （ITC）公佈「美臺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對經濟可

能的衝擊」報告中，質疑臺灣政府採購政策的透明化及採購爭端解決機制

的有效性，但工程會表示，為建立公開、公平、競爭的政府採購作業制度，

台灣已參酌世界貿易組織 （WTO）政府採購協定（GPA）規範，制定政府

採購法，自 1999年施行以來，藉由招標決標資訊公開化的機制，已達成採

購環境透明化的目標。政策執行固然重要但政策的評估也是不容忽視的，

政策執行的好壞決不是個人或執行單位的統計，截止今年 10 月 25 日止，

已經受理 1452 件申訴案及 1477 件履約調解案，就可說其政府採購的效率

及品質已被提升。而是必須經過一個相當嚴謹的評估標準來做一個良好政

策執行的評估。如果政策的評估沒有經過科學化的規準以及完善的政策資

訊管理，和評估影響政策實施的信度、效度與干擾因素，而用外商對我採

購制度及法規的不了解所致，想必這並非是一個好的政策評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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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政府採購與政策性工具之關係 

政府一向在國家經濟活動中佔有顯著而重要的地位，其提供的服務，

不但攸關人民生活品質、工業的發展與社會政策更可能直接影到國家的安

全性。若採購制度不健全，一方面可能造成採購市場競爭的不公平、不合

理；另一方面則可能造成公帑的浪費，甚至因此影響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

可能，所以政府採購制度的改革，現階段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政府採購

的 GNP比重越大，其該國的經濟刺激與就業機會則越大。故各國往往會利

用政府採購法作為政策工具。政府採購法作為政策性工具主要表現有以下

三點： 

一、工業與經濟政策 

政府採購主要作用為促進工業發展，不同之採購市場對於該國經濟會

造成不同之影響。例如許多國家以「購買國貨」政策促進就業，達到國際

支付上之平衡，也可能是針對某些特定因素，如扶植新興工業或促進地方

繁榮等考量以政府採購作為政策工具（羅昌發，1997）。 

二、社會政策 

政府採購亦可作為調整與管理之工具來呼應既有的社會政策，作為額

外的機制以實施既存之法律義務或鼓勵未明定於法律中之行為。如採購法

第九十八條規定「得標廠商其餘國內員工總人數逾一百人者，應於履約期

間僱用身心障礙者及原住民，人數不得低於總人數百分之二，僱用不足者，

除應繳納代金，並不得僱用外籍勞工取代僱用不足額部分。」且採購法二

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二款規定「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受刑人個人、身

心障礙福利機構、政府立案之原住民團體、監獄工廠、慈善機構所提供之

非營利產品或勞務」得採限制性招標。北愛爾蘭政府也是以政府採購的機

制來解決勞工歧視的問題。美國聯邦政府也於政府採購事項上對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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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弱勢團體經營之小型企業加以優惠。 

三、國家安全之政策 

GATT 第二十一條允許國家以安全為由，作為自由貿易之例外情形。

政府採購第一百零四條規定「軍事機關之採購，應依本法之規定辦理。但

武器、彈藥、作戰物資或與國家安全或國防目的有關之採購，而有下列情

形者，不在此限。一、因應國家面臨戰爭、戰備動員或發生戰爭者，得不

適用本法之規定。二、機密或極機密之採購，得不適用第二十七條、第四

十五條及第六十一條之規定。三、確因時效緊急，有危及重大戰備任務之

虞者，得不適用第二十六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六條之規定。四、以議

價方式辦理之採購，得不適用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本文之規定。前項採購之

適用範圍及其處理辦法，由主管機關會同國防部定之，並送立法院審議。」 

政府採購法雖具有以上之特質，除了基於競爭之考量外，還有藉由讓

締約國意識到市場開放對基於本身之利益外還要需要提供充足的互利誘因

（羅昌發，1994）。本研究是以政策評估中針對執行政策「政府採購法」

在國中小總務行政的執行結果所進行的政策評估，評估之重點置於政策的

目標是否達成（是否達成政府採購法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昇採購效

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政策實施後採購人員是否提供預期的服務？

其採購效率如何？及政策實施對實際現象產生了何種的效果？是否達成政

策的目標與對國中小總務行政人員產生何種的影響？ 

參、政府採購制度與採購法之理論基礎 

理論是一門科學概念也是研究發展並提供概念的基礎。理論可為日常

狀況所發生問題，並提供決策的基礎。因此任何一門學問與制度之執行，

應有理論做為基礎，才能奠定根基並發展健全的架構（王家通和曾燦燈，

1988）。本節主要在探討政府採購制度與採購法之理論基礎。採購法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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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除了時代的需求外，其肯定與行為科學中所強調行為目的性和價值性有

相當的關聯，除此之外可能還存在有社會的期待與價值的判斷等因素。因

此，對採購制度與採購法之研議、訂定與執行，希以理論為指引，才有助

於方向的掌握，以期達到預期的目的。 

一、專業之理論基礎 

   （一）何謂專業 

專業（profession）乃是指個人運用專門的學識與專長，獨立執行某種

政策之能力。如醫師以其專業執行其救治病人病痛之能力。採購法第九十

五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賈馥茗（1979）即認為：

專業是指從業者具有卓越的知識和能力。他們能運用其卓越的知識和能

力，提供他人良好的服務與奉獻。Shanker（1985）則認為專業是一位專家

能獨立執行職務，例如醫生所做的醫療決定其能否被信任，才足以被稱為

專業。 

Darling-Hammond（1997）認為專業是由專門知能、特殊技能及高度

使命感和責任感等各要素構成。美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簡稱 NEA）將專業化之標準做為以下八種定義: 

1.應屬於高度心智活動。 

2.應具有特殊的知識技能。 

3.應受過長期的專業訓練。 

4.不斷在進修進修。 

5.應屬於永久的終身事業。 

6.以服務社會為目的。 

7.應有健全的專業組織。 

8.訂定可行之專業倫理。 

Liberman於 1956年曾經提出有關專業工作的八項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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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獨特且明確的社會服務。 

2.高度智慧之運用。 

3.需要長時期的專業訓練。 

4.具有廣泛自主權。 

5.專業人員對其行為與判斷應負廣義的責任。 

6.服務的表現重於報酬的高低。 

7.有綜合性自治組織。 

8.從業人員遵守倫理目標。 

林清江（1981）將專業的特徵歸納如下： 

1.為公眾提供重要之服務。 

2.系統而明確的知識體系。 

3.長期的專門訓練。 

4.適度的自主權力。 

5.遵守倫理信條。 

6.組成自治團體。 

綜合以上學者對專業的看法，可將專業特徵歸納如下： 

1.經過一段時間的專門訓練。 

2.具有特殊之事領域與能力。 

3.擁有獨立處理事務的能力。 

4.應遵守倫理信條與目標。 

5.以提供良好的服務與奉獻。 

採購行為是屬於專業行為的一種。採購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機關

辦理採購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指機關辦理採購，其訂定招標文件、招

標、決標、訂約、履約管理、驗收及爭議處理，宜由採購專業人員承辦或

經採購專業人員審核、協辦或會辦。且採購人員需遵守採購人員倫理準則

並致力於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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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使採購制度健全發展。 

 

二、效率之理論基礎 

效率（efficiency）指的是在一定的費用與投資下得到最好品質或最大

的報酬，即每單位成本所能產生最大的價值。其與成本效益的概念有相當

的類似（吳政達，2002），運用於採購效率來說，即是以最少的錢獲得最

佳的採購品質與服務。除此之外採購效率還包含了採購的時效性。如依項

採購採購發包與驗收完後此採購的物品雖品質良好而且價格合理但已不

合時宜，此種採購也是依種浪費公帑且無效率的採購行為。政府為了提升

採購效率不但積極推動採購法政策的落實更是，「加速中央機關集中採購電

子化推動方案」依據政府採購法第九十三條的規定，各機關得就具有共通

需求特性的財物與勞務，與廠商簽訂共同供應契約。並開發建置「共同供

應契約電子採購系統」，利用網路進行需求調查，契約公告，以及查詢、

訂購及付款等作業，結合資訊流及金流，進行採購流程再造，使採購流程

全面電子化，以避免機關重覆進行採購作業，節省採購成本，提昇採購效

率。但採購效率是否提升除了採取策略性的計畫外最重要是要建立一套完

政的政策評估系統如：建立完整之採購法規、管理監督架構與多種評鑑指

標訂定（如：沒有一再開標流標廢標不知檢討、同一性質的採購案件一在

重複招標浪費人力物力的浪費與採購只為了消化預算浪費公帑等妨礙採

購效率情形發生、善用電子招標系統與工同供應契約）也是提升採購效率

的方法。 

三、公平考量之理論基礎 

公平（equity）其內含與平等或社會正義相類似。指政策執行後，導

致與該政策有關的社會資源、利益與成本公平分配的程度。也是指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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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後，其標的母群體所分配到的資源、所享受到的利益與負擔的成本為

相同的。即在相同的狀況應該被相同的方式對待，依採購行為來討論即機

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

理由之差別待遇。以下介紹二種公平考量的理論： 

（一）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 

此理論主要在說明民主社會中決策者不可能再增加個人偏好時沒有

違反民主決定中的條件。而這種民主決定程序的五項合理條件為： 

1. non-restriction of choices：集體的選擇應將所有個人的選擇納入組織

的考慮中。 

2. non-perversity of collective choices：集體的選擇能反映個體一致的選

擇。 

3. no prepare independent program：在選擇所指定的儲備方案中，其每

個方案皆有相當的獨立性。 

4. citizens´ sovereignty：個別選擇有其自主性且集體選擇權不會被預先

限制。 

5.non-dictatorship：沒有任何個人或個別團體可因為個別偏好而影響到

團體的選擇結果。 

依照Arrow´s 不可能理論我們可以瞭解到機關進行採購是以機關團體

為其主體，所採購的物品品質不會因採購人員個別的好惡而有所差別。每

個採購案皆有其獨立性，不會因為此廠商是有曾經標過此機關的案件，或

為採購人員的關係人而改變機關採購的品質，此種採購才具有 Arrow´s 不

可能理論所具有的公平原則。 

   （二） Pareto opt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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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to 最適性的意義是指不對任何人造成損害的同時，能讓一些人有

