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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係針對國內私立大學之現職採購人員做問卷調查，旨在瞭解私立大

學的採購作業相關之人力結構、制度化的狀況、電子化的現況、對採購專

業知識的教育訓練狀況、受政府採購法影響的狀況，並針對政府採購法、



採購之標準作業程序、採購作業電子化與教育訓練四項機制對採購作業的

效率提升程度，蒐集受訪在職人員的意見。過程中以 EXCEL 及 SPSS 等套

裝軟體為工具，利用描述性統計、DH 分層法、卡方檢定、因子分析、參

照單位分析及典型相關分析等分析方法獲所得所需資訊，對各種機制之問

項，篩選有實際經驗的人員與全體人員做比對，針對差異進行了解。 研

究結果發現：（1）各校多半已有明確之流程及規範，但仍在執行面保有

自主彈性。（2）就決購金額與交貨品質與時程而言，各校採購成效普遍

良好，人員仍有外力干預與作業時間不足的壓力。（3）各校主管均鼓勵

作業電子化，但對人員的支持較為不足，尤以激勵機制最宜優先建立。

（4）肯定教育訓練對採購人員的價值。（5）對採購作業電子化（EC）的

看法，有無經驗者差異較大。（6）肯定標準作業程序對比議價及決標等

易承受外力干預壓力之採購階段有助益，但普遍否定政府採購法的效能。

（7）各校現職採購人員素質相似度高。（8）各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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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效，有效提升採購作業之效

率。  

摘要

(英)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critical factors of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in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 survey was conducted from 4/17/2002 to 5/7/2002. 

130 of 152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current procurement personnel 

employed by different private universities. The data survey collection rate is 86%. 

The methods of the Descriptive Research, Chi-square test, Factor Analysis, Ridit 

Analysis and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were adopted. Judgment sampling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results ar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surveyed private universities showed their own procurement flow and specifications 

distinctly and showed more flexibility in implementation compared with national 

universities. (2) The surveyed private universities showed good procurement 

performance in price, quality of goods and scheduling; however, sometimes the 

responsible person still feels pressure from external forces or time constraints. (3) 

Office automation to improve working efficiency is encouraged by administrative 

superiors in the private universities, but there is no incentive system and little 

support for employees. (4) On-the-job training was found to be very important in 

helping procurement personnel. (5) The ideas of EC are quit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experience. (6) It is advantageous to have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to guard the procurement process from external pressur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Law seems to have produced a negative effect there. (7) 

There is a high similarity in quality in procurement personnel among private 

universities. (8) The cross-university procurement will be feasible through the 

network and will enhance synergy of Economi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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