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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論基礎與文獻探討 

    本研究旨在探討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醫療服務業之經營策略，以旺旺集團旗下之湖

南旺旺醫院為研究對象。故本章擬從海外投資、經營策略相關理論找到合適之理論模型，

藉以瞭解旺旺集團選擇赴中國大陸投資醫療服務業之進入模式，並進行組織內外部環境

分析。另外，亦闡述醫療服務業產業特性，介紹與本研究主題有關之國內外醫院策略管

理文獻，從中汲取經驗，期能發揮理論佐證實務之效能，使本研究更具學術價值。 

第一節   海外投資理論 

主要係介紹對外直接投資相關理論、進入策略類型及影響選擇進入策略之因素，並

簡要敘明適合本研究進行分析之理論基礎及應用模型。 

一、對外投資相關理論 

    一般而言，企業對外投資方式可分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與
「對外間接投資」(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兩種。前者係指本國企業直接投資於國外

事業並實際從事經營活動；後者專指將資金投入外國資本市場，以取得投資報酬為主要

目的，並無實際從事經營活動。由於對外直接投資是將生產資本，包括資金、技術與經

營資源等生產要素全數或部分移往海外，其所造成的影響較為一般人所關切，故本文以

下所有對外投資皆指直接對外投資，暫不討論對外間接投資之理論與影響。 

對外投資理論繁多，有其各自的理論背景，但若依投資行為的動機而言，可分為「擴

張型對外投資」及「防禦型對外投資」兩類。「擴張型對外投資」乃謂企業為擴充經營、

追求利潤成長，常以擴大銷售市場、分散投資及營運風險、取得新技術、掌握國際資源、

取得租稅優惠等特定目的所進行之投資行為。此類型之重要理論包含 Hymer(1960)提出

的寡占優勢理論(monopolistic advantage theory)、Aliber(1970) and Rugman(1979)的財務理

論(financial theory)；Coase(1937) and Williamson(1991)的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Buckley and Casson(1976)的內部化理論(internalization theory)等。 

「防禦型對外投資」則指企業在母國已逐漸喪失比較利益優勢，或隨經濟環境變化

而失去生存空間，故到海外設廠，利用地主國廉價的勞動力、土地及原料等生產資源，

以求降低成本，維持產品競爭力(Chen and Ku，2000；陳忠榮與楊志海，1999)。其主要

理論包括 Vernon(1966)主張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 theory)、Kojima(1973)
的總體經濟方法(macroeconomic approach)等。 

除擴張型對外投資理論與防禦型對外投資理論外，Dunning(1981)結合寡占優勢理

論、產品生命週期理和內部化理論等三大理論，提出折衷理論(eclectic theory)，一般視之

為綜合型對外投資理論。茲將上述各種對外投資理論內容整理如表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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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各種對外投資理論彙整表 

類

別 理論 提出學者 
(年代) 主要內容 

寡占優勢理論 Hymer(1960) 
Cave(1974) 
Horst(1972) 

‧ Hymer 認為企業面對國外市場資訊的劣勢，仍進行對外投資，是

因為企業擁有生產技術、創新能力、專利、品牌、管理能力等無

形資產(intangible asset)，較當地企業更具優勢的競爭地位。這些

無形資產屬於企業內部的公共財，不具排他性，可在國外享有寡

占地位，獲取較高利潤。 
‧ Cave、Horst 除承襲 Hymer 提出的技術優勢之外，進一步強調企

業規模及產品差異性等優勢。 
財務理論 Aliber(1970) 

Rugman(1979) 
‧ Aliber 強調當投資母國(source country)企業較地主國(host country)

企業，在金融市場更具融資優勢時，將增加其對外投資。 
‧ Rugman 認為企業可運用國際轉撥定價 (international transfer 

pricing)1
的方式，調整流動性資產在不同貨幣區域(currency area)

的配置，藉由母、子公司的策略配合，降低匯率波動風險，甚至

賺取匯率價差，獲得較出口經營模式更穩定的利潤。 
交易成本理論 Coase(1937) 

Williamson 
(1991) 

‧ Coase 認為若企業內部進行的交易成本較市場交易低，則企業組

織將會自然成立。 
‧ Williamson 強調交易成本始於契約問題，包括事前成本及事後成

本，交易成本過高將導致市場失靈，由於對外投資具有不確定性、

特殊性及高頻性，可降低交易成本。 

擴

張

型

對

外

投

資 內部化理論 Buckley & 
Casson(1976) 
Root & 
Ahmed(1979) 
Rugman(1981) 
Hennart(1982) 

‧ Buckley and Casson 認為企業在不完全競爭市場追求最大利潤，由

於中間投入(主要指研發能力、人力資源及特定技術)的不完全

性，再加上高度的外溢效果，使得特定優勢擴散至其他企業，增

加競爭對手；或經技術轉移或授權，無法維持上下游關係，故企

業會選擇對外投資，以促進特定優勢內部化。 
‧ Root and Ahmed 認為市場的價格機能無法有效反映生產過程中所

產生的外部性，使資源無法有效分配。企業藉由內部生產過程的

跨國整合，可充分利用無形資產所產生的利益。 
‧ Rugman 主張為避免受外部市場不完全影響，多國籍企業會在公

司內部建立跨國體系，掌握生產與資源分配的自主性。 
‧ Hennart 認為多國籍企業偏好對外直接投資，將設備、資金及知識

技能內部化，採取垂直整合的方式取得必要的中間投入，可節省

市場交易成本，降低外部市場所造成的不確定性。 
產品生命週期

理論 
Vernon(1966) ‧ Vernon 認為產品的循環週期可分為創新、發展和成熟期等三階段，

在產品比較利益變動的過程中，可解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創新

的產品將因技術的外溢與後進國家的模仿，使得比較利益逐漸降

低。因此，先進國家為降低生產成本，維持產品的競爭優勢，必

然將生產據點逐次移往其他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 

防

禦

型

對

外

投

資 

總體經濟方法 
 

Kojima(1973) 
Ozawa(1979) 

‧ Kojima 及 Ozawa 以日本對外投資經驗，提出異於 Hymer 等學者強

調的寡占優勢理論，認為日本對外投資係源自總體條件惡化，導

致本國產品逐漸喪失比較利益，故以對外投資方式，將生產線移

至相對具有比較利益的地主國，既可維持本國企業競爭優勢，又

能藉由回輸產品取得貿易利得。 

                                                 
1「國際轉撥定價」是國際避稅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係關聯企業交易往來中人為確定的價格，以達到轉移

利潤為目的。轉撥定價主要運用在下列三種情況：一是關聯企業之間供應原材料及銷售商品，採「高進

低出」或「低進高出」，將收入和利潤由高稅國轉移至低稅國或避稅地；二是關聯企業之間提供勞務、轉

讓專利或專有技術，在支付或收取費用時，將收入和利潤從高稅國轉移至低稅國；三是關聯企業之間，

利用貸款利率的高低，將收入和利潤從高稅國轉移至低稅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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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型