所得益。即無法重新分配資源使有人得益，而無人損失。Pareto 最適性有

以下三點特徵（Econman，2000）： 

1.若資源分配狀況不符合 Pareto 條件，則通過適當的再分配資源可使

社會整體得益。  

2.局限下爭利 （constrained maximization） 的假設下，資源分配必會

符合 Pareto條件。  

3.若兩個資源分配狀況均符合 Pareto條件，我們無法比較何者較佳。 

Pareto 最適性概念是指任何個人的資產或資源經過交換增加滿足自

己的需求可以達到最佳狀態的平等，此種資源的交換不會使他人的利益

受到有所損失，看上去這是環境中的最佳狀態且在實現中確無法達成的

資源公平條件。 

採購公平理論上即機關辦理採購，應以維護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原

則，對廠商不得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故機關採購應符合社會倫理及

效能競爭為原則，不得以不公平、不正當的行為。在相同的條件下給予相

同的機會與待遇。 

四、工作壓力之理論基礎 

工作壓力（job stress）即壓力是源自於工作本身和相關因素所產生的

壓力。對採購人員而言民意代表的介入、特權關說，採購人員專業知不足

以應付日益繁雜採購、發包、監造、驗收的採購法規。而且採購案件往往

動不動就與刑事責任有相關聯，長久的不安與恐懼造成日積月累的壓力。 

Dewe（1986）工作情境視壓力的主要來源，經對個體的要求，產生的

刺激會使得個體產生生理、行為和認知上的反應。由圖 2-4 我們可以瞭解

傳統工作壓力的基本模式（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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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傳統工作壓力的基本模式 

資料來源：From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eacher Stress,” by P. J. Dewe, 1986，New Zealand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 21（2）, 146. 

 

 

Moracco和Mcfadden（1982）認為個人感受到工作壓力後，即時採取

因應策略，以減輕工作壓力。由圖 2-5 可瞭解社會、工作、家庭是構成個

體工作壓力的潛在壓力源，此三種因素將直接或間接造成個體不同程度的

壓力。潛在的工作壓力若無法有效的調適工作的需求與個人需求之間所產

生的衝突，即對個人自尊、安全或幸福造成威脅而形成實際上的工作壓

力。如工作壓力無法減輕即會造成身心上的壓力徵兆，如果壓力長期無法

有效因應時，則會造成身心上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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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Moracco和Mcfadden工作壓力

資料來源: From “The Counselor’s Role in Reducing Tea

by J. C. Moracco, & H. Mcfadden, 1982, Th

and Guidance Journal, 5, 550. 

 

 

朱敬先（1992）將工作壓力定義歸納如下： 

（一）工作壓力是由於工作需求與個人資源不能互相

（二）工作壓力足以干擾個人工作環境。 

（三）工作壓力是個人在紊亂環境中所產生的反應。

綜合以上學者的定義，可發現工作壓力是來自個人對

與工作需求不平衡所產生身心的反應。所以採購人員除必

要熟讀法令條文、應付民意關說、廠商不能如期配合與政

單位監視等等外界環境所產生的壓力。尤其是政風、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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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 Stress,” 

e Personnel 

配合所造成。 

 

工作實際的感受

須承辦業外，還

風、司法與檢調

與檢調單位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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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檢舉信件即開始展開調查，其往往不會衡量機關首長與承辦人員的裁

量是否對錯，此對個人、家庭與名譽的傷害絕非三言兩語可形容之。如何

釐清行政裁量與刑事責任，讓採購人員執行採購時能夠發揮所長，提升採

購效率、紓解採購人員的壓力將是公共工程委員會在研擬採購專業人員法

規時所需要考量之處。 

五、全面品質管理之理論基礎 

學校的軟硬體設施，不僅是輔助教學的必要條件，更是具有陶冶學生

身心、發展學習潛能、擴展學生涵養與豁達人生哲理的境教功效（湯志民，

2000）。學校設施對學生有如此大的影響，那應如何有效運用管理訪法來

提升學校採購品質。 

Crumrin和 Runnrels（1991） 認為全面品質管理是一種領導的哲學，

其目的是讓組織中每個人能承諾追求持續改善品質的過程，並依實際情形

做決定，利用團隊合作的精神來達成提供顧客所需的高品質產品與服務。 

Kano（1993）認為全面品質管理的目的是在組織內部與技術的基礎

上，首先建立提升品質的意圖和動機，其次經由觀念變革、技術改進、工

具應用的過程，將意圖與動機結合，使其形成全面品質管理的內涵。 

Edward（2001）認為全面品質管理是一門哲學也是一種方法論，其能

幫助組織管理變革也可以制定因應外在的壓力。全面品質也算是一種組織

文化的改變，但組織文化的改變是一種緩慢的歷程。其將全面品質的特性

歸納為：1.顧客：不管是何種顧客，皆願意為好的品質提供服務；2.能提

供最好品質的組織或公司，其公司就會日漸茁壯；3.只要有機會提供最高

的產品或服務，組織中的所有員工皆會全力以赴；4.永遠會為新產品重新

定義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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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與服務標準 

1.符合規格 

2.適合使用目的 

3.零缺點 

4.始終無誤 

 

 

 

 

 

顧 客 標 準 

1.讓消費者滿意 

2.超乎顧客期望 

3.讓顧客歡欣 

 

圖 2-6：全面品質標準 

     資料來源：修改自全面品質教育（p.31），何瑞薇譯，2001， 

台北市：元照。 

 

吳清山、黃旭初（1995）認為全面品質管理的意涵主要包括：1.持續

不斷品質改進；2.專注於顧客需求，以顧客為中心；3.以團隊為導向，強

調全員參與；4.強調科學方法，利用統計方法與資料分析做為改進的參考。 

林天祐（1998b）認為全面品質管理是指組織中所有成員、部門和系

統大家一起來全面不斷改進組織的產品及服務過程，以滿足或超越顧客的

品質期望及需求，俾使組織得以永續發展的一套管理的原則與程序。 

閻自安（1998）認為全面品質管理是一種全面參與、不斷提升品質的

整合性管理策略，由重視顧客的需求，運用統計分析的技術，鼓勵全員參

與，進而達到提升品質的目的，創造較高的競爭力與生產力。 

綜合言之，全面品質管理即是商品製造商或勞務提供者能追求產品、

服務、過程及方法的品質。其基於事先預防的理念，以團隊面參與，全程

掌控，建立品質承諾，並專注於顧客的需求，以客為尊，建立系統的分析

資訊，運用評鑑績效管理做為決策基礎，落實品質管制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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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ing（1986） 擬定 TQM 的十四點原則，涵蓋了全面品質管理的

精神，是推展全面品質管理的基本信條。： 

1.建立未來革新為基礎的永續發展目標。 

2.接受新的哲學理念。 

3.摒棄需大量的檢測來達到品質效果方法。 

4.不以價格為決定交易的準據。 

5.持續不斷改善產品及服務系統。 

6.實施不斷的在職訓練。 

7.建構領導者的角色。 

8.消除恐懼，且人人為組織有效的工作。 

9.打破各組織間的隔離。 

10.揚棄教條式的標語口號。 

11.消除以數字為目標、規定限額及工作標準。 

12.去除因工作傷害自尊的障礙。 

13.建立有活力的教育與自我改善計畫。 

14.以結構系統化的管理達成品質革新。 

學校施工如能建立品質評鑑準則，以全面品質管理的觀念為出發點，

再利用制度化、系統化及科學化的方法，進行學校採購的品質與績效的評

鑑，藉以督促學校與廠商落實全面品質管理，使採購單為從採購、發包、

監造、驗收與商品的製造均能達到品質保證，如此才能達成提升採購品質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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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政府採購法執行概況與相關研究之探討 

世界各先進國家對政府採購也有完善的採購制度與配套措施，為瞭解

其他國家的採購方式。本節特舉出美國、歐洲共同體、日本與加拿大等先

進與鄰近國家，將其採購制度探討後在與本國之採購制度作比較。 

壹、美國政府採購制度之探討 

美國於 1809年國會規定，政府採購必須循公開或公告途經辦理。1861

年，國會通過預算之用法，訂定採購三大程序，即公開邀請廠商投標、公

開開標與最低標得標。1984年國會通過競標法案與聯邦採購規則，除全國

共通事項（如外交、國防及跨洲際問題）由聯邦政府執行外，各州均享有

極大的自治權。故雖各州及州以下之地方政府，均各自訂有採購規則。但

所有聯邦機關在執行政府採購時其基本架構均不能離聯邦採購規則。聯邦

政府採購制度規則（Federal Acquisition Regulation，簡稱 FAR）如下： 

一、採購方式 

採購招標方式依聯邦採購規定，具有統合各單位經常性採購物資途

徑、聯合採購、節約採購人力、降低採購成本、自營倉庫及照顧殘障者多

重目標，此規則規定採購方式如下： 

（一）本機關存貨。 
（二）其它機關之多於物質。 
（三）聯邦監獄公司產品。 
（四）盲人及殘障機構產品。 
（五）批發供貨中心。 
（六）聯邦供應合約。 
（七）一般商源（小額採購、競標、商議）。 

機關無法自前六種方式達到採購需求時，方可用第七項之一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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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格訂定： 

