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之目的係藉由個案研究法，分別探討個案醫院實施平衡計分卡對員工

認知評價及組織績效所造成之影響。以下將針對本研究之觀念性架構及所採用的

方法予以說明。 

 

第一節  觀念性架構 

本研究以國內一家推行平衡計分卡制度之醫學中心為研究對象，研究分成兩

個部份進行，第一部分針對個案醫院員工進行問卷調查，藉以瞭解導入平衡計分

卡對個案醫院員工認知評價之影響，並進一步探討員工職級別及其服務單位實施

平衡計分卡時間之長短，是否會影響員工對此制度的認知評價；第二部份則是蒐

集個案醫院關鍵績效指標的實際資料進行探索性研究，藉以評估平衡計分卡之導

入是否有助於改善個案醫院的經營績效。 

本研究之觀念性架構如圖 4-1 所示： 

 

 

 

 

 

 

 

 

 

 

圖 4-1 本研究之觀念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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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一、個案研究(Case study method) 

（一）方法簡介 

個案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中的一種，重點在於研究現實生活情境之現

象，並運用多重證據來加以佐證。所謂個案，就是一個事件的陳述，其中包含了

大量且未經排序的資料，而這些資料與待解決的問題未必有關，因此，研究者必

須自己去瞭解個案的事實狀況，蒐集必要的相關資料，發掘可能的問題，發展可

行的行動方案，進行分析並比較從中選擇，以解決問題。 

個案研究乃是針對一個整體的社會單位為對象進行深入式研究，該單位可能

是一個人、家庭、社會團體、社會機構或社區。而個案研究資料界定的範圍相當

廣泛，只問與研究個案是否有關，不問該資料之性質如何，可能的資料來源包括：

文件、檔案記錄、訪談、直接觀察、參與觀察，以及實體的人造物。由於每種類

型的資料來源皆有其限制，因此在進行個案研究的資料蒐集時，可以蒐集多樣性

且多元化的資料，以彌補各單一資料的不足之處，使其資料來源更具完整性。 

Yin(1994)指出個案研究法可依研究目的之不同，分為以下三種，唯就一般

情形而論，多同時涉及描述性、探索性與解釋性目標： 

1. 描述性(Descriptive)個案研究－與處理誰(who)、何處(where)的問題有關，可

將實務上所發生的複雜現象予以完整的描述，以作為後續研究延伸或建構理

論的基礎。 

2. 探索性(Exploratory)個案研究－與處理什麼(what)形式的問題有關，在缺乏既

有理論假說基礎下，進行現象探索，試圖發掘某現象是否存在。 

3. 解釋性(Explanatory)個案研究－與處理如何(how)與為什麼(why)的問題有

關，在既有理論基礎下，經由個案進行演繹論證，提出支持或檢視既有理論

不足之處，使理論更趨完整，並試圖尋求變項間因果關係之脈絡。 

（二）本研究採用之原因 



目前國內導入平衡計分卡的醫療機構並不多，而且大多都處於摸索與嘗試階

段，本研究之個案醫院是少數擁有多年推行經驗的非營利醫療機構，由於現有文

獻很少針對國內非營利醫療機構探討實施平衡計分卡對其所造成之影響，而個案

研究法對於現況之深入探索及問題解決，具有其獨特價值，故本研究將採取個案

研究法，瞭解個案醫院之經營概況及平衡計分卡制度的實施現況，在平衡計分卡

對員工認知評價之影響方面，本研究尚擬配合問卷調查進行，至於，平衡計分卡

對組織績效之影響方面，則由於樣本數量太少，無法進行大樣本之統計分析，而

改以探索性研究的方式進行。  

 

二、研究流程 

茲將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彙整如圖4-2所示，並加以說明： 

1. 選擇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定一家導入平衡計分卡已有五年經驗的醫學中心為研究對象，