對

外

投

資 

折衷理論 Dunning(1981) ‧Dunning 所提出的折衷理論包含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
區 位 優 勢 (location advantage) 和 內 部 化 優 勢 (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又稱為 OLI 理論。所有權優勢即寡占理論中的企業特

殊優勢，惟有具備此優勢才能對外投資並與地主國企業競爭。區

位優勢與產品生命週期理論相仿，主張不同時期產品會因勞動成

本、技術外溢和地主國的誘因政策，使得生產地隨著比較利益的

轉變而移往不同國家，因此對母國來說，對外投資是維持競爭力

的必然現象。而內部化優勢強調，當外在交易成本極大或企業無

法完全掌握無形資產的外部利益時，直接對外投資可使企業無形

資產價值極大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探討角度不同，上述各種對外投資理論所強調的面向各有差異，但其間並無衝

突，且互為理論發展基礎。其中，折衷理論兼採各家論點，同時含有擴張型與防禦型對

外投資動機概念，覆蓋性較為全面，故本研究擬以 Dunning 之折衷理論為基礎，探討旺

旺集團之投資動機與策略。 
 

二、進入策略之影響因素 

    Davidson(1982)指出，當企業決定對外投資時，首先要考量的是進入策略，其他策略

則以此為基礎而衍生。Mukherjee and Sastryr(1996)強調，進入策略的重點在於如何選擇

一個適當的進入模式(entry mode)。而 Palenzuela and Bobillo(1999)則認為，國際進入策略

的選擇，會影響企業的整體組織運作，甚至衝擊到企業未來發展其他國外市場的營運方

式。 

由於每一種進入模式所隱含的企業所有權控制程度、資源投入、技術擴散風險各異，

學者們對於國際市場進入模式亦多所論述。雖然各家看法不盡相同，但進入模式仍不脫

獨資、合資、契約生產、出口、授權、購併、特許、策略聯盟、海外直接建廠…等類型。

茲以獨資模式而言，其固然可以享有較大的管理與控制權，惟必須投入較多資源並承擔

較高風險。企業應以何種模式進入海外市場並無標準答案，端賴進行審慎的成本與效益

評估後，方能決定最適當的進入策略。 

    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有許多進入策略可供選擇，而影響企業選擇進入策略之因素甚

多，為瞭解企業選擇不同模式的背後考量因素，以下將由表 2-1 所列之重要對外投資理

論─交易成本理論、內部理論及折衷理論等觀點切入，並加以探討分析。 

(一)交易成本理論(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交易成本概念來自 Coase (1937) 所寫的《The Nature of the Firm》，他強調企業創造

並以內部組織替代外部市場，可降低成本且更具效率。Williamson(1991)認為高交易成本

將導致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故選擇層級(hierarchy)的治理模式加以救濟。交易成本

理論認為企業之所以優於市場係因：(1)組織較市場有更強的控制和監督機制；(2)組織能

提供長期的報酬如升遷機會；(3)組織氣氛具有潛在效果，可產生共同目標以降低投機主

義(Rindfleisch & Heide，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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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and Gatignon(1986)以交易成本理論為藍本，提出以控制程度為構面的進入

模式架構，主張最有效率的進入模式是「控制」與「資源投入」的轉換函數，並以四群

變數決定最適當的控制程度。以不同情境配合不同控制程度之進入模式，方能達到長期

性的效率，如圖 2-1 所示。 

 
 
 
 
 
 
 
 
 

註：X 代表交易專屬性資產及外部不確定性之交互作用 

圖 2-1  以交易成本理論為基礎之進入模式架構 
資料來源：Anderson, E. & Gatignon, H. (1986), Mode of Foreign Entry: A 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 and 

Propos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7:1-26. 
 

另外，Erramilli and Rao(1993)認為傳統交易成本理論中，當資產專屬性高時，企業

傾向採取高控制程度之進入模式；反之，當資產專屬性低時，則傾向採取低控制程度之

進入模式。為瞭解加入其它變數是否會強化或減弱上述關係，Erramilli and Rao 特別以五

個中介變數加以探討分析，其架構如圖 2-2 所示。 
 
 
 
 
   
 
 
 
 
 

圖 2-2  影響資產專屬性對共有控制模式傾向度之架構 
資料來源：Erramilli, M. K. & Rao, C. P. (1993), Service Firm’s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 Choice: A Modified 

Transaction-Cost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Marketing, 57:19-38. 
 

(二)內部化理論(internalization theory) 

Buckley and Casson(1976)首次將交易成本的觀念應用在內部化理論，且認為透過對

X
長期效率 進入模式：控制程度

交易專屬性資產 

外部不確定性 

內部不確定性 

搭便車的可能性 

資本密集度 

國家風險 企業規模 

不可分離性 文化差距 

資  產 

專屬性 
共有控制模

式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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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資在企業內部建立跨國體系，可掌握生產與資源分配決策，以直接投資方式取代出

口貿易，克服中間產品和技術市場的不完全(如進口國的貿易障礙)，因而降低交易成本，

為企業取得優勢利益。其所需考量的包括產業特定優勢、區位特定優勢、國家特定優勢

及企業特定優勢等四群決策因素。 

Kwon and Konopa(1993)曾以內部化理論觀點，進行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研究，其立論

基礎為企業投入海外市場，必須面對較國內投資風險為高的文化差異、政治不穩定及匯

率轉換等問題，故為使風險最小化，應選擇低資源之進入模式(例如出口)；然而當企業

擁有之國際知識與經驗，足以面對較高風險時，則會選擇高資源之進入模式(例如海外直

接生產)，以獲取較高利潤。爰此，地主國的市場特質將牽動企業的進入策略，其概念性

架構如圖 2-3 所示。 

 
 
 
 
 
 
 
 
 
 

圖 2-3  以內部化理論為基礎之海外市場進入模式架構 
資料來源：Kwon, Y. C. & Konopa, L. J. (1993), Impact of Host Country Market Characteristics on the Choice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Review, 60-76. 
 
(三)折衷理論(eclectic theory) 

為建構一個較為完整的對外投資理論模式，Dunning(1981)整合寡占優勢理論、產品

生命週期理論和內部化理論，提出折衷理論。認為企業唯有掌握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

及內部化優勢，才能擁有海外市場競爭力。後來 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以 Dunning
的理論為基礎，主張國際市場進入策略受到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及內部化優勢的影響，

並進而補充相關衡量變數，其進入模式架構如下圖 2-4 所示。 

 
 
 
 
 
 
 
 

內部因素 
風險─報酬(成本

控制)之抵換關係 
外部因素 

最適海外市場進入模式 

出口：直接或間接 

海外生產：WOS 或 JV 

利潤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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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Agrawal & Ramaswami 以折衷理論為基礎之海外市場進入模式架構 
資料來源：Agarwal, S. & Ramaswami, N. (1992), Choice of Foreign Market Entry Mode: Impact of Ownership, 

Loc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Facto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3(1):1-27. 