資格審查採事前與事後兩種機制，以聯邦政府而言，係採事後審查

制，先行公告招標選出報價最低之五、六家廠商後，再要求廠商提出相關

文件進行事後之審查工作，經審查核合格之最低價廠商惟得標廠商。但加

州政府，係採事前審查，於開標前先行審查資格，通過資格審查後之廠商

才能參加投標。 

     聯邦政府採購對廠商所訂資格如下： 

（一）資格標準：為一般機關採購標的需求所訂之廠商資格。 

（二）預審：因素權重法、二段預審，各因素分別評審，主客觀判斷。 

三、招標方式： 

（一）公開招標：全面開放式招標。在美國稱之為密封式招標（Sealed 

Bidding）－指招標資訊公開，而廠商投標資訊必須密封保密，以最低標方

式決標。 

  （二）選擇性招標：採購特殊性能及操作方式之產品，如採購國防工

業及航太工業產品時使用，採購產品類別多為電器、電子產品、化學品等。 

（三）限制性招標：為議價式招標，以最有利標方式決標。WHO 政

府採購協定（GPA）規定產品據專利、專屬或緊急性，以及替代性零件方

面採購才可採行限制性招標。為依據聯邦政府採購規則（FAR）之規定，

係採購之產品為不尋常之來源或緊急方面使用之。（美國政府採購商機說

明會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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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標方式： 

（一）競標採購：25000 美元以上之採購，資格審查合格後最低標價

廠商為決標對象。 

 （二）小額採購：2500美元以下，逕洽廠商辦理。2501∼25000美元，

則符合需要辦理。 

 （三）商議：以最有利標方式或最低標價辦理。（王興昌，民 90） 

 

五、異議與爭議之處理程序： 

     （一）招標之異議（bid protest）處理程序： 

    1.招標商異議申訴係針對邀約書部分，若認為有偏見、評估標準不

合宜，或者條款規定不合適，可以書面或非正式之口頭方式於決標之前向

採購機構之承辦採購官員提出，該承辦採購官員須於接到申訴書三天之內

迅速處理。處理溝通方式可以電話或面對面約談方式進行。若申訴人認為

承辦採購官員無法解決時，可再向其上司提出。 

    2.決標完成後三天內，採購機構會向未得標之廠商提出簡報，申訴

人可於簡報後十天之內向採購機構提出異議。 

    3.若有重大複雜案件時，可向國會之一般會計辦事處（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提出申訴，該辦事處接到此異議申訴書，會立刻凍結

招標程序。 

    4.可向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申訴法院（Court of Federal 

Claims ）提出控訴，此方式必須聘請律師，且花費相當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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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爭端（dispute）之處理程序：針對成本求償方面之爭端，通常

於決標之後才會發生。此類案件必須聘請律師，以法律程序進行，費時及

費錢。申訴人於承辦採購官員認為提出之控訴不符合約規定，或拒絕接受

以金額賠償方式進行和解，在九十天內依聯邦行政法令規定向美國採購總

務署之申訴小組提出爭端解決。 

貳、歐洲共同體採購制度之探討 

歐聯於 1970年代即開始於各會員國政府採購體制之規則基於EC羅馬

協定（EC Rome Treaty，簡稱 ETC） ，以期提高歐洲各國政府採購之競爭

力（林培州，1998）。 

一、採購政策 

（一）公共領域計劃（Public Sector Operations） 

歐銀投資的政府採購包括市政公共建設、運輸、電信及能源工程等。

皆以非歧視原則（產品不因原產地而受到歧視，ETC第 6條）、商品自由

移動原則（ETC第 30~36條）、勞務之自由提供（ETC第 52與 59條）、

市場之競爭原則（ETC第 85、86與 90條）、政府援助（ETC第 92條）

與進行公開招標（open tendering）的模式，以確保世界各國的投標廠商

皆能平等地參加公開投標案。公開招標流程之程序為： 

1.通告（notification） 

2.資格預審（pre-qualification） 

3.招標（invitation to tender） 

4.接受投標與評標（receive and evaluate tenders） 

5.締結契約（award of contract） 

6.合約執行（administer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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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私人企業領域計劃（Private Sector Operations） 

雖然有使用國際競爭性招標的義務，私人企業領域計劃的當事人仍必

須以適當的招標程序確保資金有效使用。 

（三）顧問服務（Consulting Services） 

顧問服務和採購貨物、招攬工程的程序不同，其評比重點不在費用，

而是能否有效地執行工作內容、並獲一致成效。此時顧問公司的能力和經

驗、受指派的人員、企畫書的品質以及顧問和客戶的關係才是選擇顧問的

主要因素。 

二、招標方式 

     依據歐洲共同體閣員理事會所訂之「公共工程契約執行程序調整」指

令，凡在五百萬歐體貨幣之公共工程，依公開招標、限制性招標及商議招

標三種方式辦理。 

    （一）公開招標：凡合於條件之廠商均得以參加投標之發包順序。 

    （二）限制性招標：由招標機關指定廠商參與投標，機關應以工程性

質因素考量，但投標之廠商應在五家以上，不超過十家。 

  （三）商議招標：機關可選擇一家以上廠商進行條件合約內容之議定，

一般而言所邀請之廠商三家以上，且招標方式，僅適用於特殊工程案件。 

 三、決標方式 

  依「歐洲共同體公共工程投標資格與決標基準」規定，招標機關應在

招標公告中明訂決標方式且應在公告中明訂審查基準及優先順序，一般常

用之決標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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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低標：以廠商所投標價最低者為決標廠商。 

  （二）效能標：依廠商所提供之價格、技術、工法、工期、資金、收

益等作依評選審查最有理者為決標廠商。 

 

四、異議與爭議之處理程序： 

  各國處理採購異議與爭議之依據的法令與程序不同，如義大利與希臘

申訴程序是依循一般司法程序進行，受理機構為省級行政法院（Tribunale 

Administrative Regionale），規範法令為 1998年 3月 31日第八十號法令。

比利時採購所發生之爭端事宜，是依據法院訴訟程序 （Belgian judicial 

system） 解決 。而荷蘭處理的的方式為：1.向民事法庭提出訴訟；2.向採

購機關或其監督機關申訴；3.若涉及企業競爭則可請荷蘭競爭局（The 

Netherlands Competition Authority）處理；4.工程類別之紛爭可向仲裁協會

（Council of Arbitration ）申訴，但其政府採購爭端解決處理流程皆為 : 

（一）向民事法庭提出訴訟。 

（二）向採購機關或其監督機關申訴。 

（三）若涉及企業競爭則可請競爭局（The Netherlands Competition 

Authority）處理。 

（四）工程類別之紛爭可向仲裁協會（Council of Arbitration ）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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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政府採購制度之探討 

    日本係由各部會依本身需求自訂採購計劃及執行招標作業，除遵守

WHO政府採購協定（Government Procurement Agreement，GPA）外，並

以自願性措施（Voluntary Measures）規範日本政府採購法規與實務。自願

措施係由日本行動計劃推動委員會（Committee for Drawing Up and 

Promoting the Action Program）所制定。 

    一、招標程序 

    （一）競爭性招標（Competitive Tendering）－即一般公開招標（Open 

Tendering），有興趣的之供應商均可參與投標。 

    （二）選擇性招標：因招標契約之性質和目的只有少數供應商參與投

標，才可使用此一招標方式。 

    （三）單一招標（Single tendering ）：亦屬限制性招標。經公開招標

或選擇性招標程序，無人投標；涉及藝術品或專屬權之保護，諸如專利權

或著作權，或因技術理由該產品無人競爭，而僅能由某一特定供應商供應;

機關無法預見之非常緊急事故，致產品無法經由公開或選擇性招標程序適

時獲得；更換供應商，將迫使機關購買不能符合現有設備或產品互換性之

需求；機關因委託他人進行研究、實驗，探索或原創性之發展等情形採用

之，並將該採購資訊公告於政府公報 Kanpo上。 

二、決標方式 

基本上係採用最低價標（lowest-price-award）的方式辦理決標，惟較

不適用於電腦相關產品及服務，因此採購機關可視狀況採用最有利標

（overall-greatest-value）的方式辦理決標。即投標廠商之供應條件，經採

購單位依邀標書載明之標準評估結果，係屬效益最大者，評估過程中，供

應價格雖為考量因素之一，惟非唯一因素，則使用最有利標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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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異議與爭議之處理程序： 

依據日本制定之「政府採購程序指導方針（運用指針）」之規定，廠

商申訴可向政府採購審查委員會（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view Board）

提出。另設有附屬特殊產業之委員會，如超級電腦委員會、電腦、非研究

開發衛星類、工程案件、電氣通信、醫療技術委員會，以處理特殊案件。

簡述該申訴程序流程如下： 

  （一）若供應商懷疑採購案違反上述指導方針時，政府採購審查委員

會，鼓勵該供應商先與採購機關諮商以解決爭議。 

  （二）若供應商懷疑採購案違反上述指導方針時，該供應商可於採購

案進行期間隨時向政府採購審查委員會提出書面異議，但必須在得知違反

事項之十日內提出，並在一天內副知採購單位。 

  （三）審查委員會於收到異議申請書七日內，審查其填寫內容之屬實

性。若屬實，該委員會先行發函至採購機關，請其暫停決標或履行合約。 

  （四）採購單位可於收到申訴人之副本通知日起十四日內提出書面說

明。委員會就申訴人及採購單位之書面報告展開調查，並於調查日起九十

天內，就爭端事項提出調查結果及建議。 

  （五）採購單位於收到委員會之建議書十日內提出是否遵循建議書內

容之報告。 

（六）另有快速審查機制：該機制由申訴人提出，委員會於收到申訴

人之申請後二日內回復是否有必要以快速審查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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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加拿大政府採購制度之探討 

 加國的採購係依照 NAFTA、WTO 政府採購協定及加國國內貿易協

定（Agreement on Internal Trade，簡稱 AIT）之規定。自 1997年 7月 27

以後，有關政府採購之相關資訊（不論聯邦或地方層次）均僅得經由電子

招標系統（MERX）取得。  

   一、招標程序 

依加國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政府採購在遭遇緊急事故，招標所生之延

誤恐損及公共利益、採購量不足門檻金額、採購性質不適合招標及僅有唯

一供應商等例外情況下，政府採購可不以公開招標方式進行。  

    （一）公開招標（Opening tender）: 