其擁有豐富資料可供分析。 

2. 確立研究問題 

透過閱讀「非營利組織」及「平衡計分卡」之相關文獻，得以充分瞭解

非營利組織之經營特質及平衡計分卡制度之相關概念，亦發現到國內針對醫

療機構之研究大多是探討平衡計分卡導入與執行過程的相關問題，關於平衡

計分卡導入效益之研究則相當缺乏，故本研究將研究問題定為「平衡計分卡

對個案醫院員工認知評價及組織績效之影響」。 

3. 蒐集資料 

首先，藉由閱讀個案醫院相關資料（網站、會議記錄及出版刊物），對

其產業背景、經營現況、平衡計分卡制度獲得初步認識。而除了運用次級資

料的分析外，本研究也會定期與個案醫院推行平衡計分卡專案相關人士進行

訪談，以求對個案醫院取得更深入的認識與瞭解，並確認本研究內容的正確

性及客觀性。接著，再透過問卷調查、關鍵績效指標資料之蒐集，取得後續



分析所需的資料。 

4. 資料統計與分析 

將所蒐集的問卷結果及關鍵指標資料加以分析，以評估平衡計分卡對個

案醫院造成之影響，包括員工認知評價、組織績效二方面。 

5. 撰寫研究報告 

根據分析結果做成結論，以評估平衡計分卡對其造成之影響，並給予個

案醫院及未來研究者適當建議。 

圖 4-2 本研究之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參考 
NPO、BSC 
相關文獻 

閱讀資料、進行訪談、實地觀察及參與 

資料統計

與分析 

蒐集資料 

確立 

研究問題 

撰寫 

研究報告 

個案醫院：國內某教會醫學中心 

以實證方法分析問卷結果，評估 BSC 對員工認知評價之影響 
以探索性研究方式分析 KPI 資料，探討 BSC 對經營績效之影響 

瞭解 NPO 之

經營特質及

BSC 制度 

問題：實施 BSC 對個案醫院有何影響？ 
（包括：員工認知評價、組織績效二方面）

作成結論並提出建議 

問卷調查、蒐集 KPI 資料 

選擇 

研究對象 



第三節  探索性假說 

本研究假說之形成乃根據相關文獻、個案醫院相關資料，以及個人看法而得。 

 