 
    Tse, Pan and Au(1997)亦以折衷理論為架構，探討企業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所採行之進

入模式類型，並加入合作夥伴國籍屬性。至於變數部分，係將外交關係及產業營運規模

列入所有權優勢，區位選擇、接洽層級與地主國對外投資經驗歸類為區位優勢，而文化

則列為內部化優勢，其進入模式架構如圖 2-5 所示。 
 
 
 
 
 
 
 
 
 
 
 
 
 
 
 

圖 2-5  Tse, Pan & Au 以折衷理論為基礎之海外市場進入模式架構 
資料來源：Tse, D. K., Pan, Y. & Au, K. Y. (1997), How MNCs Chose Modes and Alliances: The China Experi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8(4):779-805. 
 
    綜上所述，對於影響進入策略之所有因素，學者分從交易成本理論、內部化理論及

折衷理論觀點切入探討，茲彙整相關資料如表 2-2 所示。 

所有權優勢 

企業規模 

國際化經驗 

發展差異產品能力

區位優勢 

市場潛量 

投資風險 

內部化優勢 

契約風險 

進入模式選擇 

未曾進入 

外銷 

合資 

獨資 

授權 

地主國因素 

中國吸引海外投 

  資的經驗 

外交關係 

母國因素 

文化構面 

  ─權力距離 

  ─規避不確定性 

產業因素 

營運規模 

營運相關因素 

區位 

  ─經濟特區 

  ─開放城市 

  ─其他 

政府層級 

─中央 

─省 

進入策略 

進入模式 

  ─出口 

  ─授權 

  ─合資 

  ─全資經營 

聯盟國籍 

  ─母國夥伴 

  ─國際夥伴 

  ─亞洲夥伴 



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醫療服務業之經營策略研究─以湖南旺旺醫院為例 

 

 19

表 2-2  影響進入策略因素之相關理論彙整表 

項目 交易成本理論 內部化理論 折衷理論 
理論基礎 交易成本理論 內部化理論 寡占優勢理論、產品生命週期

理論和內部化理論 
分析單位 交易(transaction) 廠商(firm) 廠商(firm) 
影響因素 交易特性：資產專屬性、內

部及外部不確定性 
產業特定優勢、區位特定優

勢、國家特定優勢及企業特

定優勢 

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內部

化優勢及策略變數 

廠商行為假設 有限度理性與投資主義 有限度理性與投機主義 有限度理性與投機主義 
市場狀況假設 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 
決策準則 以交易成本最小化為進入模

式決策之依歸，在交易成本

與交易特性間進行最佳的配

適 

若母國企業較地主國企業具

有某補償性優勢時，即可採

內部化方式進入該海外市場

在投資報酬、風險、控制程度

及資源投入間作抵換關係以

決定最適進入模式 

主要學者 Coase(1937) 
Anderson & Gatignon(1986) 
Erramilli & Roa(1993) 

Buckley & Casson(1976) 
Kwon & Konopa(1993) 
 

Dunning(1981) 
Agarwal & Ramaswami(1992)
Tse, Pan & Au(1997) 

資料來源：陳琬琪(2003)，進入策略、成長策略與經營績效關係之研究 —以台商連鎖服務業進入中國大陸

觀點分析，中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33；本研究整理。 
 
     企業對外投資決策，包含不同且複雜的動機與目的，本研究針對學者提出之國際市

場進入策略理論略加說明，進行相關文獻之綜合比較，並考量中國大陸法律規定、醫療

服務業特性及旺旺集團之策略定位，擬以 Dunning(1981)之折衷理論為基礎，並參考

Agrawal and Ramaswami 之海外市場進入模式架構，即以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及內部化

優勢，分析旺旺集團在湖南發展食品業，甚至進一步籌設湖南旺旺醫院之進入策略及進

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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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經營策略理論 

策略(strategy)一詞最早源自於西元前四世紀希臘軍事兼歷史學家 Xenophon 所提出

之 Strategos，意指「將軍之術」，即善用資源以打敗敵人的方法或計畫。而最早將策略觀

念引進企業界的是 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其在 1944 年所著的《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一書中，開始討論迥異於軍事用途的商業策略。 

1960 及 1970 年代，面對由靜態轉趨動態的企業環境，策略規劃( strategic planning)
應運而生，意指在變動的內外部環境下，透過系統方法尋找最佳的因應策略(黃松共，

2002)。當時以美國波士頓顧問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及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矩陣分析最具代表性2。策略規劃強調策略的形成，多用於企業的策略定位

分析與評估，但到了 1980 年代，當績效佳的企業除重視策略形成外，更加強策略的執行

與控制，自此策略規劃的觀念也開始擴大為策略管理(strategic management)。Klein and 
Linneman(1984)即研究指出，美國前百大企業及前千大企業分別有 97%及 92%運用策略

管理。可見，策略管理已逐漸成為一門顯學，各種企業經營策略理論亦如雨後春筍般蓬

勃發展。 

一、 策略定義 

何謂策略？古今中外此一命題廣為學者們所探討。其中，Ansoff(1965)、Miles and 
Snow(1978)、Aaker(1984)等主張，策略之提出係企業為因應內部及外部環境變遷的一種

過程。而 Chandler(1962)、Pearce and Robinson(1994)、Hill and Jones(2001)則認為，策略

乃企業為達成組織目標所採取的決策與行動。國內學者許士軍(1990)、司徒賢達(1995)、
徐作聖(1999)及吳思華(2000)等強調，策略是企業為維持競爭優勢而進行內部資源的分配

與運用。以下茲彙整國內外學者所論述之策略定義，如表 2-3 所示。 

策略是企業面對未來發展所勾勒的藍圖，雖然國內外學者對於策略之定義不盡相

同，但不外乎是企業設法與時俱進的一種動態整合性計畫與過程。另外，有關制定策略

之用意，係在內部資源與外部環境之間作一最佳調適，期以達成組織目標並維持競爭優

勢。 
 
 
 
 
 

                                                 
21970 年，波士頓顧問公司提出 BCG 成長/占有率矩陣—產品組合矩陣（product portfolio matrix），係依產

品市場成長率與市場占有率消長情形，分為問題事業(question marks)、明星事業(stars)、金牛事業(cash cow)
及茍延殘喘事業(dogs)，並建議各類型企業應採取不同的策略。之後為補足 BCG 矩陣的不足，奇異公司和

麥肯錫顧問公司共同研發 GE 矩陣，又稱為多因子投資組合矩陣，係透過市場吸收力和事業實力兩大構面

及其所涵蓋的各項評估因素，據以判斷/預測事業單位或產品的競爭地位，進而定出具體的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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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策略定義 

