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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對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與新竹市之國中小採購

人員進行問卷調查所得的資料，進一步加以分析與討論。全章共分為三

節：第一節為問卷基本資料分析；第二章為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與討論；第

三節為開放式問題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問卷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於 2003年 3月初開始進行施測，共發出問卷 1340份，回收 1183

份，有效問卷共 1172 份（詳如表 4-1）。依問卷回收的結果，本研究對象

之背景分佈情形如表 4-2所示。研究者在回收研究問卷時發現偏遠地區（尤

其是國小）沒有事務組長與會計人員的編制，故造成許多學校是會計人員

是由幹事或學校護理人員來兼任，而事務組長則由總務主任一人兼任二

職。此種情形會阻礙學校採購人員專業化的推動。 

 

表 4-1：問卷回收概況表 
縣市別 發出學校 

數(校) 
發出問卷 
數(份) 

回收問卷 
數(份) 

回收百 
分比(%) 

有效問卷

數(份) 
臺北縣 80 320 282 88.15 276 
臺北市 90 360 302 83.89 302 
桃園縣 100 400 370 92.50 370 
新竹縣 40 160 140 87.50 138 
新竹市 25 100 87 89.00 87 
總 計 335 1340 1183 88.28 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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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有效樣本基本資料彙整表 
變項名稱 次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性別    
  1.男性 578 49.3 49.3 
  2.女性 595 50.7 100 

合計 1173 100  
年齡    

1.試探期（30歲以下） 34 2.9 2.9 
  2.投入與紮根期（31-40歲） 334 28.5 31.4 
  3.資深期（41-50歲） 566 48.3 79.7 
  4.準備退休期（51歲以上） 239 20.4 100 

                      合計 1179 100  
擔任職務    
  1.校長 291 24.8 24.8 
  2.會計主任 284 24.2 49 
  3.總務主任 330 28.1 77.1 
  3.事務組長 268 22.8 100 

合計 1173 100  
最高學歷    
  1.研究所（含）以上 158 13.5 13.5 

2.研究所 40學分班 305 26.0 39.5 
  3.師大、師範或教育學院 207 17.6 57.1 
  4.一般大專院校 435 37.1 94.2 
  5.其他 68 5.8 100 

                      合計 1173 100  
擔任職務年資    
 1.3年（含）以下 451 38.4 38.4 
  2.4-8年 259 22.1 60.5 
  3.9-14年 185 15.8 76.3 
  4.15年（含）以上 278 23.7 100 

                    合計 1173 100  
學校規模    

1.17班（含）以下 316 26.9 26.9 
2.18-26班 130 11.1 38 
3.27-35班 154 13.1 51.1 
4.36-44班 142 12.1 63.2 
5.45-53班 99 8.4 71.6 
6.54-62班 115 9.8 81.4 
7.63班（含）以上 217 18.5 100 

                     合計 1173 100  
學校所屬地區    

1.城市（省轄市、縣轄市） 642 54.7 54.7 
2.鄉鎮 361 30.8 85.5 
3.偏遠地區 170 14.5 100 

                     合計 1173 100  
學校所屬縣市    

1.臺北縣 276 23.5 23.5 
2.臺北市 302 25.7 49.2 
3.桃園縣 370 31.5 80.7 
4.新竹縣 138 11.8 92.5 
5.新竹市 87 7.4 100 

合計 1173 100  
否在 88年月 1日前擔此職務    

1.是 570 48.6 48.6 
2.否 603 51.4 100 

合計 117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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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填答者之性別方面，本次研究中男性填答者為 578 人，占

49.3%，女性填答者則有 595人，占 50.7%，在抽樣的男女比例上適當。 

 

  男性

  女性

50.7% 49.3% 

圖 4-1：性別百分比分佈圖 
 
 

在年齡方面，人數最多者為資深期（41-50歲）之填答者，有 566人，

占總人數之 48.3％；投入與紮根期（31-40 歲）之填答者則有 334 人，占

28.5％；準備退休期（51歲）之填答者有 239人，占 20.4％；最少之組別

為試探期（30歲以下）之教師，只有 34人，僅占 2.9％。 

 

試探期（30歲以下）

  投入與紮根期（31-

40歲）

  資深期（41-50歲）

  準備退休期（51歲

以上）48.3%

20.4% 2.9% 28.5%

 
 

圖4-2：年齡百分比分佈圖 
 

 89



 
政府採購法對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影響之研究 

在擔任職務方面，人數比率大致相當。其中，校長有291人，占總人

數之24.8％；會計主任有284人，占24.2％；總務主任有330人，占28.1％；

事務組長有268人，占22.8％。在許多偏遠小學因無事務組長之編制，造成

事務組長人數比率有稍低之情形。 
 

  校長

  會計主任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22.8% 24.8%

28.1% 24.2%

 
圖4-3：擔任職務百分比分佈圖 

 

在最高學歷方面，人數最多者為一般大專院校畢業之採購人員，有435

人，占總人數之37.1％；研究所40學分班畢業填答者有305人，占26.0％；

師大、師範或教育學院畢業者有207人，占17.6％；研究所（含）以上畢業

者有158人，占13.5％；其他（如高中、高職）畢業者有68人，僅占5.8％。 

 

  研究所（含）以上

研究所40學分班

  師大、師範或教育

學院

  一般大專院校

  其他

13.5%

26%
17.6%

37.1%

5.8%

 
圖4-4：最高學歷百分比分佈圖 

 

 90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在擔任職務年資，人數最多者為擔任職務年資三年（含）以下之採購人

員，有451人，占總人數之38.4％；由此可知採購人員更換率非常頻繁。其

次是職務年資4至8年者有259人，占22.1％；職務年資9至14年者有185人，

占15.8％；而職務年資15年（含）以上者有278人，占23.7％。 

 

3年（含）以下

  4-8年

  9-14年

  15年（含）以上

22.1%

38.4%

15.8%

23.7%

 
圖4-5：擔任職務年資百分比分佈圖 

 
 

   在學校規模方面，17班（含）以下的填答者人數最多，有316人，占總

人數之26.9％；18至26班的填答者者有130人，占11.1％；27至35班的填答

者有154人，占13.1％；36至44班的填答者有142人，占12.1％；45至53班

的填答者有99人，占8.4％；54至62班的填答者有115人，占9.8％；63班（含）

以上的填答者有217人，占18.5％。 
 

17班（含）以下

18-26班

27-35班

36-44班

45-53班

54-62班

63班（含）以上

26.9%

11.1%
13.1%12.1%

8.4%

9.8%

18.5%

 
圖4-6：學校規模百分比分佈圖 

 91



 
政府採購法對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影響之研究 

在學校所屬地區方面，屬城市（省轄市、縣轄市）的採購人員人數最

多，有642人，占總人數之54.7%；其餘屬鄉鎮之探購人員有361人，占

30.8%；屬偏遠地區者有170人，占14.5%。 

 