一、平衡計分卡對員工認知評價之影響 

（一）文獻來源 

Kaplan and Norton (2000, 2003, 2006)指出，組織透過平衡計分卡與策略地圖

的引導，能將使命願景轉化為執行面的語言，並能清楚明確地宣示與溝通策略及

執行內涵，有助於整合及校準所有單位的策略，使其目標一致、協調合作，進而

創造綜效，實現價值主張；平衡計分卡亦能建立員工的策略認知，連結個人目標

至組織目標，讓員工瞭解其工作對策略目標之貢獻程度，並使其日常作業能與策

略緊密連結，以利於策略更能具體落實；透過平衡計分卡，可將預算流程與策略

相連結，使組織不因短期利益而犧牲長期的成長；組織必須建立策略檢驗和學習

的流程，透過策略執行的回饋，持續地測試和調整策略。 

Malina and Selto (2001)提到平衡計分卡具備有效溝通與策略管理控制的效

果。 

Inamdar, Kaplan and Reynolds (2002)指出，平衡計分卡有助於醫療機構克服

策略執行的四大障礙：(1)願景障礙：提供組織一個溝通與合作的機制，幫助組

織澄清願景及策略，使成員能取得共識；(2)管理障礙：可協助管理階層訂定與

策略連結的行動方案，並提供持續循環的策略回饋機制，以評估策略是否需要修

正調整；(3)資源障礙：將策略與資源分配作連結，使資源得以有效利用；(4)人

員障礙：透過責任分配，各階層都需對組織整體績效負責，亦鼓勵組織成員不斷

學習與持續改善。 

Gumbus, Bellhouse, and Lyons (2003)表示，組織導入平衡計分卡，可使績效

衡量制度及資本預算流程與策略相結合，強化資源的有效利用，提升組織績效。 

Kaplan (2001)及 Niven (2003)均提及，平衡計分卡有助於非營利組織以策略



聚焦與顧客價值的思維提升組織運作效益，並具體落實其使命。 

鍾志榮(2002)發現，人員屬性（性別、職務、年資、學歷）對策略性衡量指

標重要程度有顯著差異；工作特性（職類、部門別）對策略性衡量指標執行程度

有顯著差異。 

龍芳(2005)指出，員工的個人特質（職務、職類、部門別）及其過去管理活

動經驗，無論在平衡計分卡組織設計與流程運作，或是對個人獲益及整體運作的

評價上皆呈顯著相關。 

（二）個案醫院相關資料來源 

個案醫院實施平衡計分卡至今已經五年多，目前已從院層面成功推廣到部室

及科、課層面，並擬透過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解決平衡計

分卡各個構面及關鍵指標之權重分配問題，雖然尚未與員工個人績效及獎酬制度

作連結，但根據院內刊物所載，平衡計分卡制度對個案醫院已產生下列效益： 

1. 在組織管理方面：使全院有共同的溝通語言；有助於凝聚院內成員共識，強

化價值觀；有助於提升董事會成員、院方及基層員工之溝通，以建立信任感；

有助於管理階層在思考決策能有更周全之考量；於九十四年度起，建立與主

管績效之有效連結。 

2. 在資源分配方面：有助於決定策略執行的優先順序，找出符合組織策略發展

的核心流程；可使策略與預算流程結合，以強化資源之有效利用；有助兼顧

長期投資與短期財務的平衡。 

3. 在學習成長方面：為組織帶來不斷學習與追求進步的風氣；當衡量指標的目

標值與執行現況不符時，組織成員必須檢討原因，找出錯誤，並不斷學習；

院內不同部門間之標竿學習風氣，建立追求卓越之組織氣候；利用平衡計分

卡執行團隊，訓練主管執行專案之能力。 

4. 在危機應變方面：有助於凝聚全院共識；以病人及員工安全為第一考量；進

行任何策略皆以醫院使命及核心價值為中心思想，配合國家政策執行，例如：

民國九十二年的SARS危機。 



此外，在與個案醫院管理師的訪談尚發現，個案醫院各部門之間實施平衡計

分卡的狀況不盡相同：護理部門成員同質性高、服從性高，對於推行新的管理制

度一向支持配合，是個案醫院第一個實施部門別平衡計分卡的單位；行政及醫技

部門則是因其成員專業之不同，區分為許多子單位，由於個案醫院會依照單位特

性之不同，調整平衡計分卡的導入進度，故該部門之子單位的推行速度並無一致。 

（三）個人看法 

由文獻可知，平衡計分卡不只是一套績效衡量制度，更是策略管理的有效利

器，有助於組織澄清使命願景、發展策略，並強調藉由策略的溝通與聚焦，能使

組織所有單位、所有員工凝聚共識、協調一致、互相合作，並能整合資源，以創