提出年代 學者 策略的定義 
1944 von Neumann & 

Morgenstern 
策略是企業為因應某些特殊情勢所採取的一系列活動。 

1954 Drucker 策略是了配合需要進而分析並改變現況，尋找企業現有資源或應有資源 
1962 Chandler 策略係擬定企業長程目標，選擇達成目標之行動方案及資源配置。 
1965 Ansoff 策略乃受到企業內部及外部環境變數，包括產品/市場範圍、成長向量、

競爭優勢與綜效等交互影響而成。 
1976 Glueck 策略是為達成組織目標而設計具備一致性、全面性且整合性的計畫。 
1978 Miles & Snow 策略是一種組織適應環境的過程。 
1980 Quinn 整合組織內主要的目標、政策與行動的計畫。 
1984 Aaker 策略係面對迅速變遷的環境，針對企業的經營方針進行調整，使企業走

向一個新的產品/市場組合領域。 
1994 Pearce & 

Robinson 
策略為企業決定且實現機構目標所進行資源分配的行為。 

1981 
1996 

Porter 策略指導企業如何在環境中競爭，包括對目標、產品、市場、行銷、製

造等之方案選擇。執行和競爭對手不一樣的活動，或用不同的方式執行

類似的活動。 
2001 Hill & Jones 策略是管理者為達成組織目標所採行特定型態的決策與行動，以達成良

好組織績效。 
1990 許士軍 策略代表達成某特定目的所採取的手段，表現在對重要資源的調配方式。

1995 司徒達賢 策略是指企業的形貌(包括經營範圍與競爭優勢)以及在不同時點形貌改

變的軌跡。 
1999 徐作聖 策略係以整體的觀點運用資源和力量，並爭取在最有利環境和對手競

爭，以達成組織長遠目標。 
2000 吳思華 策略是界定生存利基，維持企業不敗的競爭優勢及達成目標的重大活

動，形成內部資源分配過程的指導原則。 
2000 莊逸洲、黃崇哲 策略是一組整合性的觀念與想法，指導組織或機構嘗試超越對手，以達

到競爭優勢。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策略層級 

Hofer and Schendel(1978)、Robbins(1994)等學者認為，策略可依組織層級分為總體

策略(corporate strategy)、事業經營策略(business unit strategy)與功能部門策略(functional 
area strategy)等三個層次，三者環環相扣，可透過上下之間的指揮與訊息傳遞機制，進行

整合並發揮綜效，使企業順利運作，達成整體性的目標與績效。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總體策略(corporate strategy) 
係指將企業之多種內部活動，發展成一個有利的「組合策略」(portfolio strategy)，

並決定不同市場或事業之進入策略。榮泰生(2002)認為此層級的重點在探討企業的多角

化布局，以及各事業單位間資源分配的方法。其策略決策內容應包括：(1)決定企業未來

的發展與應從事或退出哪些事業；(2)決定財務及其他資源如何在事業單位間流動；(3)
決定企業與重要環境元素的關係；(4)決定企業如何增加投資報酬率。 

(二)事業經營策略(business unit strategy) 
此層級涉及的是企業如何在既定市場內，取得產品或服務的競爭優勢地位，係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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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事業單位所擬定。此外，事業經營策略也強調獲取邊際利潤的重要性，並加強各種企

業活動(如行銷、生產、財務)的整合功能。Porter 於 1980 年所提出的競爭策略，包括全

面成本領導策略、差異化策略及集中化策略，可謂廣為人知且經常被引用的一種事業經

營策略。 

(三)功能部門策略(functional area strategy) 
以支援達成總體策略與事業經營策略為主要目標，此一層級由行銷策略、生產策略、

財務策略等功能部門策略所組成，偏重日常操作性之營運，設法使資源之生產力極大化。 

三、經營策略類型 

歷年來，探討經營策略的文獻與理論相當多，國內外學者各有不同的主張與見解，

而廣受討論或應用的相關理論包括 Ansoff(1965)的產品/市場的擴張矩陣、Glueck(1976)
的四種策略類型、Miles and Snow(1978)的適應性策略、Porter(1980)的一般性競爭策略、

大前研一(1984)的四種策略及Ginter(2002)的經營策略等，茲將相關策略類型彙整如表2-4  
所示。 

表 2-4  策略類型 

提出年代 學者 策略類型劃分及特徵 
1965 

 
Ansoff Ansoff 的產品/市場擴張矩陣，係以產品及市場構面將經營策略分為： 

1.市場滲透策略(market penetration strategy)：以目前產品市場組合為基礎，力

求增加市場占有率。 
2.市場開發策略(market development strategy)：替企業現有各項產品開拓新市

場。 
3.產品開發策略(product development strategy)：創造新產品以替代現有產品。 
4.多角化營運策略(diversification strategy)：企業開發新產品並開拓新市場。 

1976 
 

Glueck Glueck 以決定產品或勞務業務的觀點提出四種策略類型如下： 
1.穩定策略(stability strategy)：在原有經營範圍內追求相同或相似的目標，沒有

太多改變。 
2.成長策略(growth strategy)：包括內部發展以求顯著成長，及外部透過購併、

合併或與其他公司聯合發展。 
3.退縮策略(withdrawal strategy)：減少產品市場目標以改善績效，或減少投資、

降低成本、縮小規模等。 
4.綜合策略(combination strategy)：針對不同環境變化，分別在各事業部實行穩

定、成長、退縮等策略。 
1978 Miles & 

Snow 
Miles & Snow 依企業因應環境的情形提出四種適應性策略： 
1.防禦者策略(defender)：在有限市場區隔中維持有利地位，專注改良現有產

品，較少向外拓展機會，著重效率改善與成本控制。 
2.前瞻者策略(prospector)：不斷尋求新產品與新市場機會，朝多角化發展，但

效率較差。 
3.分析者策略(analyzer)：結合防禦者與前瞻者機會，一方面固守基本核心產品

與市場，一方面進行新產品或新市場開發。 
4.反應者策略(reactor)：察覺環境不穩多變，但無法有效配合，缺乏一致性策略

反應，又稱為殘餘策略(residual strategy)。 
1980 Porter Porter 認為企業在外部環境取得競爭優勢，應具備下列一般性競爭策略： 

1.全面成本領導策略(overall cost leadership)：在相同品質下較競爭對手消耗較

少的生產成本，可透過高生產效率、成本控制及學習曲線之運用，取得成本

優勢，並獲較大市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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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異化策略(differentiation)：企業提供之產品或服務有別於其他競爭者，並形