城市（省轄市、縣轄市）

鄉鎮

偏遠地區

54.7%14.5% 

30.8%

圖4-7：學校所屬地區百分比分佈圖 

 

在學校所屬縣市方面，因各縣市的大小與國中、小校數不同（如：臺

北縣國小207所、國中63所，共270所；臺北市國小152所、國中61所，共

213所；桃園縣國小174所、國中47所，共221所；新竹縣國小81所、國中

27所，共98所；新竹市國小29所、國中10所，共39所），故抽樣時便依照

縣市所含學校數來進行分層抽樣。樣本之分配為：臺北縣的採購人員有276

人，占總人數之23.5％；臺北市的填答者有302人，占25.7％；桃園縣的填

答者有370人，占31.5％；新竹縣的填答者有138人，占11.8％；新竹市的填

答者有87人，占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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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

台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7.4%
11.8% 23.5%

25.7% 31.5% 

圖4-8：學校所屬縣市百分比分佈圖 
 

 
為了瞭解採購法施行前後是否有顯著的差異，本研究將填答者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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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類。「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就已擔任總務

工作職務者」的填答者有570人，占總人數之48.6％；「民國88年8月1日前

未曾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的填答者則有603人，占總人數之51.4％。 

是

否

48.6%

51.4%

 
圖4-9：在民國88年月1日前是否擔此職務百分比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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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統計分析與討論 

本節旨在對本研究之假設驗證結果進行分析與討論。藉由不同背景變

項與環境變項之分析來瞭解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對我國國民中小學總務行

政之影響情形，也即要探討不同背景之學校相關採購人員（包括校長、會

計、總務主任與事務組長等）其對學校採購過程中「專業知能」、「採購

效率」、「採購公平性」、與「採購人員壓力」四大層面之看法是否不同。 

在統計方法的使用上，本節將依背景變項的特性而有差異。其中，在

「性別」變項將採用 t 檢定來進行顯著性考驗，以瞭解不同性別之學校採

購人員之看法是否不同。在「年齡」、「擔任職務」、「學歷」、「職務年資」、

「學校規模」、「學校所在地區」、「學校縣市別」等變項則採用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One-way ANOVA)來進行顯著性考驗，以瞭解不同年齡、職務、學

歷、年資、學校規模、不同服務學校地區、不同學校所屬縣市之學校採購

人員，其對政府採購法對學校影響情形的看法是否有差異。一旦達統計上

顯著水準，研究者進一步採用薛費法（Scheffé method test）來進行事後比

較，以進一步瞭解造成差異之組別為何。以下依學校採購人員之資料分為

背景變項和環境變項來進行統計考驗過程的分析與討論。 
 

壹、背景變項方面 

一、 就性別而言，不同性別之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法後實施之看法

有顯著之差異。 

研究者以性別為自變項，「專業知能」、「採購效率」、「採購公平

性」、「採購人員壓力」為依變項，採用 t 檢定來驗證此一假設是否成立。

表4-3中所列為男女採購人員在「專業知能」、「採購效率」、「採購公平

性」、「採購人員壓力」問題上之基本統計量；檢驗結果另列於表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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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不同性別之學校採購人員對相關問題看法統計量表（M，SD ＆ SE） 
 樣本數Ｎ 平均數Ｍ SD SE 

專業知能 
男 性 
女 性 

578 
595 

41.40 
40.60 

4.302 
4.867 

.179 

.200 

採購效率 
男 性 
女 性 

578 
595 

24.68 
24.98 

5.246 
5.048 

.218 

.207 

採購公平性 
男 性 
女 性 

578 
595 

35.58 
34.89 

4.076 
4.088 

.170 

.168 

採購人員壓力 
男 性 
女 性 

578 
595 

37.62 
37.29 

3.916 
3.799 

.163 

.156 
 
 
表4-4：不同性別之採購人員對相關問題平均數差異檢定結果 

Levene’s test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s 
 

 
 

F  
 

Sig. 
 

T 
 

df 
 

MD
 

SED

95﹪CI of Dif.
Lower   Upper

專業 
知能 9.233 .002 2.958** 1160.7 .79 .268 .267 1.319

採購 
效率 .625 .429 -.992 1171 -.30 .301 -.888 .292

採購 
公平性 .004 .950 2.932** 1171 .70 .238 .231 1.167

採購人

員壓力 1.153 .283 1.459 1171 .33 .225 -.113 .771

**p<.01 
 

由表4-4可知，不同性別之採購人員對於「專業知能」與「採購公平性」

的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t=2.958，p<.01；t=2932，p<.01），這表示不同

性別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於「專業知能」與「採購公平性」的看法也有

所不同。從表4-3中可知，就「專業知能」層面，男性採購人員對於「專業

知能」的看法比女性採購人員高，也即男性採購人員大體上對學校採購人

員之之專業知能之肯定程度較女性採購人員高。此與鍾永昌（2002）對台

東縣學校採購人員業務認知與工作壓力之研究結果相符。該研究發現男性

採購人員在「招標」、「決標」、「履約管理」、「爭議處理」及「整體

業務認知」各層面的瞭解程度較女性採購人員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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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3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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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採購人員之態度則較保守。 

而不同性別之採購人員在「採購效率」、與「採購人員壓力」的看法

均未達統計顯著水準；換言之，不同性別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與「採

購人員壓力」的看法並沒有差異。這與蔡先口（1985）、江鴻鈞（1995）、

吳宗立（1996）與曾吉雄（2000）等人之研究發現工作壓力並不受性別的

影響的結果相同。廖炳雄（2001）的研究也發現男性採購人員與女性採購

人員再政府採購法實施後工作壓力並無顯著差異。 

 

二、就年齡而言，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執行政府採購法後之看法有顯

著差異。 

在年齡變項方面，研究者將採購人員年齡區分為「30歲(含)以下(試探

期)」、「31歲~40歲(投入期與紮根期)」、「41歲~50歲(資深期)」、「51

歲(含)以上(準備退休期)」等四組，並以one-way ANOVA考驗四組不同年

齡之採購人員其對學校採購行為中「專業知能」、「採購效率」、「採購

公平性」、與「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是否也不同。 

（一）假設2-1：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層面之看法有顯

著差異。 

由表4-5可知，四組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其在「專業知能」之看法上

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之看法也有所

不同（F=2.738），故假設2-1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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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準

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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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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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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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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顯著高於其他年齡

層之採購人員。 

 
表4-5：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與「專業知能」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173.949 3 57.983 2.738*
組   內 24757.010 1169 21.178  
總   和 24930.958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試探期 
投入與紮根期 
資深期 