  招標機關應確保所有有興趣之廠商均能獲致相關資訊。招標公告後若

少於三家廠商競標，應在擴大招標通告範圍。逾 25,000加元之貨品及服務

類招標及逾 100,000加元之工程類招標案，或適用 NAFTA及WTO政府採

購協定者，均可透過加國公共工程部（PWGSC）之電子招標系統公開招標。 

   （二）選擇性招標（Selective tender）: 

  招標機關可對廠商之參與投標資格（含財務擔保及技術要求等）予以

規定，惟需事前適時公告，俾利有意者斟酌。依 NAFTA 及 WTO 政府採

購協定，投標機關應建立常年性候用廠商名單，並逐年審查公告。審後名

單內資格不符而排除之廠商，應予通知並敘明理由。 

   （三）限制性招標（Limited tender）: 

  依照 NAFTA、WTO 政府採購協定及加國國內貿易協定（AIT）之規

定，凡以下情形可採取限制性招標：  

     1.依公開招標或選擇性招標程序無人投標、或有圍標情事、或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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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不符合招標之基本要求。 

     2.涉及藝術品專利權之保護。 

     3.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產品或服務無法透過公開招標或選擇性

招標適時獲得。 

    4.更換供應商將迫使機關購買不符現有設施或物品擴充之所需。 

5.進行研發而購買之特定原型產品或服務。 

6.自商品市場採購者。 

7.在稍縱即逝而極為有利條件下之採購。  

8.合約決標予設計比賽優勝者（在 NAFTA中設計比賽僅限於工程

類。AIT則不需獨立審查團）。 

9.採購之顧問服務事涉機密，一旦外洩有損政府公信、擾亂經濟或

危害公共利益（僅適用 NAFTA及 AIT）。 

10.考慮及技術及經濟上之困難，將額外工程合約之發包與原始合

約分開將造成機關之不便。 

11.該一基本計畫下包含重複性類似之新工程服務發包。  

       二、決標方式 

依加國政府採購法，決標係採最佳值（best value）。此指決標過程應

綜合考慮品質、服務、成本、價格及對加國產業及地區發展等社經因素。

決標條件因案而異，無統一之標準。 

三.異議與爭議之處理程序： 

加國政府採購申訴案主要是由加國國際貿易法庭（ Canadi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 簡稱 CITT）接受辦理。其方式與流程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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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構                 法庭               約估天數 
 

 

 

 

 

 

 

 

 

 

 

 

 
 
 
 
 
 
 
 
 
 
 
 

圖 

 申訴者

向政府機關提出 處理政府採購申訴

之法庭 

接受其控訴 

調查小組完成調查

報告並將建議書送

交相關之締約國

政府機關之建議報

告送交法庭及被控

訴之當事人

政府機關之報告送

交被控訴之當事人

法院以公告通知政府機

構停止執行決標程序

提交報告至法庭

撤銷控訴 

達成協議

未達成協議

法庭收到該調查小

組之建議報告

法庭審查該調查報

告之證據 

證據充分

最後判決 舉行聽證會 

證據不足 

第90天 

第75天 

第60天 

第55天 

第6天 

第25天 

第32天 

第1天 

圖 2-7：加拿大政府採購申訴程序 
資料來源：加國國際貿易法庭（Canadian International Trade Tribunal, CITT  

網站位址：www.citt.g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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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我國與各先進國家採購制度與審計稽察制度比較分析表 

     項目 
國家 招標方式 決標 

原則 

有無異議與

爭議處理機

制 

審計程序 重要採購法令 

中華民國 

公開招標 
選擇性招標 
限制性招標 

最低底

價 
最有利

標 

有 事後審計 政府採購法 
相關施行細則 

美國 
公開招標制度 最低價 有 事後審計 契約競爭法 

契約爭議法 
聯邦採購規則 

歐盟 

選擇性招標 最低標 有 事後審計 政府會計法 
採購指南 

政府採購儲備品

標準規定 

日本 

選擇性招標 
指名競標制度 

底價內

最低標

 

有 事後審計 會計法 
預算決算暨會計

令 
預算決算暨會計

臨時特例 
契約事務處理規

則 

加拿大 

公開招標制度 最低價 有 事後審計 財務管理法 
政府契約規則 
國庫委員會契約

指南 

    由以上對加入 WTO 各先進國家採購法之比較發現，本國採購法與其

他各國再採購招標方式、決標原則、有無異議與爭議處理機制與審計程序

大致相同。但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今年十月公佈之「美台簽署自

由貿易協定對經濟可能的衝擊」報告中，質疑我國政府採購政策之透明化

及採購爭端解決機制之有效性。一個公共政策的實施是需要評估，並瞭解

影響政策執行結果的因素為何。而非以外商對我採購制度及法規的不了解

而導致有此報告的產生，做為此採購政策的評估。重要的是要依本國之國

情參考其他先進國家的採購制度開始研擬與修正本國之採購法，而非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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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抄襲一堆本國不適用的法規條文，徒增採購人員的困擾與浪費公帑的情

形發生。 

 

第四節  我國國民中小學執行政府採購法相關研究之探討 

    採購法實施以來弊案頻傳，也使得採購人員為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工

作。未了提升國中小採購人員的專業之能，本節針對採購法的現況、目前

國中小採購現況與問題之探討、採購法實施後學校發生的案例之探討、採

購法實施後學校發生案件之探討與國內政府採購法之相關研究。作為分析

與討論 

壹、採購法實施現況 

1998年公安事故頻傳，中油弊案、軍中的聯勤工程弊案、全聯社弊案、

四汴頭案、西濱公路圍標案與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工程，關於黑道介入、

工程品質低落等弊案的爆發。顯示過去的民代、廠商與官員以互惠為基礎

的政商利益勾結，權與錢糾纏的共犯結構特性（王鳳生，1998）。在過去，

其實不僅在軍中工程弊案頻傳，就連校園、政府重大工程或建設等，皆傳

出有黑道涉入綁標、圍標。過去工程採購最具爭議的弊端如：營造廠商的

競標資格、條件太嚴苛、等標期長但領圖的時間太短、押標金過高與限制

特殊的規格與工法等。有些政府單位發包工程時還刻意洩漏底價給特定廠

商，落入圖利他人的口實；更有些民代為了中飽私囊，竟將次級品高價賣

給學校，並做好預算書給學校，如果學校不配合就在議會中羞辱此校校長

或刪除此校之預算，以致學校買了許多不能用或不合實際的東西還要找地

方擺的困境。 

根據立委黃國鐘的估計，台灣的四級政府，每年花在採購上的預算超

過新台幣一兆元，占國民生產淨額六分之一。由於金額過於龐大，故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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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綁標、圍標、佣金收送的不良惡習。也造成採購人員再執行採購之時

更加保守怕事，結果不但行政效率低落且採購施工品質極差。採購人員在

一個隨時皆有圖利他人嫌疑的環境之下，皆抱著多作多錯少作少錯的心

態。採購法實施以來不但在政府採購法第十六條規定「請託或關說，宜以

書面為之或作成紀錄。政風機構得調閱前項書面或紀錄。第一項之請託或

關說，不得作為評選之參考。」且採購法也對各級政府承辦、監辦採購之

人員，以及機關首長，定有「利益迴避條款」採購法第十五條規定「機關

承辦、監辦採購人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為本人或代理廠商向原任職機關接

洽處理離職前五年內與職務有關之事務。機關承辦、監辦採購採購人員對

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或同財

共居親屬之利益時，應行迴避。」對於機關與廠商間的綁標、圍標均在採

購法第七章罰則中的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二條對於機關意圖使廠商不為投

標、違反其本意投標，或使得標廠商放棄得標、得標後專包或分包。受機

關委託提供採購規劃、設計、審查、監造、專案管理或代辦採購廠商之人

員，意圖為私人不法之利益，對技術、工法、材料、設備或規格，違反法

令之限制或審查，洩漏交付機關採購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物品或

其他資訊獲救採購有關事項，不為決定或違反其本意決定者。均有明文依

其輕重處一年至十年的有期徒刑與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至三百萬的罰金。

如此重的刑罰與罰金無非是期能杜絕黑金、整飭黑道結合白道介入公共工

程的情形。 

採購法實施至今已有三年，根據採購稽核小組於 2002年 10月 1日，

工程會於 2002年 9月份暨函轉檢舉暗中指出 2002年 8月份稽核案件數計

達 163 件。12 個部會中經濟部案件數達 115 件，其次是國防部 106 件。9

月份稽核案件計 12件。交通部 6件、經濟部 2件、國防部、教育部、國科

會及農委會各 1件。12件檢具案件中，大部分以審標不公的案件比例最高

有 8件，其餘 4件則為招標規範及廠商資格訂定有明顯獨厚特定廠商或限

制其他廠商參與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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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目前國中小採購現況與問題之探討 

    學校人員編置不足，學校之採購單位為總務處，採購人員校長與總務

主任皆為教師出身，在國小因人員配置不足故許多事務組長甚至會計監辦

人員皆由教師兼任，國中小的行政人員課務重，且缺乏辦理工程採購之經

驗，以至執行採購過程中，屢有疏失、程序不當，甚至違反法律的情形發

生。 

總務行政主要是為了達成教學目標、協助維護校園安定與學校未來發

展之後勤支援部隊，一般總務行政包括事務組、出納組與文書組三組的各

項業務。在美國總務行政管理工作是屬於校長主要的職責。Jordan和Webb

（1986）認為，學校總務行政包括提供服務與支援的功能。如:1.財務管理

和計畫；2.設備計畫、維護和使用；3.服務性支持的活動；4.其他有關的活

動。美國與加拿大學校事務人員學會（Association of School Business 

Officials of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提出學校總務行政之責任為:1.預算和

財政計畫；2.採購和供應的管理；3.建築計畫與興建；4.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5.人員的管理；6.在職訓練；7.建築的維修和管理；8.運輸；9.餐飲服務；