成競爭者之進入障礙，使消費者願意以較高價格購買，彌補追求差異化耗費

之成本，致力創造價值並獲得較高利潤。 
3.集中化策略(focus)：進行市場集中化，經營特定購買群或區隔市場，並針對

目標採差異化或全面成本領導策略，以求取競爭優勢。 
1984 大前研一 大前研一透過正面競爭及產品創新兩大構面，將策略分為以下四種： 

1.成功關鍵因素策略(key factor of success)：將資源集中在經過確認之企業成功

關鍵因素，應可獲致成功。 
2.相對優勢策略(relative superiority)：充分利用與對手之競爭條件差異，並取得

相對優勢。 
3.主動攻擊策略(aggressive imitative)：將目標放在已有穩固基礎之對手，設法

移轉目前形勢，以創新或不同方法創造競爭優勢。 
4.策略自由度策略(strategic degree of freedom)：避免與對手正面競爭，致力開

闢新市場與發展新產品，全力開發競爭者未觸及之市場領域。 
2002 Ginter 

Swayne 
Ducan 

Ginter 等依功能步驟將健康照護機構發展過程分為以下策略類型： 
1.方針性策略(directional strategies)：組織最重要、最根本策略，即使命、願景、

價值觀與策略性目標。 
2.調適性策略(adaptive strategies)：包括擴張策略、緊縮策略及穩定策略。 
3.市場進入策略(market entry strategies)：透過購買策略、合作策略與發展策略，

實踐調適策略中的擴張策略與穩定策略。 
4.競爭策略(competitive strategies)：應用 Porter 的一般性競爭策略，作為與其他

組織競爭的策略。 
5.加值性策略(value adding strategies)：乃為達成上述策略的執行方案，包括服

務策略、支援策略及行動計畫。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策略管理之程序與架構 

策略管理係指以策略性思考評估內外在環境，進而規劃、分析及選擇可行策略，並

付諸執行等程序模式。若應用於組織定位，可提供建立組織總體目標、分析所處環境條

件，尋求組織定位方向及準則(Hill and Jones，2001)。黃松共(2002)在《醫院策略管理》

一書中指出，策略管理是醫院因應外部環境的一種管理程序(management process)，在因

應的過程中，醫院必須考慮各種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評估外部環境所形成的機會與威脅，

以及內部的優勢與劣勢，適時採取因應環境變化之策略。以下茲將學者針對策略管理程

序與架構之論述簡介如下： 

(一)Aaker(1984)之策略行銷管理模式 

Aaker 認為策略的發展始自市場和環境的驅動，由於週期性的規劃已無法使企業因

應外在環境的迅速變動，故必須導向預應未來的模式加以處理。另外，企業在擬定策略

時，亦需致力外部分析與內部分析，著重投入與產出的概念，方能形成各種策略性決策。 

透過外部分析，包括環境分析、產業分析、顧客分析與競爭對手分析等，能辨識企

業目前所面臨之機會與威脅，進而提出策略疑義；進行內部分析，包括經營績效分析、

策略困境分析、內部組織分析、成本分析、優勢與劣勢分析等，則可瞭解策略之優勢、

弱點與限制。經過內外部分析之後，即可確認策略方案，選擇可行策略，確實執行並定

期檢討。其策略管理模式如圖 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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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Aaker 之策略行銷管理程序 
資料來源：Aaker, D. A. (1984), Strategic Market Management, New York: John Weily & Sons, 23. 

(二)Ginter, Swayne and Duncan(2002)之策略管理模式 
Ginter, Swayne and Duncan 曾針對健康照護機構提出相應之策略管理模式，如圖 2-7

所示。該架構係以外部環境分析與組織內部策略管理程序為兩大主軸。其中，組織外部

環境包括一般總體環境(政府、企業、教育、宗教、研究機構及個人)與醫療環境(立法機

構、醫療院所、供應商、病友團體及病患)，這兩個環境構面互相關聯影響，進而牽動組

織內外部之運作。組織內部策略管理程序，乃透過情境分析、策略形成、策略執行與策

略控制等四項步驟，並輔以逐一進行的方針性策略、調適性策略、市場進入策略、競爭

策略及加值性策略，使得組織得以因時變化、因地制宜，成為向外發展的穩定力量。 
 
 
 
 
 
 
 
 
 
 

外部分析 

環境分析 

產業分析 

顧客分析 

競爭對手分析 

策略的確認與選擇 

研議企業宗旨 

確認策略方案 

選擇可行策略 

執行營運計畫 

重行檢討策略 

機會與威脅 

策略疑義 
策略優勢與弱點 

策略限制 

內部分析 

經營績效分析 

策略困境分析 

內部組織分析 

成本分析 

優勢與劣勢分析 



台商在中國大陸投資醫療服務業之經營策略研究─以湖南旺旺醫院為例 

 

 25

 
 
 
 
 
 
                                                                           
                                                                           
                                                                           
                                                                           
                                                                     
                                                                     
 
 
 
 
 
 
                                                                    
 
 
 
 
 
 
                                 
 
 
 
 
 
 
 

圖 2-7  Ginter, Swayne & Duncan 之健康照護機構策略管理程序 

資料來源：Ginter,P.M., Swayne,L.M. & Duncan,W.J.(2002),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s, Oxford : Blackwell Publishers,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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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ill and Jones(2001)之策略管理程序 
Hill and Jones 以整合性的觀點，提出一套完整的策略管理架構，並將此策略管理程

序分為組織使命與目標、外部環境分析、內部環境分析、策略選擇、策略執行等五大部

分，如圖 2- 8 所示。 
     
 
 
    
 
 
 
 
 
 
 
 
 
 
 
 

圖 2-8  Hill & Jones 之策略管理程序 

資料來源：Hill, C. W. L. & Jones, G. R. (2001), Strategic Management Theo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6. 

 

(四)長谷川敏彥(2007)之策略擬定程序 
日本國立醫療管理研究所醫療政策研究部長長谷川敏彥，以策略分析、策略選擇、

策略管理等三個階段，建構其策略擬定模式，如圖 2-9 所示。所謂策略分析係在理念形

成下，進行醫院環境分析並檢視內部實績；策略選擇除從策略層級思考發展方向之外，

更以相關分析評選適當策略；至於策略管理則以經營方針為基礎，執行策略並加以檢討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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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策略分析 
(1) 理念形成(考慮意義) 
            使命、價值與願景檢討 
            理念的作法 
            與高層理念的整合 
            利害關係者的認定與分析 
            徹底宣傳理念並實施 
(2) 外部環境分析(考慮環境) 
            大局勢分析 
            區域商圈分析 
(3) 內部環境分析(考慮能力) 
            自院實際成績分析 
            經營改革診斷 
            診斷書 
2. 策略選擇 
(1) 對醫院攻略(考慮機能與網路) 
            從企業、事業、功能層級思考策略

企業策略 
                事業策略 
                機能策略 
                經營單位 
(2) 對市場攻略(考慮商品) 
            思考三要素(商品、競爭、方法) 
                擴大、縮小、維持之選擇 
                併購、協助、開發之選擇 
                差異化、界限、混合之選擇 
                適應策略 