準備退休期  

J   試探期
－ 

投入與紮根期

-.14 
－ 

資深期 
.06 
.20 
－ 

準備退休期

-.94 
-.81 

-1.01* 
－ 

*p<.05 

     
（二）假設2-2：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層面之看法有顯

著差異。 

由表4-6可知，四組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效率」之看法上

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之看法並沒

有差異，故假設2-2未獲得支持。 

 
表4-6：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與「採購效率」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185.342 3 61.781 2.341
組   內 30853.908 1169 26.393 
總   和 31039.250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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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2-3：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層面之看法有

顯著差異。 

由表4-7可知，四組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公平性」之看法

上達統計顯著水準（F=3.833，p<.05），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

購公平性」之看法也有所不同。假設2-3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不種年齡組別之採購人員其看法

差異程度並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也即各組之間的看法雖有差異存在，但差

異情形不大。  

再者，四組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程度由高而

低分別為「30歲(含)以下(試探期)」、「31歲-40歲(投入期與紮根期)」、「51

歲(含)以上(準備退休期)」、「41歲-50歲(資深期)」。 
 
表4-7：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與「採購公平性」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191.449 3 63.816 3.833**
組   內 19464.403 1169 16.650  
總   和 19655.852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試探期 
投入與紮根期 
資深期 

準備退休期  

J   試探期
－ 

投入與紮根期

.81 
－ 

資深期 
1.54 
.74 
－ 

準備退休期

.87 

.06 
-.68 
－ 

**p＜.01 
 

    （四）假設2-4：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層面之看法

有顯著差異。 

由表4-8可知，四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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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2-4獲得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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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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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不同年齡的採購人員與「採購人員壓力」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132.478 3 44.159 2.980**
組   內 17320.511 1169 14.817  
總   和 17452.989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試探期 
投入與紮根期 
資深期 

準備退休期  

J   試探期
－ 

投入與紮根期

-1.01 
－ 

資深期 
-.26 
.75* 
－ 

準備退休期

-.65 
.36 
-.40 
－ 

* p＜.05；** p＜.01 
   
   

三、就擔任職務而言，不同職務之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法實施後之看

法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將採購人員職務區分為「校長」、「會計(主任)」、「總務主任」

與「事務組長」等四組，並以one-way ANOVA考驗此四組擔任不同職務之

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作業相關問題之看法是否有差異。 

 
（一）假設3-1：不同職務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層面之看法有顯

著差異。 

由表4-9可知，四組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其在「專業知能」之看法上

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之看法也有所

不同（F=3.896，p<.01），故假設3-1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四組不同職務之採購人員，其

對「專業知能」之看法程度由高而低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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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

「會計主任」（I-J=1.24，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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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擔任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與「專業知能」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246.790 3 82.263 3.896**
組   內 24684.168 1169 21.116  
總   和 24930.958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校    長 
會計主任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J   校    長
－ 

會計主任 
.74 
－ 

總務主任 
-.50 

-1.24* 
－ 

事務組長 
.29 
-.45 
.79 
－ 

* p＜.05；** p＜.01 

 
（二）假設3-2：不同職務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層面之看法有顯

著差異。 

由表4-10可知，四組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效率」之看法

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年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之看法沒

有不同。故假設3-2未獲得支持。 

 
  表4-10：擔任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與「採購效率」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188.741 3 62.914 2.384
組   內 30850.508 1169 26.391  
總   和 31039.250 1172   

 

（三）假設3-3：不同職務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層面之看法有

顯著差異。 

由表4-11可知，四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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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假設3-3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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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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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擔任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與「採購公平性」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180.819 3 60.273 3.618*
組   內 19475.033 1169 16.660  
總   和 19655.852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校    長 
會計主任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J   校    長
－ 

會計主任 
.63 
－ 

總務主任 
-.46 

-1.09* 
－ 

事務組長 
.07 
-.56 
.53 
－ 

* p＜.05 
 

（四）假設3-4：不同職務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層面之看法

有顯著差異。 

由表4-12可知，四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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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假設3-4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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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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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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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政府採購法對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影響之研究 

表4-12：擔任不同職務的採購人員與「採購人員壓力」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451.613 3 150.538 10.351***
組   內 17001.376 1169 14.544  
總   和 17452.989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校    長 
會計主任 
總務主任 
事務組長   

J   校    長
－ 

會計主任 
.62 
－ 

總務主任 
-.95* 

-1.56*** 
－ 

事務組長 
-.73 

-1.35** 
.22 
－ 

* p＜.05；** p＜.01；*** p＜.001 
 

    由以上的統計結果可知，「總務主任」對「專業知能」之看法程度明

顯高於「會計主任」（I-J=1.24，p<.05）。「總務主任」對「採購公平性」之

看法程度明顯高於「會計主任」（I-J=1.09，p<.05）。「總務主任」對「採購

人員壓力」之看法程度明顯高於「會計主任」。（I-J=1.56，p<.001）。研究者

認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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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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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廠商資格、規格等由於不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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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總務主任」對「採購人員壓力」

之看法程度顯著高於「會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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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就學歷而言，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法實施後之看法有

顯著差異。 

研究者將採購人員的學歷區分為「研究所(含)以上」、「研究所40學

分班」、「師大、師院或教育院系」、「一般大專院校」與「其他」等五

組，並以one-way ANOVA考驗學歷不同之採購人員其看法是否也有所不

同。 

（一）假設4-1：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層面之看法有顯

著差異。 

由表4-13可知，五組不同學歷的採購人員，其在「專業知能」之看法

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之看法並

沒有不同，故假設4-1未獲得支持。 

 
表4-13：學歷不同的採購人員與「專業知能」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98.528 4 24.632 1.159
組   內 24832.430 1168 21.261  
總   和 24930.958 1172   

 
（二）假設4-2：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層面之看法有顯

著差異。 

由表4-14可知，五組不同學歷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效率」之看法

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之看法並

無明顯差異，故假設4-2被推翻。 

 
表4-14：學歷不同的採購人員與「採購效率」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214.113 4 53.528 2.028
組   內 30825.137 1168 26.391  
總   和 31039.250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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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4-3：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層面之看法有

顯著差異。 

由表4-15可知，五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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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有明顯差異，故假設4-3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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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15：學歷不同的採購人員與「採購公平性」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379.348 4 94.837 5.746***
組   內 19276.503 1168 16.504  
總   和 19655.852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研究所（含）以上 

研究所40學分班 

師大、師院或教育

學院 

一般大專院校 

其他      

J研究所（含）以上

－ 

研究所40學分班

-.96 

－ 

師大、師院或教育學院

-1.45* 

-.49 

－ 

一般大專院校 

 
-.08 

.88 

1.37** 

－ 

其他 

-1.04

-.08 

.41 

-.96 

－ 

* p＜.05；** p＜.01；*** p＜.001 

 
（四）假設4-4：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層面之看法

有顯著差異。 

由表4-16中可知，五組不同學歷的採購人員，其在「採購人員壓力」

之看法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學歷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