10.會計和報告；11.資料處理；12.獎學金；13.辦公室管理；14.教育資料管

理（Candoli et al.，1992）。 

一般公家機關單位總務行政與採購單位分開，但在學校因人員配置不

足總務人員必須擔任採購業務，在採購法第十一條第二款「主管機關得設

採購人員訓練所，統一培訓專業採購人員。」採購法第九十五條「機關辦

理採購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且採購法第四十條「機關之採購，得洽由

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上級機關對於未具專業採購能力之機關，

得命其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代辦採購。」所以如果學校總務人員

更換頻繁，可能導致學校採購人員均無法通過採購專業人員之培訓資格

時，是否此學校的採購均可委外辦理呢？如果學校採購人員要接受採購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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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時，學校總務人員大多為教師兼任，再來學校預算緊縮，學校所有人員

公差課務皆要自行處理。此種採購專業人員考試考上了責任背不完，且研

習課務皆要自行處理之下，如何鼓勵學校總務行政工作同仁要參加此種採

購專業訓練呢？此種採購專業人員培育制度不完善，而造成教師兼任的學

校總務工作人員對「採購法」缺乏專業之素養而誤觸採購法的案例頻傳。

所以學校總務人員如果無法通過考試或參加受訓時，是否可以全部委託他

人辦理採購，而學校總務單位可否不辦採購。這些均為上級機關與公共工

程委員等相關單位所要深思的問題。且九年一貫實施後所有的教師相關的

會議不斷領域召集會議、課程發展委員會議等，且在桃園縣又規定教師暑

假備課時數為三十五小時，寒假二十一小時，開學時段為十八小時以上。

教師不但要備課、領域統整、協同教學，還要自編教具、教材等，若同時

身兼學校總務人員時，其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目前學校辦理的採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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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學校總務

採購作業相當複雜繁瑣，很多採購皆屬經常性採購如文具紙張等。若縣府

採購單位進行採購時能以統一招標，共同供應的方式辦理，或各校辦理採

購可用共同供應契約的方式，如其他學校其招標的標地物為其需求者可依

共同供應契約方式來採購，如此不但可減少採購程序與人力上的浪費，更

能讓學校總務花多點心思在校園美化綠化與境教的佈置。 

參、採購法實施後學校發生案例之探討 

針對國民中小學實施採購法後所產生的缺失，在此就依縣政府採購稽

核小組稽核監察報告、廉政簡訊與審計室審核通知列舉以下四個案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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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一、案例一（資料錄自○○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稽核監察報告） 

採購案件名稱：購置體育及健康教育等設備 

稽核監督事項：採購過程是否符合規定 

內容： 

    （一）本案係學校運用○○市公所補助款計肆佰萬元，購置體育及健

康教育、生物教學器材、辦公傢俱集電腦相關器材，經九十年四月十三日

及五月九日二次開標，前次因只有○○企業行等二家投標，未達法定家數，

宣布流標。至第二次則計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等五家參與投標，其中

○○實業有限公司等兩家廠商因型錄不符，屬不合格廠商，由其餘三家廠

商競標，其中○○企業社以三百廿九萬為最低標且底價肆佰萬，其標價低

於底價故依採購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

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以內之最低標為得標廠商。」規定宣佈決標。 

    （二）本案再第一次公告期間曾有○○企業社書面提出異議，經校方

於開標前（四月十一日）予以當面釋疑在案，在第二次公告即未再提出。 

    （三）全案明顯屬於異質性採購，且部分涉及專利或獨家製造或供應，

除有採購法施行細則第廿三條「機關辦理採購，屬專屬權利或獨家製造或

供應，無其他合適之替代標地之部分，其預估金額達採購金額之百分之五

十以上，分別辦理採購確實有重大困難之虞，必須與其他部分合併採購者，

得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之情形外，不宜

合併採購，唯因屬同一經費來源，校方恐有分案之嫌且依本府八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府主一字第二六三五四九號函，說明二（二）「以公開招標方

式執行」，是故不論是否異質，是否涉及專利獨家，各校對補助款不論金額

多寡及採購內容如何，均一律採用公開招標，致與採購法規定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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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案所訂底價與補助金額一致，疑有未洽。請校方加強訪價，

以訂定合理底價。此外公告資料項中有多處填列不全，已當面告知改進。 

（五）除前述情形外，本案經稽核尚未發現有其他不法情形。 

其他建議事項： 

    （一）對前項稽核內容（三）所犯錯誤，為各機關學校普遍面臨的相

同問題，有必要作一釐清。 

    （二）經查有關「中央對台灣省各縣市政府計劃及預算考核要點」中

第四點第五款規定：關於議員所提建議事項，如涉及財物或工程之採購，

應由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負責以「公開招標」方式執行。是

故本縣各機關學校於接受議員補助款時，均會在公文上要求「不論金額多

寡，一律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之指示。 

    （三）唯查該要點經行政院主計處 90.2.27台九十處忠六字第○一六九

五號函示，該規定係為該處辦理縣市政府預算考核作業時之評量指標，其

遵行程度越高者，考核成績愈佳，與政府採購法中有關公開招標係屬強制

之限制規定有所不同。依主計處函示內容採購案仍應回歸採購法方為正辦。 

  （四）建請將此觀念釐清俾告知相關單位，以免再發生誤解函令而生

違反採購法之情事。 

二、案例二（資料錄自○○縣廉政簡訊） 

     （一）案情概述 

     ○○招標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電腦設備維護』採購案，第一次

招標採公開招標方式辦理，由於相關承辦人員未能事前詳盡規劃，在舊合

約期滿前方草率發包，遂大幅省略本案相關採購程序，誘因不甚熟稔政府

採購法令，誤解法條原意錯認凡經招標機關首長簽准之採購案件得一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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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採購，殊不此類採購並不適用政府採購法限制性招

標之相關規定。 

    （二）採購法執行之探討 

     本案部份招標過程、結果與現行政府採購法有所不符，現逐條列舉如

下： 

      1.本採購案件，再第一次公開招標十僅有一家廠商參與投標，因未

達法定家數遂宣佈流標，第二次辦理招標時該招標機關首長卻以『時間緊

迫』為由，逕在第一次採購紀錄表上批示改採限制性招標辦理，於採購程

序上顯有瑕疵。 

   2.承（1）所述「改採限制性招標辦理」部份，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

本案若改採限制性招標辦理採購，除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外，案

件本身也應符合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情形方得適用。 

   3.另有關底價核定程序部份，該招標機關之底價係由承辦人依預算

金額直接簽請首長核定，查與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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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之規定不符。 

   4.另關於底價核定時公文流程是否以「密件」處理等問題，亦應一

併留意，預防底價於決標前有洩漏之疑慮。 

三、案例三（資料錄自○○縣廉政簡訊） 

     （一）案情概述 

  ○○機關於九十年二月間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幼兒餐點採購案』，共

有四家廠商投標，經審標結果僅二家合格，另二家證件不符，由○○商行

得標，但經縣府稽核小組指派委員稽核發現，該案招標文件製作及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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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過程過於草率，以致錯漏頻生。 

    （二）採購法執行之探討 

  1.該機關於廠商資格審查方面，並無設置審查表，僅在標單上草草註

記，應予糾正。 

  2.開標紀錄之「決標過程」乙欄空白，不利於往後稽核監督等相關工

作之執行，且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第十之十八「決標紀錄記載不全」

之狀況。 

  3.刊載之招標公告廠商資格在要逕仍列有工程採購案所需之「承攬工

程手冊或業務手冊影印本」，明顯錯置，足見招標機關對於採購案的不用心

程度，也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第十三之二十條「以不具能力或經驗之

人員辦理採購。」之情形。 

  4.投標廠商之一因押標金不符規定而被宣告為不合格標，但招標機關

仍強行開啟標單封，並公告標價，開標程序毫無章法。 

四、綜合工程案例（錄自審計部台灣省○○縣審計室審核通知） 

機關名稱：○○縣政府 

審核事項：○○縣各國民中小學民國九十年工程案件辦理情形 

（預算金額在十萬元以上工程案件經費執行情形） 

（一）、收回事項 

  政府採購法第三十條規定：「機關辦理招標，應於招標文件中規定投標

廠商須繳納押標金；得標廠商須繳納保證金或提供或併提供其他擔保。」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第二十四條：「機關得視案件性質及實際

需要，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得標廠商於履約標的完成驗收付款前應繳納保固

保證金。其屬分段起算保固期者，並得分段繳納。」查○○國小辦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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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雖於投標須知第四十一條明訂得標廠商於竣工驗收後應繳交百分之

一之保固金，惟該校對於保固今未達二萬元者，引據「○○縣政府暨所屬

機關學校辦理營繕工程及購置訂製變賣財物補充要點」第二十條規定，均

未收取，合計達二四、四六八元，核有未合，應速予查明依合約規定妥適

處理。 

 

 （二）建議改善事項 

1.縝密規劃校舍工程興建，以提昇行政效能 

 （1）○○國小辦理○○國小新建校舍工程，由於未能就興建計劃作整體

考量規劃，而將學校校舍主體工程分段辦理發包，第一期承包商在施工期

間發生財務危機，部分施工用物料，已遭法院查封，截至調查時仍未完工，

但因本案各階段工程間界面之劃分欠當，第一期工程與第二期工程有交替

施工之情形，第二期承商即因施工界面應達到之施工標準與第一期承商間

有顯著之歧異，未能全面進場施工，工程因而延宕，然該校因年度預算執

行壓力，陸續發包剩餘工程，相關承包商都因主體工程未能完工而未進場

施作。本案計劃因學校未能妥善考量目前困境，仍依照既定時程通知各案

廠商施工，益增工程之複雜。本案工程延宕，固由於第一期工程承包商發

生財務問題，然由於學校本身行政人員大多由老師兼任，除行政工作外尚

須從事教學，工務行政本非所長，而又未能知所因應所造成。目前，該校

係與○○完全中學共用○○國小之舊校區，國小學童與高中學生擠在同一

狹小校區上課，作息顯有差異，彼此干擾，降低教學品質，宜速研擬改善

對策。 

  （2）○○國小活動中心新建工程係貴府列管之重大建設計劃之一，其執

行進度落後甚多，究其原因，在於決策反覆及行政程序費時。本案興建基

地內土地上包括有鄉有土地，在八十八年時，觀音鄉公所與學校均擬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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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興建活動中心，八十九年貴府與鄉公所協議，合併在同一地點興建，