進入策略 
位置策略 
實例 

 
(3) 群組與聯合 
                院內外聯合疾病群，中心化構想 
                門診分離 
            與合作對象逆向轉診設施的選擇 
                資訊系統 
                聯合室 
(4) 綜合狀況判斷 
            做策略選擇的各種方法 
                SWOT 分析 
                定位分析 
                PPM 分析 
                成功關鍵因素分析 
            決定優先順位  
3. 策略管理 
(1) 目標設定與部門各別展開(考慮目標) 
            全體目標、各部門目標 
            住院日數、轉診率、入院門診比 
(2) 致力於經營課題，改善課題 
            商品種類確定、品質提升、實施方法 
            六項要素與問題(縮減平均住院日、聯

合、品質提升、防止疏失、CS、資訊公

開) 
(3) 經營基礎確立(考慮運用) 
            建立意識 
            建立組織 
            建立知識 
(4) 檢討及評價 
 
往新策略(回到起點) 

 

圖 2-9  長谷川敏彥之策略擬定程序 
資料來源：長谷川敏彥等(2007)，醫院經營管理，台北：合記，頁 2。 

    上述學者主張之策略管理程序與架構各有其立論基礎，應用當廣泛。本研究係探討

湖南旺旺醫院之經營策略，與 Ginter, Swayne and Duncan 提出之健康照護機構策略管理

模式較為相符，故將此模式略加修改，提供擬訂研究架構參考並作為策略管理分析之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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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外部環境分析 

企業無論策略發展、組織文化、目標管理…等皆受到環境影響，60 年代以前之傳統

管理理論，大都將組織視為封閉系統，以企業內部之績效提升為探討主題。1960 年，Simon
首先考慮外部環境因素，提出組織系統觀念。爾後，各家學者對環境的定義與解釋多所

討論，如 Duncan(1972)依組織界限(boundaries)將環境分為內、外部環境；Kotler(1986)
將企業經營環境分為總體環境和個體環境；Miller(1993)將環境分為總體環境與產業環

境；Hill and Jones(2001)將環境區分為外部環境(包括總體環境、產業環境與競爭環境)與
內部環境(包括資源、能力與核心能力)兩個層面等。本研究主要參考 Hill and Jones 的概

念，將牽涉內外部環境之相關理論或分析彙整如下。 

一、 總體環境分析 

Hitt, Ireland and Hoskisson(2007)認為，總體環境係指足以影響產業及企業營運之廣

泛性環境因素，通常可分為六個環境構面，包括人口、經濟、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科

技與全球等，其構面與元素如表 2-5 所示。企業無法直接控制總體環境的各項構面與元

素，但可利用掃瞄、偵測、預測及評價等外部環境分析技術，確認總體環境中的機會與

威脅，藉以協助企業制定並發展策略，加強競爭優勢。本研究將依據 Hitt 等學者提出之

環境構面並略作修正，針對中國大陸總體環境進行探討。 

表 2-5  總體環境：構面與元素 

構    面 元        素 

人口 
人口規模             種族組合 
年齡結構              所得分配 
地域分布 

經濟 

通貨膨脹率            個人儲蓄率 
利率                  企業儲蓄率 
貿易赤字或盈餘        國內生產毛額 
預算赤字或盈餘 

政治/法律 
反托拉斯法            勞工培育法 
稅法                  教育理念與政策 
管制解除理念 

社會文化 
女性勞動參與          環保意識 
勞工多元化            工作與職業偏好 
工作生活品質態度      產品與服務性質偏好 

科技 產品創新              私人與政府研發支出 
知識應用              新通訊技術 

全球 重大政治事件          新興工業國家 
關鍵性全球市場        文化差異與制度屬性 

資料來源：Hitt, M.A., Ireland, R. D. & Hoskisson, R. E. (2007), 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Ohio: Thomson South-Wester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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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分析 

產業(industry)係指一群生產具有高度替代性產品的所有企業，與總體環境分析比

較，產業環境對企業的策略性競爭力與平均獲利率有更直接的影響。Oster(1999)指出，

產業分析又稱為產業競爭分析(industry and competitive analysis)，是現代企業經營的重要

管理工具之一，運用此分析有助於企業瞭解競爭強度與獲利潛力。Porter(1980)之五力分

析與 Hill and Jones(2001)之產業生命週期理論，皆為著名之產業分析工具，本研究考量

醫療服務業之產業特性，故選擇 Porter 之五力模型進行產業分析。 

Porter(1980)主張有五個因素會影響產業之間的競爭強度，因而提出五力分析模型，

如圖 2-10 所示。Porter 認為透過此五種競爭力分析，有助於企業瞭解產業結構，掌握關

鍵因素，建立整體性之競爭策略，並設法提升獲利能力。以下為五種競爭力之簡要說明： 

(一)消費者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 
消費者可透過議價能力決定購買數量，造成生產者彼此競爭，迫使生產者降價，甚

至爭取較好品質或更多服務。影響議價能力的因素包括消費者集中度、產品差異程度、

轉換成本高低、消費者上下游整合可能性等，而資訊之對稱性及業者集中程度亦是關鍵

因素。 

(二)供應商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形成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主要係因供應商掌握關鍵因素，在缺乏替代品的情況下，

利用提高價格或降低產品、勞務品質，對產業成員施加議價力量。若業者無法隨之調整

售價藉以反映成本上漲，又欠缺上游整合能力與之對抗，將由供應商剝削產業利潤。 

(三)潛在進入者的威脅(threat of potential entrants) 
產業新進入者雖然會帶來額外產能，但在產品需求未增加之情況下，將打破競爭態

勢，分享既有市場。對現有企業所造成之威脅，端視進入障礙門檻高低及現有企業之可

能反應決定，需考慮之因素包括技術障礙、產業結構、經濟規模或法令限制等。 

(四)替代品的威脅(threat of substitutes) 
替代品是指能夠完成相似或相同功能，且以不同特質的產品或服務，滿足顧客之相

似需求。一旦替代品加入且形成威脅時，企業競爭勢必日益劇烈。另外，替代品之價格、

功能比較將影響價格上限之訂定，使產業之獲利性受到限制。 

(五)現有競爭者的威脅(intensity of rivalry among existing firms) 
產業內企業家數之多寡，是構成競爭強度的基本要素。此外，產業的特性、競爭者

的同質性、產業的策略價值、退出障礙的高低等，亦會影響現存企業之間的對抗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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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Porter 之五力分析模型 
資料來源：Porter, M. E.(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 New 

York: Free Press, 4. 
 