之看法沒有明顯差異，故假設4-4未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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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學歷不同的採購人員與「採購人員壓力」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72.251 4 18.063 1.214
組   內 17380.738 1168 14.881  
總   和 17452.989 1172   

 

五、就擔任年資而言，不同年資之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法實施後之看

法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將採購人員擔任職務年資區分為「3年(含)以下」、「4~8年」、

「9~15年」與「15年(含)以上」四組，並以one-way ANOVA考驗此四組擔

任職務年資不同之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作業相關層面之看法是否不同。 

 
（一）假設5-1：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層面之看法

有顯著差異。 

由表4-17可知，四組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其在「專業知能」之看

法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之

看法沒有明顯差異。假設5-1未獲得支持。 

    
表4-17：擔任職務年資不同的採購人員與「專業知能」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147.267 3 49.089 2.315
組   內 24783.691 1169 21.201  
總   和 24930.958 1172  

 
（二）假設5-2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層面之看法有

顯著差異。 

由表4-18中可知，四組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其在「採購效率」之

看法上達統計顯著水準（F=3.067，p<.05），顯示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

員對「採購效率」之看法有明顯差異。 

 105



 
政府採購法對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影響之研究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四組在看法上之差異並未達顯著

水準，顯示各組之間對「採購效率」之看法有所不同，但差異並不明顯。

再者，四組擔任職務年資不同職務之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之看法

程度由高而低分別為「9~15年」、「15年(含)以上」、「4~8年」與「3年(含)

以下」。 

 
表4-18：擔任職務年資不同的採購人員對於「採購效率」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242.428 3 80.809 3.067*
組   內 30796.822 1169 26.345  
總   和 31039.250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3年（含）以下 
4∼8年 

9∼14年 
15年（含）以上 

J 3年（含）以下
－ 

4∼8年 
-.56 
－ 

9∼14年 
-1.19 
-.63 
－ 

15年（含）以上
-.89 
-.33 
.30 
－ 

* p＜.05 

 
（三）假設5-3：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層面之看

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19中可知，四組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其在「採購公平性」

之看法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

性」之看法沒有明顯差異。 

 
表4-19：擔任職務年資不同的採購人員與「採購公平性」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55.398 3 18.466 1.101
組   內 19600.454 1169 16.767  
總   和 19655.852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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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設5-4：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層面之

看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20中可知，四組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其在「採購人員壓力」

之看法上未達統計顯著水準，顯示不同職務年資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

壓力」之看法無顯著差異。 

 
表4-20：不同職務年資採購人員與「採購人員壓力」看法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84.997 3 28.332 1.907
組   內 17367.992 1169 14.857  
總   和 17452.989 1172   

 
 

六、「是否在民國88年以前即擔任此項職務」方面，在民國88年8月1

日前即已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是）與民國88年8月1日前未曾擔

任總務工作職務者（否）其對政府採購法實施後之看法有顯著差

異。 

為了要瞭解民國88月1日前是否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對「專業知能」、

「採購效率」、「採購公平性」與「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是否有差異，研

究者以88年8月1日前是否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為為自變項，「專業知能」、

「採購效率」、「採購公平性」、「採購人員壓力」為依變項，採用t-test考驗

此一假設是否成立。表4-21所列為在88年8月1日前是否擔任總務工作職務

者在「專業知能」、「採購效率」、「採購公平性」、「採購人員壓力」問題上

之基本統計量；檢驗結果另列於表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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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是否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對相關問題看法統
計量表（M，SD ＆ SEＭ） 

 樣本數Ｎ 平均數Ｍ ＳＤ ＳＥＭ 
是 570 41.57 4.788 .201 

專業知能 
否 603 40.45 4.374 .178 
是 570 25.40 5.414 .227 

採購效率 
否 603 24.30 4.824 .196 

是 570 35.63 4.453 .187 
採購公平性 

否 603 34.85 3.690 .150 
是 570 37.29 3.866 .162 

採購人員壓力 
否 603 37.62 3.849 .157 

 
表4-22：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是否擔任總務工作職務者對相關問題看法平均數

差異檢定結果 

Levene’s test t-test for Equality of Means 
 

 
 

F  
 

Sig. 
 

T 
 

df 
 

MD
 

SED

95﹪CI of Dif.
Lower   Upper

專業 
知能 3.832 .051 4.176*** 1171 1.12 .268 .592 1.642

採購 
效率 5.600 .018 3.654*** 1137.8 1.10 .300 .508 1.685

採購 
公平性 26.642 .000 3.246** 1106.6 .78 .240 .307 1.247

採購人

員壓力 .069 .793 -1.454 1171 -.33 .225 -.770 .115

**p<.01；***p<.001 

 

由表4-22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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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t=4.176，p<.001）、「採購效率」（t=3.654，p<.001）、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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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知能」、「採購效率」、「採購公平

性」的看法不同。兩組採購人員在「採購人員壓力」的看法則未達顯著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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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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採購

人員對於「專業知能」與的看法比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沒有擔任總務工作

職務的採購人員高。 

就「採購效率」層面，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的採購

人員對於「採購效率」的看法比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沒有擔任總務工作職

務的採購人員高。 

就「採購公平性」層面，在民國88年8月1日前擔任總務工作職務的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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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職務的採購人員高。 

 

貳、環境變項方面 

一、學校規模而言，不同規模學校之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法實施後之

看法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將學校規模區分為「17班(含)以下」、「18~26班」、「27~35

班」、「36~44班」、「45~53班」、「54~62班」與「63班(含)以上」等七

組，並以one-way ANOVA考驗此七組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其看法是否

有差異。 

（一）假設1-1：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層面之看法

有顯著差異。 

由表4-23中可知，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其在「專業知能」之看法

上達統計顯著水準（F=2.414，p<.05），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

「專業知能」之看法有明顯差異。故假設1-1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各組在看法上之差異並未達顯著

水準，顯示各組之間對「專業知能」之看法有不同，然差異並不顯著。再

者，此七組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之看法程度由高

而低分別為「18~26班」、「36~44班」、「63班(含)以上」、「27~35班」、

「45~53班」、「54~62班」與「17班(含)以下」。 

 109



 
政府採購法對國民中小學總務行政影響之研究 

表4-23：學校規模不同的採購人員與「專業知能」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305.935 6 50.989 2.414*
組   內 24625.023 1166 21.119  
總   和 24930.958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17班（含）以下 

18∼26班 

27∼35班 

36∼44班 

45∼53班 

54∼62班 

63班（含）以上 

J 17班（含） 

以下 
－ 

 

 

 

18∼26班

-1.62 

－ 

 

 