樓層分別使用，原決議由鄉公所辦理發包，再鄉公所要求學校在土地使用

同意書用印時，貴府相關單位持異議，復於九十年四月由縣長召開協調會，

在交回教育局國教課，國教課責由學校辦理後，立即進行建築師公開遴選

等工作，而土地使用同意書發給鄉公所用印，延宕約五十日，造成建築執

照請領作業遲緩，卻於未取得建築執照時，即於九十年九月辦理招標，核

與「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作業要點第十八點」規定不符。本案由於決策

反復行政作業延宕，已造成計劃執行進度落後，嗣後允宜檢討改善。 

  綜上二案，係由於未能縝密規劃，以造成工程延宕，計畫執行落後情

事，請嗣後辦理此類興建校舍工程時，允宜審慎計劃，整體考量，並嚴密

審核興建計劃，以避免重蹈覆轍，提昇行政效能。 

    2.加強各校辦理採購人員之職前與在職訓練，以減少辦理採購缺失 

本室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擷取○○縣各國民中小學九十年度

辦理十萬元以上案件決標資訊，發現有高達百分之二十七點六之案件將勞

務或財物採購登錄為工程採購情事，調查結果，亦多有辦理程序未符政府

採購法相關規定，查政府採購法自公布施行，已逾兩年，惟各國民中小學

辦理採購案件，仍有頗多缺失，究其原因，在於各國民中小學辦理採購人

員多以老師兼任而非專任人員，且時有更迭，造成對於政府採購及履約過

程之相關行政程序並未熟稔，故建請貴府嗣後加強各校辦理採購或即將接

任採購之人員之職前或在職訓練，以減少辦理採購缺失之發生。 

3.加強工程品質作業，以確保學校工程品質 

學校工程宜建立工程品質管理制度或委由工程專責機關辦理。貴府將

各國民中小學之新設校工程，老舊校舍拆除改建等工程交由學校自行辦

理，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頒行之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工

程採購金額在五千萬元以上，須設置專責品管人員，施行工程施工品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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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惟工程採購未達五千萬元者，卻授權各主辦工程機關自行決定執

行品管應執行之程度，在五千萬元以下工程，各校大多未執行工程品管制

度，本市前曾於八十九年三月底辦理學校工程品質之專案調查，工程普遍

品質欠佳，本次調查，議發現○○國小工程執行並未順利，鑒於各校目前

辦理工程採購人員多由老師兼任，並非專業人員，對於工程品質之要求，

工務行政之相關法令及辦理程序多欠熟悉，宜由縣政府特別針對學校涉及

結構體之新設或拆除重建等工程，其未達五千萬元，建立分級之工程品管

制度，並將之列為投標文件之一，納入合約，據以執行，以確保學校工程

品質。 

（三）查明處理事項 

1.○○國小辦理○○文教活動中心興建工程，於九十年九月六日第一

次開標，底價訂定為七千二百五十萬元，四家廠商投標，經減價三次至七

千四百萬元後未能低於底價而流標，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機

關辦理採購，除本法令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依圖說、規範、契

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核定。」，本案未見有檢討前述訂定底價之參考因素有無變動，於九

十年九月二十五日第二次招標時，將底價調高為七千三百五十萬元，同樣

由前次最低標減價至七千三百一十九萬元整低於底價得標，比較該商兩次

報價，最大差異在結構體工程部分，在投標估價單內，該項第一次報價唯

一千六百七十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五元整，第二次報價較低為一千五百一十

五萬二千一百四十元整，為檢視其單價報價，第二次報價反較地依次報價

為高，本案調整底價未有依據，廠商報價有異常，期間有無圍標串通情事，

不無疑義，請查明有無不當情事並請列為貴府工程品質抽查小組選案抽查

之重點，加強查核。 

2.○○國小辦理○○鎮文中四、文中六、文中三地上物拆除整地及綠

化植栽工程，承攬廠商於九十年十一月八日已來函申報完工，學校於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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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一月十五日辦理驗收峻事，未製作驗收紀錄，有結算驗收證明書，已

辦理付款，植栽部分全部未付款。現場查證結果，工程中之植栽部分，除

撒草種乙項已施作依辦外，其餘大花紫藤等五項全未施工（植栽部分約占

全部工程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五），查本案尚未完成合約內所規定之項目，即

辦理驗收，難謂妥適。又驗收未製作紀錄，核與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二條「機

關辦理驗收時應製作紀錄，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之規定不符。未完成合

約規定之施工項目即應承包商之要求辦理驗收，核有未合，請查明未依規

定辦理之原因並追究相關人員疏失責任。 

（四）注意事項 

1.○○國小辦理之○○鎮文中四、文小六、文中三地上拆除整地及綠

化植栽工程，合約包含植栽部份，按一般工程慣例，由於植栽通常須經一

段時間之養護後，方能確定該植栽是否存活，故付款條件內應針對此一特

性加以考量，而有植栽種植後付部份款項，俟養護期滿後存活情形在尾款

之分段付款之規定。惟○○國小辦理本案，雖合約內對植栽部份有一年保

活養護期之規定，然付款方式，卻仍按一般工程規定，由設計監造建築師

按月核算進度計價付款，顯有未盡妥適之處，允疑審慎考量，妥善訂訂合

約相關條款。 

2.招標公告內容允宜注意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詳實刊登 

  （1）本次調查，自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網站下載，民國九十年一月

一日至十一月十四日期間，○○縣各國民中小學辦理之十萬元以上工程

案，計有一一三校二二一案，惟經檢視其內容有三十四校五十九案係將財

物或勞務採購務刊為工程採購，實地查證又發現○○國小一案，嗣後允宜

注意確實刊載，以確保統計資料之正確性。 

  （2）貴府已於八十九年制定○○縣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招標辦法，○○

縣各機關學校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案件，均應依該辦法辦理，抽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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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二校四案（○○國中九十年度教學大樓屋訂排水改善及校園水溝加蓋

工程、消防設備改善工程，○○國小九十年度校舍滲水修復工程、改善體

能遊戲安全設施工程）辦理未達公告金額採購案，等標期不足該辦法所訂

定五天之期限，嗣後應注意辦理。 

   （3）部分學校辦理工程採購所刊登之採購公告內容，仍有違反政府採

購法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等規定情事，

舉如僅限定親自領標，或將郵遞領標之規定隱藏於投標須知補充說明，令

對於親自領標及郵遞領標給予不同之期限等，宜請注意檢討改進。 

  （4）押標金額度超出法令上限，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民國九十年

八月二十四日以九０工程企字第九００三二０四七號令修正發布「押標金

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部分條文，其中第九條規定，押標金之額度

得為一定金額或標價之一定比率，一定比率以不逾標價之百分之五為原

則，查○○國小等校將押標金額度規定為不逾越預算金額之百分之十之某

依固定金額，經核算間有逾越前開規定額度情事，核有未合，嗣後應注意

辦理。 

  3.決標資訊宜注意政府採購法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函示確實

辦理 

    （1）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一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招

標，除有特殊情形外，應於決標後一定期間內，將決標結果隻公告刊登於

政府採購公報，並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無法決標者，亦同。」查核結

果除○○國中外其餘十一校均未依規定將決標結果書面通知各投標商。 

  （2）依據政府採購法第六十二條規定「機關辦理採購之決標資料，應

定期彙送主管機關。」復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報（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０三七九一四號函規定「機關辦理逾新台

幣十萬元以上之採購，自九十年一月一日起，決標資料彙報月報表及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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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表，各機關承辦採購單位應於決標當月之次月底以前，填製上開月報

表及月報明細表，送主計核章後，陳報機關首長核定後置於專卷保存。」

查核結果，計有○○鎮○○國小一案有遺漏未登錄決標資訊，○○國小一

案有超過一個月始登錄之情事。另○○國小、○○國小，未填製決標資料

彙報月報表及月報明細表等。 

  4.標價偏低案件，決標程序允應確實依照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及相

關解釋函辦理 

  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針對政府採購法第五十八條規定「機關辦理

採購採最低標決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總標價或部份標價偏低，顯不

合理，有降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知該廠

商提出說明或擔保。」，曾於民國八十八年八月二日以（八八）工程企字第

八八一一五七一號函示「機關如於招標文件中規定廠商以差額保證金作為

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之擔保者，亦應依照本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之程序辦

理」。另又於八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０一四０六０

號函示「投標須知第二十九條對於標價偏低，即應繳納差額保證金及以差

額保證金取代履約保證金之處置，與本法第五十八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七十

九條、第八十條規定不符」。○○國小與○○國小均於投標須知內規定廠商

報價低於底價百分之八十時即逕行繳納差額保證金，另○○國小要求投標

廠商填具「投標廠商繳交差額保證金切結書」，再標比低於百分之八十時，

逕行繳納差額保證金乙節，均與法令規定不符。 

     5.驗收結案，應注意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一條、施行細則第九十二條規

定，覆實辦理 

  （1）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九十二條第一款「廠商應於工程預定竣工

日前或竣工當日，將竣工日期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及機關。機關應即會同監

造單位及廠商，依據契約、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及數量，以確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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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竣工。」查核結果，十二校四十二案廠商通知竣工後，機關均未會同監