三、 SWOT 分析 

SWOT 分析源自企業管理理論中的策略性規劃，Andrews(1980)透過組織內部擁有之

優勢(strengths)及劣勢(weaknesses)，及外部環境面臨之機會(opportunities)及威脅(threats)
等四個構面，藉以評估組織實際經營能力及潛在危機。在策略產生、執行、評估過程佐

以 SWOT 分析，秉持「運用優勢，彌補劣勢，掌握機會，避開威脅」原則，一個組織得

以發展符合自身能力及客觀環境需求的策略(David，1986；Collett，1999)。 

本研究將以 SWOT 模型分析湖南旺旺醫院組織內部擁有之優勢與劣勢，並探討其在

外部環境所面臨之機會與威脅。有關 SWOT 分析模型如圖 2-11 所示。 

 對達成目標有幫助(Help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對達成目標有害(Harmful  
to achieving the objective)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內部組織 
(In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organization)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外部環境 
(Ex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environments) 

 
 
 
 
 

 

圖 2-11  SWOT 分析模型 

資料來源：Wikipedia，http://zh.wikipedia.org/wiki/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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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競爭優勢分析 
透過外部環境研究，企業可確認可能選擇要做的事；經由內部環境分析，企業可決

定能夠做的事。內部環境分析要素─獨特資源(resources)、能力(capabilities)與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ies)，是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基礎，惟有結合資源與能力，企業才能培植

出自己的核心能力，其間之關聯性如圖 2-12 所示。 

 
 
 
 
 
 
 
 
 
 

圖 2-12  內部環境分析元素 
資料來源：Hitt, M.A., Ireland, R. D. & Hoskisson, R. E. (2007), Strategic Management: 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 Ohio: Thomson South-Western, 76. 

    由上圖可知，可協助企業確認並建立核心能力主要有兩種工具，一是評估競爭優勢

的四項特定準則，企業可藉此決定哪些資源與能力隸屬核心能力；二是價值鏈分析，企

業可由此選擇應該維持或發展哪些價值創造能力。價值鏈(value chain)係 Porter(1985)用
來分析企業競爭優勢來源的基本工具，Porter 認為價值鏈展現之總體價值係由價值活動

與利潤所構成。價值活動可分為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兩大類，主要活動包括產品生產、

行銷、內外部後勤作業及銷售服務；支援活動則涵蓋採構作業、技術發展、人力資源管

理等。至於企業基礎設施則負責協助主要活動與支援活動之運作，其架構如圖 2-13 所示。 
 
 
      
      

       

       

       

 
 
 

 
圖 2-13  Porter 之價值鏈分析 

資料來源：Porter, M. E. (1985),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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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Porter 十分關注醫療產業及健康照護問題，2006 年與 Teisberg 撰寫

《Redefining Health Care: Creating Value-Based Competition on Results》一書即強調，為創

造高價值的醫療照護系統，應進行組織再造，拋開過去以各專科為核心的傳統組織模式，

提供以病人為中心的整合服務(integrated practice unit)。爰此，Porter 特別以整合性角度

提出醫療照護體系之價值鏈分析，如圖 2-14 所示。 

 
 
 
 
 
 
 
 
 
 
 
 
 
 

圖 2-14  Porter 之整合性醫療照護體系價值鏈分析 

資料來源：Porter, M. E. & Teisberg, E.O.(2006), Redefining Health Care: Creating Value-Based Competition on 
Result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204. 

 
    由於醫療服務業亦屬於健康照護產業之一環，故本研究擬以 Hitt, Island and 
Hoskisson 之競爭優勢理論及 Porter 之整合性醫療照護體系價值鏈分析，探討湖南旺旺醫

院之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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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醫療產業特性 

醫療產業與一般服務業的特質有所不同，不惟醫護從業人員具有高度專業性，提供

無形的服務，處理攸關民眾的健康問題，更特別的是，愈來愈多的交易過程係由第三者

(third party)付費促成。因之，許多用來解釋醫療服務市場供需行為之經濟模型，亦隨之

調整變動。Rakich(1997)指出，由於醫療產業吸引一批專業經理人長期投入，醫療機構的

設立、經營與管理，已成為一門獨特且專業的學門。 

Phelps(1997) and Folland(2001)均認為，醫療產業的最大特色在於它同時擁有不確定

性、非營利性、外部性、資訊不對稱性、政府嚴格管制、保險介入等六項屬性，以下茲

簡要加以說明。 

一、 不確定性(Uncertainty)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kenneth J. Arrow(1963)曾指出，醫療服務的不確定性有兩個面

向，一是疾病發生的不確定性(需求面)，即一般民眾無法掌握健康變化；二是治療效果

的不確定性(供給面)，意謂醫療提供者無法確知治療的預期效果。前台大醫院院長李源

德(2002)亦強調，醫療行為與一般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性質不同，不能將上帝的責任交給

醫生承擔。由此可知，醫療產業的不確定性遠比其他行業更加明顯。 

二、 非營利性(nonprofit) 

由於醫療機構所提供之服務無法試用，一般需求者對醫療提供者的期待與其他企業

明顯不同(Arrow，1963)。另外，醫療行為係在供需雙方具有互信基礎下所進行，故醫護

人員之專業倫理要求亦較其他行業嚴格。基於上述特殊性，有些國家以法律明文規定，

禁止營利機構提供醫療服務(Sloan，2000)。 

本研究對象湖南旺旺醫院係依《中外合資、合作醫療機構管理暫行辦法》所設立之

醫療機構，雖具有營利性質，但 2006 年出版之《中國醫療衛生發展報告 No.2》指出，

中國非營利性與營利性醫療機構之營利模式相同、經營項目、承擔的社會義務相同、價

格相同，如此劃分並無實際意義。兩者差別最大之處在於營利性醫療機構需繳納稅負，

而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則完全免稅。況且社會資本主義國家對於衛生醫療事業限制頗多，

此與一般企業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之性質並不相同。 

三、 外部性(externality) 

外部性係指一個人的行為對於旁觀者造成的無報酬影響(Mankiw，2000)。可分為正

面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與負面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前者乃謂一方的消費行

為會增加其他人的滿足程度或福利水準；後者則是會減少其他人的滿足程度或福利水準。 

醫療產業的正面外部性，主要源自對他人健康的關心，是一種社會關懷(social 
concern)，Arrow(1963) 認為醫療服務業對社會關懷的重視，遠比其他個人福利更為強

烈。醫院的設立對於政府或社會而言，其外部性是存在的，例如傳染病的預防與治療，

可減少國家整體勞動力的耗損；孕婦產前檢查有助於國民優生的落實等。由此，許多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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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將醫療視為公共財(public goods)或特殊財(merit goods)，進而實施公醫制度或提供免費

醫療服務。至於醫療環境的負面外部性，以醫療廢棄物處理不當、院內感染群聚效應為

多，2003 年發生 SARS 疫情，即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 

四、 資訊不對稱性(information asymmetry) 

在醫療服務市場，疾病的發生與復原均具有不確定性，民眾購買的不是實質的商品，

而是汲取醫療專家所提供的資訊，並接受相關之醫療照護。然而供需雙方在掌握現代醫

學專業知識不相等的情況下，消費者所知有限(consumer ignorance)乃醫療產業與其他產

業的最大差別所在(Pauly，1978)。 

為減少資訊不對稱現象所造成之影響，可採專業證照與專業規範加以管制。實施醫

師專業證照制度，雖然會形成市場進入障礙(entry barrier)，但以政府管制取代市場選擇

機制，一方面可降低醫療服務提供者的異質性，另一方面亦能減少民眾的不確定性與蒐

尋品質的成本。而 Fuchs(2000)也強調，醫師專業規範可形成約制力量，是不可忽視的第

三元素。 

五、 政府嚴格管制(government intervention) 