27∼35班

-.96 

.67 

－ 

 

36∼44班

-.99 

.64 

-.03 

－ 

 

45∼53班

-.69 

.93 

.26 

.29 

－ 

 

54∼62班 

-.56 

1.07 

.40 

.43 

.13 

－ 

63班（含）

以上 

-.97 

.65 

-.02 

.01 

-.28 

-.41 

－ 

* p＜.05 

 

（二）假設1-2：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層面之看法

有顯著差異。 

由表4-24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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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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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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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4：學校規模不同的採購人員與「採購效率」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767.875 6 127.979 4.930***
組   內 30271.375 1166 25.962  
總   和 31039.250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17班（含）以下 

18∼26班 

27∼35班 

36∼44班 

45∼53班 

54∼62班 

63班（含）以上 

J 17班（含） 

以下 
－ 

 

 

 

18∼26班

-.60 

－ 

 

 

27∼35班

-1.42 

-.82 

－ 

 

36∼44班

-1.30 

-.69 

.12 

－ 

 

45∼53班

1.13 

1.73 

2.55* 

2.43* 

－ 

 

54∼62班 

-.34 

.26 

1.08 

.95 

-1.47 

－ 

63班（含）

以上 

.65 

1.25 

2.07* 

1.95 

-.48 

.99 

－ 

*p＜.05； ***p＜.001 

 

 

（三）假設1-3：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層面之看

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25可知，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其在「採購公平性」之看法

上達統計顯著水準（F=2.843，p<.001），顯示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

「採購公平性」之看法有顯著差異。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發現，各組之間的差異並未達統計顯著

水準。另外，此七組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之看法程

度由高而低分別為「27~35班」、「18~26班」、「54~62班」「36~44班」、「17

班(含)以下」、「63班(含)以上」與「45~5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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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學校規模不同的採購人員與「採購公平性」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283.387 6 47.231 2.843**
組   內 19372.465 1166 16.614  
總   和 19655.852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17班（含）以下 

18∼26班 

27∼35班 

36∼44班 

45∼53班 

54∼62班 

63班（含）以上 

J 17班（含） 

以下 
－ 

 

 

 

18∼26班

-.98 

－ 

 

 

27∼35班

-1.16 

-.19 

－ 

 

36∼44班

-.46 

.51 

.70 

－ 

 

45∼53班

.20 

1.18 

1.37 

.67 

－ 

 

54∼62班 

-.58 

.40 

.59 

-.11 

-.78 

－ 

63班（含）

以上 

.15 

1.13 

1.31 

.62 

-.05 

.73 

－ 

** p＜.01 

 
（四）假設1-4：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層面之

看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26可知，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其在「採購人員壓力」之看

法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也即不同學校規模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

之看法沒有顯著差異。 

 

表4-26：學校規模不同的採購人員與「採購人員壓力」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119.334 6 19.889 1.338
組   內 17333.655 1166 14.866  
總   和 17452.989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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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學校所屬地區而言，不同學校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政府採購法

實施後之看法有顯著差異。 

研究者將學校規模區分為「城市(省轄市、縣轄市)」、「鄉鎮」與「偏

遠地區」等三組，並以one-way ANOVA考驗此三組位在不同地區學校的採

購人員其看法是否也不同。 

 

（一）假設2-1：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層面之

看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27可知，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之看

法達統計顯著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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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有顯著差異。故假設2-1獲得支持。 

研究者進一步以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服務於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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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法達統計顯著水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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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其符合程度高於偏遠地區之學校採購人員。 

 
表4-27：學校所屬地區不同的採購人員對於「專業知能」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233.907 2 116.954 5.541**
組   內 24697.051 1170 21.109  
總   和 24930.958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城市（省轄市、縣轄市） 

鄉    鎮 
偏遠地區     

J 城市（省轄市、縣轄市）
－ 

鄉    鎮
.70 
－ 

偏遠地區 
1.16* 
.46 
－ 

* p＜.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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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2-2：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層面之

看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28可知，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之看

法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也即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採購效率」

之看法沒有顯著差異。故假設2-2未獲得支持。 

 
表4-28：學校所屬地區不同的採購人員對於「採購效率」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22.037 2 11.018 .416
組   內 31017.213 1170 26.510 
總   和 31039.250 1172  

 
（三）假設2-3：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層面

之看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29可知，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性」之

看法未達統計顯著水準，也即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

平性」之看法沒有顯著差異。故假設2-3未獲得支持。 

 
表4-29：學校所屬地區不同的採購人員與「採購公平性」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64.819 2 32.410 1.936
組   內 19591.032 1170 16.744  
總   和 19655.852 1172   

 
（四）假設2-4：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層

面之看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30可知，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購人員其對「採購人員壓力」

之看法達統計顯著水準（F=3.346，p<.05），也即不同學校所屬地區之採

購人員其對「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有顯著差異。故假設2-4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後發現發現各組之間看法的差異並未

達統計顯著水準。而此三組位在不同地區學校的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

力」之看法程度由高而低分別為「城市(省轄市、縣轄市)」、「鄉鎮」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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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地區」。 

 
表4-30：不同學校所屬地區的採購人員與「採購人員壓力」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99.252 2 49.626 3.346*
組   內 17353.737 1170 14.832  
總   和 17452.989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城市（省轄市、縣轄市） 

鄉    鎮 
偏遠地區     

J  城市（省轄市、縣轄市）
－ 

鄉    鎮
.56 
－ 

偏遠地區 
.64 
.08 
－ 

* p＜.05 
 

三、就學校縣市別而言，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政府採購法實施

後之看法有顯著的差異。 

研究者將學校規模區分為「臺北縣」、「臺北市」、「桃園縣」、「新竹縣」

與「新竹市」等五個縣市，並以one-way ANOVA考驗服務於不同縣市之學

校採購人員其看法是否也有不同。 

 
（一）假設3-1：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專業知能」層面之看法

有顯著差異。 

由表4-31可知，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專業知能」之看法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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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看法有顯著差異。故假設3-1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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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採購人員之看法皆達統計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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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學校採購人員之專業知能符合程

度高於其他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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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不同縣市的學校採購人員與「專業知能」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2394.896 4 598.724 31.031***
組   內 22536.062 1168 19.295  
總   和 24930.958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臺北縣 

臺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J  臺北縣 

－ 

臺北市 

-.56 

－ 

桃園縣 

-.80 

-.24 

－ 

新竹縣 

-.52 

.04 

.28 

－ 

新竹市

-5.83***

-5.27***

-5.03***

-5.31***

－ 

*** p＜.001 

 

（二）假設3-2：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採購效率」層面之看法

有顯著差異。 

由表4-32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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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假設3-2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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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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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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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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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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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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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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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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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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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32：不同縣市的學校採購人員與「採購效率」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6688.912 4 1672.228 80.211***
組   內 24350.338 1168 20.848  
總   和 31039.250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臺北縣 