造單位及廠商作竣工確認，與前開規定不符。 

    （2）○○國小辦理○○鎮文中四、文中六、文中三地上物拆除整地及

綠化植栽工程填寫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內結算總價以契約金額扣除地依

次估驗款後填寫，核與該結算驗收證明書說明五，結算總價之計算方式為

契約金額增加金額減減少金額減驗收扣款有違。 

  （3）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九十二條第二款「工程竣工後有初驗程序

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監造單位應於竣工後七日內，將竣工圖表、工

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規定之其他資料，送請機關審核。機關應於收受全部

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初驗，並作成初驗紀錄。」，查本次調查各校已完

工各案，均未繪製竣工圖，核與前述規定不符。 

  6.○○國小辦理採購案件時，主計人員參與會核底價，核與政府採購

法第四十六條「機關辦理採購，除本法令有規定外，應訂定底價。底價應

依圖說、規範、契約並考量成本、市場行情及政府機關決標資料逐項編列，

由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定。」之規定不符。 

  7.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第一款「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明訂廠商執行

品質、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

驗標準。」查○○國中辦理窗簾安裝工程內，對於工程最主要之項目－窗

簾期材質及應達到之防火防煙耐燃等並未訂定規範，核與前開規定不符，

嗣後應注意妥善辦理。 

     8.抽核各校未達公告金額各工程之監工日報表，多未覆實填寫，或以

廠商填寫之工作日誌替代，核與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八十九年七月十三

日（八九）工程企字第八九０一七七八七號函規定，間公園應填寫監工日

報表，並將之納為採購法一０七條規定應保存之文件不符，嗣後應注意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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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採購法實行至今已屆滿三年，採購法第九十五條明訂「機關辦理

採購宜由採購專業人員為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雖積極辦理採購專

業人員之研習與採購專業人員考試與認證，但因各縣市的名額有限，分配

至各國中小時往往僅剩一個名額，甚至分配不到。學校之教師應以教育為

目的，但是身為總務人員即必須兼辦採購業務，如此沒有接受任何研習與

受訓下豈能辦妥採購作業，又如何能提昇採購效益。因而採購效益不彰，

甚至觸法行為，畢竟他們只是制度下的犧牲品，豈能予以處分（王興昌，

2001）。所以學校總務人員對採購法相關規定的不熟悉，以致招標、決標與

驗收中發生過多的錯誤，如此不但使採購效益的降低，更造成標案的流標

廢標甚至廠商提出申訴異議等這均是時間與公帑浪費的行為。 

 

肆、國內政府採購法之相關研究 

政府採購法實施以來，對採購法的制度方面、執行與效益之研究很

多，但對採購人員運作影響之研究仍處於萌芽時期，但對政府採購法實施

後對國中小總務行政之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有關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對採購

人員運作影響的相關文獻整理如下： 

林慶隆（1997）對我國政府採購審計之研究中指出：我國舊有政府採

購法審計方式及法令存有許多問題，均有改革之必要。其改革之建議首應

建立完整之採購法規及管理監督架構，並修改審計法令，改進審計方法與

技術，以提高政府審計之積極性功能，而政府採購更需就制度面、法令面

及執行面，全盤予以檢討改進，建立整體性、前瞻性之採購制度。以落實

行政革新提高國家競爭力。 

林清波（1997）對政府採購法與提升採購績效的研究中發現無論是業

務單位或採購單位，均需熟悉政府採購法，如此才能確實、公平執行採購

法，並達到採購法之精神與目的，所以訓練專責的相關人員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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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志祥（1998）在「現行公共工程招標制度與採購法招標制度之比較

研究」中發現：採購法確實對於招標效率及公平性之提昇有積極且正面之

影響。例如底價由機關訂定底價，由規劃、設計、需求或使用單位提出預

估金額及其分析後，由承辦採購單位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不

再由主辦、上級機關與審計機關會核。如此不但可以減低公文會簽往返所

耗費的時間，而且可以增加採購的效率。由規劃、設計與使用單位比較瞭

解其規劃與所需之採購為何，對於底價的訂定也比較公平合理。另如第一

次招標如投邀廠商合招標文件之規定投標之最低價超過底價時可依照政府

採購法第五十三條之規定辦理比減價等做法，如此一來可以減少重複採購

所要耗費的人力及物力。提升採購的時效性與效率。過去採購往往等採購

單位採購驗收後，早已過期時效或採購的物品已不符合時代的需求。故政

府採購法的實施比舊有公共工程招標制度較利採購之效率與其公平性。 

陳文雄（1999）指出政府採購法制定之精神，是在建立專家採購的基

礎上，以工程與採購的專業判斷，則專家採購的精神要能真正落實，必須

在採購行政組織大力改革，同時訂定一套慎密之作業規範與內部監督體

系，才能真正實現採購之公平公開的程序。其針對目前採購弊端的發生中

探討其主要原因大多為採購單位與採購人員對法規的不熟悉而常常造成採

購人員違法而不自知的情形產生。故其提出政府採購法要落實其制定之精

神與其公平性，必須建立在採購人員的專業基礎上。 

周肇熙（1999）在其研究中發現，若要提升政府採購品質，則應建立

政府機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支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

保採購品質，政府各機關之採購人員，必要熟悉其法規，檢討相關作業以

因應調整。唯有建立專業之採購人員，配合良好的採購政策與制度，方可

有效提昇政府採購的品質。 

李豐光（1999） 在「我國政府採購人員教育訓練需求評估及實證調查

之研究」中發現：1.採購人員無法完成工作績效的五個原因為專業知識不

足、外力干預、道德操守不佳、法規難以配合與預算執行困難。在不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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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性質、機關型態、年資多寡、學經歷高低、科系背景之採購人員在達成

採購績效目標有顯著的差異。研究者建議應針對不同工作年資、學經歷背

景在「採購規格與品質」、「採購制度、方法與流程」、「採購相關法律規定」

與「合約製作要項」等方面作不同性質的採購人員訓練。 

羅昌發（2000）認為政府採購法是一部經常性適用的法律，經驗累積

極為迅速。採購法實施兩年之間，已有諸多實務性的問題及案例，能提供

政府採購法在修正與實用上相當多的意見。由於政府採購法相對於實施前

的制度，有許多新創，其實施情況如何，有必要進行檢視政府採購法的正

當性。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事情，如何讓採購人員能夠專心從事採購業務，

不會受到無端懷疑或追訴的風險，為各採購機關所普遍關心。除此之外，

採購專業人員的需求也是影響採購效率與公平性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如何

能確保各機關可以吸引優秀的採購人員從事採購事務，以及如何保障其進

行專業判斷後不會受到他人的質疑，亦是各採購人員所關心的重要議題之

一。 

王興昌（2001）在「實施政府採購法之檢討以桃園縣轄工程採購為例」

中發現：在採購制度實行的過程中，廉明的採購環境之建立必須由各機關

學校共同努力支持與配合，才能落實。桃園縣各機學校的採購人員能將使

用採購法規能完全融會貫通者，不到三分之一。王興昌認為機關辦理採購

宜由專業人才為之，其辦法由考試院訂定之，為本法第九十五條所明訂，

本法實施至今，未見考試院有所行動，僅由公共工程委員會，短暫受訓代

替之，在縣轄市內，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有專責人才，但學校及附屬機

關，均無專責人才，尤以學校之老師是以教育為目的，但只要是兼任到總

務工作者均需辦理採購業務，期以教師知背景又無受過採購專業之訓練又

豈能辦妥採購作業，提昇採購效益，因採購效益不彰，甚至觸法之行為發

生時，畢竟他們是制度下的犧牲品，豈能予以處分。研究中發現有百分之

六十六的專家學者認為學校單位總務人員不適合辦理工程採購作業，且有

百分之三十九的專家學者認為極不適合。依採購人員管理辦法第六條至第

十一條明訂採購之非主管人員及主管人員應受專業訓練，並取得資格者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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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擔任之，同法第二條規定，非採購專業人員，僅得辦理公告金額以下之

採購。而學校單位無採購專業人員，且學校辦理採購，除採購法明文規定

需報上級機關核准之採購作業外，其餘均有機關首長，即校長核定即可，

但學校採購人員非專業人員，亦無工程背景。故如何加強學校採購人員之

進修、訓練為當務之急。其研究中發現採購機關與廠商皆認為政府採購法

實施後採購之作業環境較實施前公開、透明和公平。且認為採購法實施後

採購機關對綁標行為已減至最低，但卻未達最低標準。 

廖炳雄（2001）在「政府採購法實施對採購人員運作影響之研究」結

果中發現：有百分之六十五點一八的國立大專院校採購人員認為採購法實

施後其工作能力有提升、有百分之九十國立大專院校採購人員認為採購法

實施後其工作壓力有增加且有百分之八十八點九七國立大專院校採購人員

認為採購法實施後工作責任增加。在不同年資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法實施

後工作成就感增加的比例有顯著差異。不同年資的採購人員對利益迴避有

保障分析有顯著差異。且發現女性採購人員認為採購法實施後其採購作業

環境更具有挑戰性。大學以上的採購人員同意政府採購法後採購作業有明

顯的改善。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學歷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法實施對工作

更具挑戰性的認定有顯著差異。在工作壓力方面，國立大專院校採購人員

認為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其工作壓力有增加的占百分之九十，其主要原因為

需求單位對採購法不瞭解而引起衝突和作業程序增加。採購品質方面，有

百分之四十五的採購人員表示其採購品質沒有提升，百分之六十一的採購

人員認為採購效率沒有提升。在其研究中發現強化專業執行能力、訂定專

業人員辦理採購人員辦法。將不適任者轉調非採購職務與公開表揚績優採

購人員有提高採購人員士氣其必要性。 

吳淑琪（2001）在其研究「雲嘉南地區國民中小學總務主任角色期望、

角色踐行與工作滿意之研究」中發現：總務主任本身之工作滿意整體以及

各層面而言，大致偏向於「滿意」的程度。且國民中小學校長、總務主任

對總務主任角色期望的六個層面（包括總務一般性工作之規劃與推展、設

施安全之維護與校外關係、營繕採購與經費、計畫執行與學校財務及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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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主管督導與考核、幕僚輔助）皆屬「同意」程度；在角色踐行方面