造綜效，實現組織的價值主張。而從個案醫院相關資料亦能看出，個案醫院認為

平衡計分卡對整體組織及員工所產生之影響，與過去文獻結果頗為類似，故本研

究擬透過問卷施測的方式，探討個案醫院平衡計分卡實施五年多以來，員工對於

平衡計分卡之認知評價為何，而由於本研究問卷調查乃於平衡計分卡實施之後才

進行，無法蒐集到實施前的前測資料，故只能針對員工目前的認知評價情況作報

導，而無法進一步推論實施平衡計分卡是否有助於提升員工的認知評價。 

此外，文獻中也提到，策略性衡量指標的重要程度、執行程度，以及平衡計

分卡的運作評價，可能受到員工職級別及部門別的影響。又由於個案醫院各部門

之間實施平衡計分卡的狀況不盡相同，故本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個案醫院受訪員工

之職級及其服務部門實施平衡計分卡時間之長短，是否會影響員工對於平衡計分

卡的認知評價。 

（四）研究問題及研究假說 

根據前述，本研究形成下列研究問題及假說： 

研究問題：個案醫院員工對於平衡計分卡之認知評價為何？ 

假說 1：主管對於平衡計分卡的認知程度會高於非主管，而主管對平衡計分卡的

評價亦會高於非主管。 

假說 2：部門實施平衡計分卡的時間越長，認知程度越深，評價也會越高。 



二、平衡計分卡對組織績效之影響 

（一）文獻來源 

關於平衡計分卡對組織績效之影響方面，相關文獻指出：平衡計分卡能協助

營利組織，改善其財務績效(Stan and Albright 2004)，亦能改善非財務績效，例如：

交易顧客數、訂單數、存貨周轉天數…等（吳佩霙 2004）；而平衡計分卡亦可適

用於非營利組織，例如醫院，有利於改善其經營績效，例如：財務狀況、顧客及

員工滿意度、醫療品質及教育研究結果 (Kaplan 2001; Inamdar, Kaplan and 

Reynolds 2002; Huang et al. 2004)。 

（二）個案醫院相關資料 

根據院內刊物所載，平衡計分卡實施以來，各構面策略性衡量指標的目標值

達成率很高。而 Chang et al. (2006)亦指出，個案醫院自導入平衡計分卡制度後（民

國九十年至九十三年期間），CMI 值（病例組合指數）上升了 7.8%，而顧客滿意

度則從 83%上升到 88%。 

（三）個人看法 

 由過去文獻可知，平衡計分卡能適用於營利及非營利組織，幫助其改善財務

和非財務績效，而從個案醫院相關資料亦能看出，平衡計分卡對於個案醫院似有

正向幫助，故本研究擬透過實際績效指標資料之蒐集，探討平衡計分卡對於個案

醫院經營績效的影響為何。希冀藉由檢視平衡計分卡對組織績效之影響，對於個

案醫院後續在推動平衡計分卡與預算制度、獎酬制度或其他管理制度作連結時，

具有參考價值。 

（四）研究問題 

由於個案醫院為一醫學中心，隨著經營環境的改變，醫院策略可能有所調

整，而平衡計分卡是一持續改善的過程，隨著組織策略的調整，連帶也會造成各

構面的策略性衡量指標內涵跟著改變。本研究為探討平衡計分卡推行是否有助於

改善個案醫院的經營績效，故將蒐集平衡計分卡實施前後均存在的關鍵績效指標

資料予以分析。由於本研究樣本數量太少，無法進行大樣本之統計分析，故擬改



用探索性研究方法，探討「實施平衡計分卡對個案醫院組織績效有何影響」之重

要議題。 

 

 

 

 

 

 

 

 

 

 

 

 

 

 

 

 

 

 

 

 

 

 

 



第四節  資料蒐集與樣本選取 

一、平衡計分卡對員工認知評價影響之資料蒐集 

（一）問卷調查 

關於平衡計分卡對個案醫院員工認知評價之影響部分，本研究將針對個案醫

院員工進行問卷施測，藉以取得相關資料，驗證前述相關假說。 

（二）問卷內容 

本研究問卷分為兩大部分，第一部份是基本資料的填答，第二部分為問卷主

體，調查受測者對於推行平衡計分卡制度的認知評價，共有 18 小題，填答者可

依其對每一題項之同意程度，以李克特量表(Likert Scale)五等尺度之衡量方式，

分成 1 為「極不同意」到 5 為「非常同意」，進行填答。問卷內容可參考附錄。 

此外，本研究參考吳安妮(2003)所提出的平衡計分卡之「四大子系統」，將

問卷題目分群：策略形成及策略系統方面、衡量系統方面、執行系統方面，以及

溝通系統方面，並額外增加「員工策略認知與連結方面」，如表 4-1 所示。 

 