臺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J  臺北縣 

－ 

臺北市 

1.50** 

－ 

桃園縣 

-1.68*** 

-3.17*** 

－ 

新竹縣 

.73 

-.77 

2.40*** 

－ 

新竹市 

-7.87*** 

-9.36*** 

-6.19*** 

-8.59*** 

－ 

** p＜.0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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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設3-3：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採購公平性」層面之看

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33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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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假設3-3獲得支持。 

以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結果發現：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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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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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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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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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新竹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其對「採購公平性」的看法高於桃園縣。

（I-J=4.04，p<.00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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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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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3：不同縣市的學校採購人員與「採購公平性」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3008.828 4 752.207 52.777***
組   內 16647.024 1168 14.253  
總   和 19655.852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臺北縣 

臺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J  臺北縣 

－ 

臺北市 

-.08 

－ 

桃園縣 

-1.97*** 

-1.88*** 

－ 

新竹縣 

-1.00 

-.91 

.97 

－ 

新竹市 

-6.01*** 

-5.93*** 

-4.04*** 

-5.01*** 

－ 

*** p＜.001 

 

 

（四）假設3-4：不同縣市之學校採購人員對「採購人員壓力」層面之

看法有顯著差異。 

 

由表4-34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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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假設3-4獲得支持。 

經Scheffé method進行事後比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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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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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4：不同縣市的學校採購人員與「採購人員壓力」ANOVA摘要表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組   間 234.234 4 58.559 3.972**
組   內 17218.755 1168 14.742  
總   和 17452.989 1172   

  Scheffé method test（I-J） 
I 

臺北縣 

臺北市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J  臺北縣 

－ 

臺北市 

-1.27** 

－ 

桃園縣 

-.65 

.62 

－ 

新竹縣 

-.62 

.66 

.03 

－ 

新竹市 

-.54 

.73 

.10 

.07 

－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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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開放式問題分析與討論 

 

本章第二節的變項分析中研究者發現不同縣市的採購人員對「專業知

能」、「採購效率」、「採購公平性」與「採購人員壓力」之看法均達顯著差

異。為深入瞭解其差異性，研究者在開放性問題分析與討論即以縣市不同

逐一做分析與討論。 

 

一、對採購研習需求之看法 

    各縣市之採購研習之需求，臺北縣有 98﹪的填答者認為需要定期舉辦

研習。臺北市有 96﹪的填答者認為需要、桃園縣有 92﹪的填答者認為需

要定期研習。而新竹縣與新竹市則各有高達 94﹪與 100﹪的填答者認為縣

市政府有必要定期舉辦採購研習。綜析之，各縣市認為需要定期舉辦研習

的理由如下： 

（一）每學年定期召開一次，尤其對新任總務主任及事務組長均應納

入研習，便於了解採購法及新修訂條文與實際困難解惑。 

   （二）採購法令多如牛毛，再加上修正頻繁，不易掌握，學校總務因

為經費關係，不是那麼常使用，很容易忘記，需靠定期研習來溫故知新。 

   （三）最好每月辦理，因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常常修訂的法令讓兼

任總務主任的教師無法長期留任，因害怕出錯造成糾紛或官司，繁瑣的法

令多如牛毛，教師無法鑽研深入了解。 

   （四）針對總務主任而言，無論是新舊任，由於政府採購法相關內容

經常修正或更動，為了讓繁忙的行政人員了解，確有必要每學期辦理，以

提醒業務人員。 

   （五）因持續性的研習成長是各行各業在職教育所必須，更何況現在

的法令與做法朝令夕改，變動性非常大，研習可拉近兩者間的差距。 

   （六）臺北市之總務主任及事務組長皆有任期制，且採購法令時時修

正，並非一年一二次的研習即能熟悉採購法，故總務事務應建立專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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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採購法經常改變，且總務主任有任期制，新任主任對採法頗陌生而定期

給予專業知能的加強。 

   （七）總務問題並非可以事先設定的，而人員的更替又太頻繁，故提

升專業知能，加強採購能力，案例相互參採和增加溝通協調是有其必需要

性。 

   （八）總務人員異動率高，且因為法令時常修改，又實務上遇到不少

新興難題，如能定期舉辦研習，可以傳承經驗，分享解決的辦法。 

   （九）總務工作牽涉財務、法令，稍一不慎，即可能身陷囹圄。因此，

定期研習說明法令或實務的變異確有其必要性。可針對工程、採購、保全

及畢旅等類別定期舉辦較能切合實際，可使有需求者知道什麼時候可參加

什麼研習。 

   （十）總務主任由教師兼任，在家長會參與校務，干預校方採購業務

日益嚴重的今天，教師及校長升遷輪調，家長會勢力龐大，對於採購法規

的研習，總務人員責無旁貸。 

   （十一）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太過繁雜且常進行修正，故縣府宜定

期辦理研習，俾利學校採購時避免有違法情事。 

 

    另一方面，在各縣市中認為不須定期舉辦採購研習的採購人員比例分

別為臺北縣有 5﹪的填答者、臺北市有 8﹪的填答者、桃園縣有 8﹪的填答

者、新竹縣有 5﹪的填答者。歸納而言，填答者認為不需要定期舉辦研習

的理由有以下數項： 

   （一）因研習內容重複太多，只要新任總務或無實務經驗者參加即可。 

   （二）為新進人員辦理即可，開放網路諮詢及最新消息查詢。 

   （三）應視辦理內容，若對採購法以實例說明一每學期辦理有其必要

性，因主任流動性大，但若僅為消耗經費則大可不必。 

   （四）因研習常符合個人解釋，法令未必符合，易生困擾，只需諮詢

管道暢通，法令解釋完備，整理易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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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縣市政府所舉辦之研習接不切實際，無法增進實務操作之效率。 

   （六）17班以下總務主任上課時數每週仍有 14節，不需要定期辦理。 

（七）沒需要每學期，僅需於有較大修正時辦理，小地方修正僅需公

文通知，以免勞師動眾。 

   （八）專業不是靠幾場研習就能獲得。 

 

二、對研習內容需求之綜合分析 

歸納各縣市對研習內容需求之看法，臺北縣有 13﹪的填答者認為「法

令」研習為其所需求、有 40﹪的填答者認為「實務」研習為其所需求和

54﹪的填答者認為「法令」與「實務」研習為其所需求。臺北市有 7﹪的

填答者認為「法令」研習為其所需求、有 38﹪的填答者認為「實務」研習

為其所需求和 54﹪的填答者認為「法令」與「實務」研習為其所需求。桃

園縣有 6﹪的填答者認為「法令」研習為其所需求、有 39﹪的填答者認為

「實務」研習為其所需求和 54﹪的填答者認為「法令」與「實務」研習為

其所需求。而新竹縣有 6﹪的填答者認為「法令」研習為其所需求、有 42

﹪的填答者認為「實務」研習為其所需求和 52﹪的填答者認為「法令」與

「實務」研習為其所需求。新竹市有 66﹪的填答者認為「法令」研習為其

所需求、有 17﹪的填答者認為「實務」研習為其所需求和 17﹪的填答者

認為「法令」與「實務」研習為其所需求。綜言之，各縣市認為「法令」

研習為其所需求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法令的研讀相當重要，且絕不是走馬看花就可對研習內容通盤