（與角色期望之分層面相同）皆偏向「大致做到」的評價。校長與總務主

任對總務主任的角色期望達顯著差異。在角色踐行方面僅「營繕採購與經

費」層面之意見有差異；校長本身與總務主任本身對總務主任的角色期望、

角色踐行之間的差距，則達顯著的差異。在 36歲以上且位於一般鄉鎮地區

的校長在「計畫執行與學校財務及財產管理」分層面上，對總務主任的角

色期望較高。 在「主管督導與考核」分層面上未滿 5年、以及學校班級數

在 13-48 班的總務主任對本身的角色期望較高。在「設施安全之維護與校

外關係」分層面上，擔任校長年資 5年（含）以上且年資未滿 10年以及位

於市區的國小校長對所知覺的總務主任角色踐行較高。年齡在 36歲以上男

性且市區的國小總務主任對本身的角色踐行評價較高。36歲以上男性且師

範學校、師專畢業或一般大學畢業以上之總務主任對於工作滿意較高。 國

民中小學總務主任的角色知覺差距與工作滿意程度整體具有負相關，換言

之，角色知覺差距愈低，工作滿意的程度就愈高。從校長與總務主任角色

踐行中之「營繕採購與經費」層面上的意見有所不同，以及總務專業知識

的缺乏。因此，研究者建議師資培育機構能加強總務人才的專業訓練，協

助指導國民中小學總務主任或是使國民中小學總務主任本身對於總務工作

能夠更快進入狀況，避免因為專業性的工作如營繕採購等問題，不知該詢

問誰，而造成困擾，而總務工作經常會涉及一些相關法令，當相關法令更

新時，往往會因為一時的疏忽或不知而有誤觸法網的危險。而其研究中發

現雲嘉南地區國民中小學校長與總務主任對總務主任之角色踐行，會隨著

學校屬性（及國中或國小）、性別、年齡、學歷、年資、任教地區和學校班

級數不同而有所差異。 

劉順仁（2001）發現：採購案件的性質若有分期、分段、分批購買等

特性者，則易導致分標現象的產生。再者，在有意以分標方式規避公開招

標的縣（市）採購機關中，對於新制度的熟悉度確實會影響其採購行為。

分標現象的產生固然會受到採購案件性質的影響，但採購機關對於新制度

的接受度及態度才是決定分標現象的主要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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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翠蘭（2002）在「影響私校大學採購作業之因素研究」中發現：各

私立大學多半已有明確之流程及規範，但在執行面保有自主彈性。就決標、

採購金額、交貨品質與時程而言，各校採購成效普遍良好，但人員仍有外

力干預與作業時間不足的壓力。各校主管均鼓勵採購作業電子化，對採購

作業電子化（EC）的看法，有無經驗者差異較大，故研究者肯定教育訓練

對採購人員的價值。在採購作業程序中比議價及決標較易承受外力干預壓

力之採購階段有助益，但各校之採購人員否定政府採購法對的效能。各校

現職採購人員素質相似度高，且都認為若能善用網路環境有效整合採購需

求，跨校合作應能收經濟規模之功效，並且提升採購作業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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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發現：國立大學校院採購人員，對整體業務認知皆

有相當高的瞭解程度，對整體工作壓力的感受達到中等以上程度。在性別與

教育背景不同的採購人員對業務認知瞭解程度無顯著差異，如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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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別、年齡、教育背景的採購人員對工作壓力的感受程度無顯

著差異，如職務官等委任、承辦採購年資 1-2年的採購人員對工作壓力的感

受程度較高。採購人員的業務認知瞭解與工作壓力感受之間有負向的相關，

即採購人員的業務認知瞭解程度越高，工作壓力感受程度越小。 

吳俊瑩（2002） 在「國民小學總務主任學校營繕工程實務工作知能之

研究」中發現：普遍來說國民小學總務主任具備學校營繕工程實務工作知識

因擔任總務主任年資的不同而有差異。但國民小學總務主任具備學校營繕工

程實務工作知識和技能的情況尚稱良好，但仍有不足之處尚待補強。國民小

學總務主任具備學校營繕工程實務工作技能可能因不同學歷及擔任總務主

任年資不同而有差異。國民小學總務主任辦理學校營繕工程時，會遭遇到許

多瓶頸，但他們會運用實務經驗中獲得的訣竅來使工作順利進行，對於學校

營繕工程的工作認為應朝專業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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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學校採購人員，對整體業務認知皆有較高的瞭解程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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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工作壓力感受到普通的程度。不同性別、學歷背景的台東縣學校採購

人員對業務認知程度無顯著差異，年齡 36-50 歲、職務薦任及年資 2 年以

上的採購人員對業務認知程度較高。且不同性別、年齡、學歷的台東縣學

校採購人員對工作壓力感受程度無顯著差異，職等委任及業務年資 1-2 年

以上的台東縣採購人員對工作壓力感受程度程度較高。台東縣學校採購人

員的業務認知程與工作壓力感受之間有負向的相關，即台東縣學校採購人

員的業務認知程度較高，其工作壓力感受程度就越小。 

蕭進益（2002）在「基層採購發包事務及工程專業人員工作壓力之研

究」中發現：有八成以上的受訪者感受到壓力最大者為「來自於司法調查

單位的壓力」最  大，其次是「來自於採購發包工作特質的壓力」與「來自

於惡質地方政治生態的壓力」。職務工作本身所發出來的各種壓力源之感受

影響因素，有百分之七十六的受訪者感到「家庭生活受到干擾」的因素最

大，其次為「個體因素的影響」。 

黃國軒（2002） 在「我國高級職業學校總務主任職責、專業素養與專

業態度之研究」中發現：不同「性別」與「服務年資」問卷調查法對高職

總務主任職責項目意見有顯著差異。且不同「年齡」與「教育程度」高職

總務主任對相關法令與招標流程的專業素養意見有顯著差異。不同「教育

程度」、「服務年資」與「職務」對經費之運用之專業素養意見有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的研究與探討不難發現，採購人員可能因性別、年齡、學經歷與

擔任職務年資不同而影響其採購的效率、對法規的認知與績效目標的達成。 

吳淑雲（2001）在嘉南地區國民中小學總務主任角色期望、角色踐行

與工作滿意之研究中可瞭解校長與總務主任對總務主任角色期望有顯著的

差異，且因班級數不同期角色期望也有所不同。在縣市別與學校所在地方

面，因為台東縣、台中縣與雲嘉南地區的國中小採購人員的壓力或總務主

任的角色期望、角色踐行與工作滿意均有研究報告，在台北縣、台北市、

桃園縣、新竹縣與新竹市對國中小之採購人員的研究相當缺乏，桃園縣雖

有相關之研究報告但也僅對工程採購為主要的研究範圍。故研究者為了要

瞭解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國中小之採購人員之執行政府採購法之結果是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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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與學校所在地區之不同而有顯著之差異，故本研究將學校所在地與

縣市別做為研究變項。 

影響執行政府採購法後之因素有很多，由以上研究我們可瞭解主要的

因素可能有：1.專業知能 2. 採購效率是影響採購制度實施是否落實，能否

提升採購品質的關鍵因素 3. 採購公平性 4.採購法實施後採購人員的壓力

增加也是各採購單位所關心的議題之一。針對這四個影響採購結果的因素

做下列分析： 

    （一）專業知能方面： 

    採購人員是影響採購政策最大的關鍵，採購人員對法令的熟悉與否是

提升採購效能與落實採購制度實施的最大因素，更是提升政府採購績效與

採購品質的要件。故建立專業採購人員訓練制度與增進採購人員的專業知

能。讓學校知採購人員均能熟悉法規，檢討其相關作業缺失，建立一套採

購作業的規範與監督系統實為當務之急。 

   （二）採購效率方面： 

舊有稽查條例所以會改革成現有的政府採購法，除其時代與社會的需

求外。最重要的是採購效率低落為其主要的原因。以往採購公文往來頻繁。

層層蓋章，但卻是個個推諉卸責。採購法實施後將審計與採購制度分開，

審計機關採隨時查核方式進行，如此不但可增進採購的時效性，而且可以

節省採購單位的人力與物力。其也是採購法為因應時代的需求與社會變遷

的目的之一。 

（三）採購公平性方面： 

過去採購所以弊案不斷，無端遭受他人的懷疑與追訴。其主要原因除

了採購人員專業性不足外，即是採購的公平性遭受到他人的質疑。圍標、

綁標、洩露底價等案件頻傳。故如何建立一套公平、公開的採購程序是採

購法的重要精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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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採購人員的壓力方面： 

過去採購人員的壓力主要來綁標、圍標的情形發生。現今的採購人員

壓力是來自採購環境不良，採購之專業行為無端受到他人的質疑是採購人

員的壓力來源。在蕭進益（2002）對基層採購發包事務及工程專業人員工

作壓力之研究中指出採購發包事務人員的工作壓力源有：1.來自於相關法

令變動的壓力。2.來自於採購發包工作特性的壓力。3.來自於惡質的地方政

治生態。4.來自於內再衝突的壓力。5.採購發包事務人員對壓力源感受之影

響因素。6.採購發包事務人員工作壓力之衝擊。7.採購發包事務人員工作壓

力之調適。但何種因素與情形是造成國中小採購人員壓力的主要來源是本

研究探討的重點因素之一。 

學校採購人員是提供學生學習環境、老師教學環境與設備的良窳，更

是學校發展與教學環境承辦的關鍵。但在政府採購法對學校總務行政實施

的研究探討確是非常少，而政府採購法對國中小學校總務行政實施的研究

探討更是沒有。教育是國家的根本與國家的希望，國中小教育是一切教育

的基礎，旨在培育健全的國民，促進國家的全面發展。提供學生良好的學

習環境與教學設備，方能讓學生快樂、有效、幸福的學習。總務工作行政

之效能足以影響學校本位、學校特色的發展與學生學習環境。所以本研究

擬以量的研究方法來了解政府採購法實施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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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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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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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北區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實施採購的過程中所面臨

的問題及其因應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