表 4-1 問卷內容 

問卷題目 

策略形成及 

策略系統方面 

（題 1）平衡計分卡的導入，有助於本服務單位發展出與醫院

願景、使命相連結之策略。 
（題 2）本服務單位以平衡計分卡架構發展出來的策略，較以

往更強調社會責任與服務對象價值之重要性。 
（題 3）平衡計分卡的導入，有助於本服務單位策略目標與醫

院策略目標相連結。 
（題 11）平衡計分卡的導入，有助於醫院各單位之間形成共

識、互相認同。 
（題 13）平衡計分卡的導入，使得醫院的整體資源聚焦在策

略上，有助於醫院資源整合及適宜分配。 

衡量系統方面 

（題 7）平衡計分卡的導入，有助於本服務單位的績效衡量制

度與策略相連結。 
（題 8）本服務單位的績效衡量指標，乃兼顧財務與非財務指

標，較以往的績效衡量方式更公平合理。 



執行系統方面 

（題 5）平衡計分卡的導入，有助於本服務單位訂定策略性行

動方案，並能提高方案的落實程度。 
（題 6）本服務單位會定期檢視平衡計分卡的實施成果，並訂

定後續的改善行動。 
（題 9）平衡計分卡的導入，有助於本服務單位的預算制度與

策略相連結。 

溝通系統方面 

（題 4）平衡計分卡的導入，有助於本服務單位策略的溝通與

瞭解，並能釐清策略重點。 
（題 10）平衡計分卡導入後，讓本服務單位在開會時更著重

在策略的討論，使得會議過程更聚焦，並有助於提高開會效率。

（題 12）平衡計分卡的導入，使得本醫院跨單位之間協調合

作的機會增加了。 

員工策略認知

與連結方面 

（題 14）平衡計分卡的導入，鼓勵員工們不斷學習與持續改

善。 
（題 15）平衡計分卡的導入，讓我對醫院的願景、使命及策

略更加瞭解。 
（題 16）平衡計分卡導入後，我的個人目標與服務單位之策

略目標一致。 
（題 18）平衡計分卡的導入，讓我瞭解個人的工作內容對服

務單位策略目標的貢獻程度。 
（題 17）平衡計分卡導入後，我的日常作業都與服務單位策

略方向相同。 

 

二、平衡計分卡對組織績效影響之資料蒐集 

 關於平衡計分卡對組織績效之影響部分，本研究將蒐集個案醫院實際績效指

標資料進行分析，藉以瞭解平衡計分卡推行至今，是否有助於改善個案醫院的經

營績效。 

個案醫院於民國九十年引進平衡計分卡，一開始僅在院層面推行，從瞭解現

況、取得領導階層支持、成立推動小組、舉辦教育訓練開始，逐步訂出醫院之使

命、核心價值、願景，以及平衡計分卡的初步架構，屬於平衡計分卡的規劃設計

階段。直到民國九十三年，平衡計分卡制度才從院層面延展至一級部科室單位。

因此，本研究決定以「民國九十三年」作為平衡計分卡「實施前」及「實施後」

的分界點，並蒐集平衡計分卡實施前後「均存在」的關鍵績效指標資料予以分析。 



然而，個案醫院平衡計分卡各構面的策略性衡量指標內涵，每年變動的幅度

很大，因為平衡計分卡是一持續改善的過程，隨著組織策略的調整，當指標不再

具有敏感度時，便會從平衡計分卡上刪除，變成日常營運監控的指標。又由於「財

務構面」資料，個案醫院考量其機密性不願透露；「社會承諾構面」於民國九十

二年 SARS 危機後才增設，並無平衡計分卡實施前的資料；而「內部流程構面」

的指標，亦在平衡計分卡實施前後有極大幅度的改變。本研究在考量到指標的長

期性（平衡計分卡實施前後均存在）及資料可得性之後，決定將以「顧客構面」

及「學習與成長構面」下的六項指標進行分析，如表 4-2 所列，茲說明如下： 

 

表 4-2 策略性衡量指標表 

平衡計分卡 策略性議題 策略性目標 策略性衡量指標 

提供病人身心靈完整之

醫療照護 

顧客滿意度-病人滿意度 

顧客滿意度-投訴褒獎比例
顧客構面 

提供病患身心

靈完整之醫療 提供病人最需要之急重

症醫療服務 

CMI 值（Case Mix Index，
病例組合指數） 

提昇創新之研究和技術
獲得院外研究計劃數 

發表論文數 
學習與成長 

構面 

強化醫療傳道

及教學研究 
提昇教學品質 實習醫師滿意度 

 

顧客構面 

個案醫院的願景之一乃是希望成為「服務品質」口碑第一的醫院，故顧客構

面為其策略執行重點，本研究將以顧客構面下的「顧客滿意度－病人滿意度」、

「顧客滿意度－投訴褒獎比例」，以及「CMI 值」三項指標來檢視平衡計分卡

是否有助於個案醫院「提供病患身心靈完整之醫療」。 

學習與成長構面 

個案醫院為醫學中心，負有教學及研究之使命，為了確保組織能夠不斷創新

與永續發展，個案醫院在願景中指出要成為「生物科技研究重鎮，論文數全國排

名前六名，以及醫學生與住院醫師訓練之標竿醫院」，亦在民國九十三年起實施



「五年五億之競爭力提升計劃」，致力於研究發展，故本研究將以學習與成長構

面下的「獲得院外研究計劃數」、「論文發表數」，以及「實習醫師滿意度」三

項指標來檢視平衡計分卡之推行是否有助於個案醫院提升其「研究與創新能力」

及「教學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