瞭解，且實務操作或了解時間倉促導致助益不大。    

   （二）法令的變更經常產生，在變更後應多提供相關訊息，以利整個

採購可依最新的法令來實施。 

   （三）因為法令不熟悉是造成困擾的原因。 

   （四）知道法的精神，許多繁雜的實務問題應可迎刃而解。 

   （五）依法令去執行，實務是經驗的累積，無法單靠研習獲得所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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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六）法令是最需要的，因為實務的程序都一定，但法令卻時常增修，

且違反法律的常因是不了解法律，所以法令的了解是很重要的。 

   （七）法令較重要；因實務恐有蕭規曹隨的盲點，先熟悉法令，再與

實務結合較完善。 

   （八）朝令夕改，法法相扣，解讀不同易生過失。故因熟稔法令以免

與法令不同而觸法。 

  （九）法令是採購之母，實務只要認真做即可趨完美。 

  （十）法令牽涉承辦人員有無刑責問題，不可不知；而實務上之作為常

因參照他人之作法而行之，便宜裁量往往與法令抵觸而不自知。 

 

各縣市認為「實務」研習為其主要需求的理由有以下幾點： 

   （一）因為政府採購法令即使熟讀，但因許多用語較為艱澀不易了解，

應以實務配合講解，方能充分了解。 

   （二）特殊案例介紹有助解決疑難雜症。因法令翻書找即可，可是實

務經驗為別人經驗累積，切身實際狀況沒有直接關係。 

   （三）學校採購業務較單純，並不需常引用法令，只需研習相關業務

即可。 

   （四）法令固然為實務工作之依據，然而實務在執行法令過程中常有

不可預知之情形發生，倘能舉辦實務研習，實務推展可望更順遂。 

   （五）法令可自行閱讀，但如何落實在實務採購上，往往因人見解不

同各有不同作法，且每個採購案特性不同，如何適用法令常發生困擾。 

   （六）採購法條文廣義訂定，採購人員不易理解需配合實例才能真正

了解。 

   （七）就國中小而言，實務的研習比法令研習來得切合實際，因為以

問題為導向的解決或研討方式才是需求之要。 

   （八）採購人員職責即是辦理，空有理論（法令依據），不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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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與實務無法結合，政府採購法形同虛設，對採購人員亦有助益。 

   （九）法令可上網查資料，多讀多看，大致上可以了解，實務非由專

人講解，指導不可，故最需要實務方面的研習。 

   （十）法令是規章，而實務是在實施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能以研習

的方式說明在承辦政府採購法中所發生的缺失，給予正確的觀念。 

   （十一）法令是死的，每一個人碰到的狀況或多或少都有些相同或不

同，互相討論較能解決問題。 

 

各縣市中認為「法令」和「實務」的研習皆為其所需求的理由有以下

幾點： 

   （一）法令與實務皆重要，若只能選擇其一時，實務重於法令；法條

式的東西應用於實務時，常有不知所措的感覺，有實務作業的說明，才能

更了解法令的內涵與意義。 

   （二）法令與實務需兼顧，乃因任何採購案皆以法令為準，是為綱目，

而實務工作更見實際與具體，不可偏廢。 

   （三）兩者相輔相成；僅僅法令卻無實務經驗易造成空轉，裹足不前，

僅有實務經驗卻無法令當後盾易誤觸法令而不自知。 

   （四）學校單位相關法令有一定範圍，需要充分了解，實務研習在於

解決實際問題，均有必要研習。 

 （五）行政人員推行或採購業務均需依法行政。了解法令後，對於個

別採購案件之特異情形才能依法無誤觸法條之虞。 

   （六）法令與實務需要相互配合，如對立法的原意不了解，法令無法

深入了解其意義，在實務的搭配上，很難去適用法令，所以兩者應作全盤

互相應用之研習。 

   （七）在階段上有不同之需求。在完全沒有實務之狀況下，加強實務

研習會比法令研習較實際。已擔任數年之採購人員，加強法令之解講與分

析，再配合實務會較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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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辦理採購之前題是需熟悉法令，但實務研習確實很難經由教授

於課堂上講授，因在辦理採購實務上所遇到的問題在不同的環境下，卻有

不同的方式處理，且結果也不竟相同。 

   （九）法令與實務必須配合，唯在學校，因採購案件不若一般行政單

位多，故學校人員較缺乏實務方面之經驗，故實務上研習應較法令研習更

為需要。 

  （十）實務優先，因若遇新手上路，實務較實用，而法令為自身安全保

障，更須持續加強，以免觸法。 

 

三、採購人員對招標與決標知能需求的綜合分析 

    在對招標決標的知能需求方面，許多採購人員為新接任的新手，對採

購招標與決標方式皆為不熟悉。且因瞭解不透徹而造成執行上感到相當的

困擾的情況也時有所聞。在桃園縣更發現招標文件的製作與招標、決標事

宜皆由主任親自處理。在招標與決標的需求中，本研究發現在臺北縣有37%

的採購人員認為最有利標的決標方式為其最想了解的採購認知需求，臺北

市有 56.4%、桃園縣有 45%、新竹縣有 77%則新竹市有 16%。歸納而言，

各縣市對其需求的理由有以下數項： 

（一）在最有利標與最有利精神之招標，其組成人員，應如何安排、分

配比率才能避免主觀導致採購公平性受到質疑或影響？ 

（二）最有利標；何時用何種方式招標最適當？  

  （三）政府採購法目在做到公開公平透明公開評選，最有利標決標，我

認為是最容易讓有心人操作的部份，希望工程會在此方面能有更公平的配

套作業；一再修改，學校採購人員無法即時修正，希望改成定期修改。 

  （四）最有利標及限制性招標在運用於勞務採購兩者皆適用時，何者較

無缺點？何者在業務執行時較無責任，較便利等之分析較不了解。 

  （五）最有利標－不知以何為準。 

  （六）最有利標的招標方式及其公平性及適用性。這包括評比項目的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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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及公平性、未得標廠商較易提出異議及申訴他人、廠商提出存疑時之解

決方式等。 

  （七）評選委員的組成從法規看似無瑕疵，但真正執行時能予有心人以

多數影響少數的正確性，並無每位委員均能了解他們在採購法中之職權定

位，及對採購案件的影響。 

  （八）最有利標部份規定學者專家需占評審委員之三分之一以上，除了

遴聘不易外，更造成評審成員限於七人以下情事普遍，建議學校單位某些

工程項目（最有利標）如旅遊、校外教學等、能放寬規定，專家人數不必

太多。 

 

   各縣市在其他招標與決標的需求的理由如下： 

  （一）標價與底價相差太多，需以綜合標價處理時應如何解決。 

  （二）特殊規格標是否會變成議員配合款的變向綁標。 

  （三）偏遠地區小學在一百萬以下的採購較易發生問題且此採購的實務

經驗較為缺乏，應如何在招標與決標的選擇避免之。 

  （四）限制性招標。因條款細目內容詢問工程會，答案竟是本於權責，

自行判斷。 

  （五）選擇性招標之實際運作方式，又與公開招標不同之處。 

  （六）由於政府採購法之研習訓練太少，法令規定條件眾多，故對任何

一種招標或決標方式都有一些盲點。 

  （七）機關委託勞動、技術、資訊等服務及設計競賽等評選及計費辦法，

統包及共同投標。 

 

四、對於政府採購法及子法修訂相關建議之歸納分析 

    對政府採購法及相關子法修訂，各縣市的採購人員的建議可歸納成以

下幾點： 

   （一）統包制度；一個契約風險過大，少量參與，易生爭端，設計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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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內容難控制。 

   （二）政府制定採購法乃求儘量配合現狀，惟經常性之修正亦造成採

購作業上相當大之困擾。 

   （三）對押標金之規定過於寬鬆，以現金繳納會造成業務人員諸多不

便，比如保管遺失賠償等壓力，若以支票匯票繳納，應註明受款人較為妥

當。且押標金保證金繳納第七條：設定質權之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廠商

用定存單當履約保證金）當有履約爭議，欲動用該筆款項時，若廠商拒不

到校辦理質押單請款手續，在業主方面會比較吃虧，無主動使用權。 

   （四）逾十萬元而不足公告金額時，採用公開取得估價單或計畫書時，

是否需訂明決標原則。 

   （五）採購法採用概性法條，而相關子法採列舉式案較優。 

   （六）等標期之設計、投標方式、履約驗收中的減價收變規範宜明確

定義。 

   （七）十萬元以上需上網採購，讓學校上網採購次數增加，增加業務

負擔也影響採購時效及效率。且未達公告金額採購辦法條文太模糊，解釋

令太多，建議能更具體化以利遵循。 

   （八）專家學者之聘任，經費來源無編列者，難以承擔。 

   （九）政府採購法力求公開，公平並遏止不法，但無法要求廠商的素

質，往往流於低價競標，影響工程品質。 

   （十）對於同級品的認定，雖有明文規定，但授權給採購單位，造成

認定不一的情事。 

   （十一）目前對於設備廠牌無法指定使用，常發生電氣設備買了後不

符使用情形。 

   （十二）要修正時應考慮時效性，能更簡化以縮短採購時間，提昇行

政時效；維持採購品質，避免以最低價搶標，使物品工程品質降低，徒增

維修成本。 

   （十三）決標之資料上網公告又要函告廠商，有重發之嫌；學校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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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非只執行採購業務，其它事務負擔亦相當重，採購法之行政程序複雜

而法令解讀不一，易造成誤會。 

   （十四）法規宜顧及適用合理性，應就不同單位機關在大原則下彈性

執行，如學校教育環境背景，有其實務細節上之考量；修法之相關會議宜

廣邀各單位代表參加。 

   （十五）目前母法與子法都頗完備，但各校各案件的實務，常非法令

足以解決。若有一單位（機制）可供諮詢，將更能快速且有效解決疑問。 

 

五、其他相關意見之歸納整理 

各縣市的採購人員其他相關的建議整理如下： 

（一）現較注重總務採購人員講習，較少辦會計人員講習。然法令改

變時，業務單位知道，簽報會計室，會計室若不知道會成困擾。 

（二）重新檢討最低價得標所節省之金額是否真正符合效益（因牽涉

到品質與使用年限）；大部份機關較不敢使用限制性招標。 

（三）政府單位因應採購法之變更頻繁，故在採購相關書籍上應至少

每半年即更新並撥予基層採購人員。 

（四）請檢討耗材及維修之責任釐清。例影印機表機耗材所謂正牌與

副廠價位懸殊，驗收不易。 

（五）工程會多下鄉至鄉鎮宣導法令，以利總務會計人員就近研習；

工程會多設諮詢專線，以免線路太忙，有疑問無法即時獲得解答。 

（六）採購法之實施很大的重點在防弊，然而對於品質，時效，便利

性等等不見得有好處，尤其偏遠的學校招商不易，小型修繕時反而不便，

值得商榷。 

（七）成立專責機構，讓教師回歸教育必能提高採購效率。 

（八）共同供應契約，請擴大供應之項目及種類，避免人力重覆浪費，

請派具公務人員資格者，專職辦理採購採購事宜，細則另定，請政府成立

公設之建築師，更具有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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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制度再好，須執行者有正向、正確的理念，研習時可增加認知

理念，倫理規範等課程內容。 

（十）能將事務組長的工作職掌更能採購專業化，其它的工作內容能

再適度調整或增加人員編制。 

（十一）總務主任事務組長有任期造成學校相當大的困擾，建議總務

事務取得專業以後，不要有任期限制。 

（十二）學校限於人力，無專業專職人員經辦上網招標業務，因此在

事務工作沈重壓力下，還要兼顧招標業務，又要隨時充實相關的法令，倍

感力不從心，有關學校招標工作能否委由專業單位統一辦理。 

（十三）目前各法令對建築師的規範有限，依法開標施工之工程常因

總務人員對工程本身專業有限，無法要求建築師及建商，導致品質無法提

高。 

（十四）辦理實務研習，提昇專業素養或直接由各地方政府成立採購

發包中心，統一辦理；二，三十萬之小型工程，採購由承辦單位依地方特

性辦理，兼顧維修。 

由開放性問題的歸納分析中也發現各縣市的專業知能需求有些許的

差異。其又 10%的採購人員因為新接任職務對採購法不瞭解而無法填答。

這對採購業務與採購目標的執行值得堪慮。在這次工程會對 SARS的緊急

醫療用品的採購品質也讓基層採購人員憂心。主管機關是政府採購法令之

研訂、修正的單位，但在如此緊急關係於國人安危之際，其對第一線醫療

所採購的防護衣竟然連便利商店所賣的雨衣還不如，N95口罩與臉頰的接

合度又不夠。這樣的採購作業不良示範是否會影響到基層採購人員對主管

機關所研擬的法案與採購效率是否會更心存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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