由於醫療產業普遍存在資訊不對稱與進入障礙等問題，且具有公共財與特殊財等屬

性，再加上醫療品質直接關係到國民健康，甚至間接影響到國家生產力，使得許多醫療

機構面臨市場失靈現象。此時，政府的介入與干預就成了解決市場失靈的普遍方式，多

數國家均對醫療產業採取高度管制措施，例如進行價格管制、藥品安全檢驗與進口管制、

醫院興建採審核許可制度、政府直接提供保險、政府直接參與醫療保健研發工作等。透

過上述干預作為，企業不能自由加入或退出，使得醫療產業形同進入障礙最高的服務業

之一。 

六、 保險介入(insurance) 

在某些國家由於保險的介入，病人並不直接付費給醫療供給者，而是由提供保險的

第三者支付。此種給付制度將削弱價格的影響力，改變供需雙方的行為模式。一般而言，

保險介入對醫療市場的立即影響是道德危害(moral hazard)的出現，即被保險人購買保險

後會降低事前預防的警覺性，並增加事後索賠的程度。另外，在醫療保險制度下，除個

人罹病性質外，醫療成本亦取決於選擇之醫師及其使用醫療資源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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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國內外醫院策略管理文獻探討 

一、醫院經營策略之運用 
    為因應內外在環境快速變化，相較於一般企業運用策略管理行之有年，非以營利為

主要目的之醫療服務業，晚近十餘年來方運用相關理論來制定與執行策略，使策略管理

逐漸受到重視(Klein & Linneman，1984)。以下茲列舉學者提出之醫院經營略運用情形，

如表 2-6 所示。 
表 2-6  醫院經營策略之運用 

提出年代 學者 策略運用 
1985 Vraciu 繼續奮鬥：制定新策略，或加強行銷策略購併其他醫院，以提升市場占有率。 

撤離產業：適時縮減不利科別，縮小營運範疇，甚至清算並退出市場。 
暫時觀望：在醫院並未處於危險狀態時，採暫時觀望策略，以因應環境變化。 

1986 Autrey & 
Thomas 

運用 Porter 之五力分析架構作為分析醫療產業之理論基礎，並依照 Porter 之一般性

競爭策略，提出醫院經營的三種策略模型： 
成本領導策略：實施成本控制，以強化競爭體質，因應政府管制措施。 
差異化策略：提升醫院內部技術與服務品質，追求獨一無二之品牌形象。 
集中化策略：依醫療服務之優勢作好市場區隔，並配合上述策略爭取競爭優勢。

1987 Desai 運用波士頓顧問群所提出之投資組合矩陣(BCG Matrix)，將醫院各科別定位為策略

性事業單位(SBU)，並標示在矩陣上，作為醫院制定並分析總體策略之依據。 
1990 Ginn 運用 Miles & Snow(1978)之防禦者、前瞻者、分析者、反應者等策略，對美國醫

院進行抽樣調查，發現約 38%-50%的樣本醫院由防禦者改為分析者和前瞻者。 
1992 Liedtka 策略管理程序除考慮外部機會與內部獨特能力外，應加入社會責任與醫師價值

觀。策略形成與分析應包括內部與外部構面、市場性與非市場性構面。而可行策

略則依 Porter 看法分為全面成本領導策略、差異化策略與集中化策略。 
1992 Smith et al. 運用策略規劃與利潤、效率有強烈關聯，但與提高收入、降低成本則關聯性較低。

其對醫院提出之策略包括成本控制管理、服務多角化經營以及服務差異化策略。

1995 Green et al. 美國進行醫療改革，導致環境劇變，故以 Porter 之一般性競爭策略，即全面成本

領導、差異化與集中化策略，來因應不確定之環境變化。 
2002 Ginter 

Swayne 
Duncan 

主張健康照護機構可採用以下五大策略類型： 
方針性策略：最高指導原則且引導組織前進。 
調適性策略：策略形成過程之核心，並提供達成組織最高指導原則。 
市場進入策略：實現調適性策略並提供醫療機構進入市場。 
競爭策略：決定醫療機構如何在市場與其他機構競爭以建立持久性競爭優勢。 
加值性策略：執行上述四種策略活動。 

1993 闕廷諭 探討科技、政府、經濟、文化、人口等五種環境因素對於醫院營運的影響，運用

Porter 提出的五力架構分析醫院之產業環境，最後則採 Porter 之一般性競爭策略，

包含全面成本領導策略、差異化策略和集中化策略，以因應競爭環境。 
1994 白佳昇 

張錦文 
聯合採購策略：集中採購藥品與衛材，以增加議價能力且大幅降低成本。 
醫院定位策略：可改為專科醫院，以建立該專科之權威與特色；或改為聯合門診，

共用儀器設備，發揮規模經濟之效益。 
2001 劉文健 花蓮玉里榮民醫院策略管理的制定與執行如下： 

策略目標：以 SWOT 分析法進行醫院內外在環境評估，藉以訂定策略目標。 
應變策略：找出目標市場；以病例組合(case mix)為基礎的套裝治療模式;塑造醫院

形象；發展社區醫療；提升醫院評鑑等級；發展相關多角化經營策略；垂直整合。

市場進入策略：發展合作策略、策略聯盟。 
市場定位策略：低成本、差異化策略；開源節流策略。 
執行策略：檢視組織與功能評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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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赴大陸投資醫療產業之研究 

    迄今，已有許多國內外學者針對企業赴海外投資之經營策略，進行深入研究或探討，

惟對台灣赴中國大陸投資醫療產業領域之研究，因進入時間較短，經營大型醫院之實證

案例有限，大都聚焦在大陸醫療服務市場的環境分析、投資意願、進入模式、策略規劃

等相關議題，茲彙整如表 2-7 所示。雖然，台商在中國投資個案醫院之經營策略文獻尚

為不足，較少提及本研究著重之經營概況分析，但學者們所提出之相關論述及概念架構，

仍有相當之參考價值。 

表 2-7  台灣赴中國大陸投資醫療產業領域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年代) 主題 研究內容 研究結果 
吳啟誠(2001) 大陸醫療服務市場之

研究 
採文獻探討法，進行醫療服務業分析、

大陸醫療服務市場分析、大陸醫療服務

市場「非市場環境」分析。 

透過投資大陸經營醫療機構

的風險分析、不確定環境下的

投資策略分析，提出進入市場

的風險管理七大方式。 
黃梁榮(2002) 影響國內私立醫療機

構赴大陸投資意願之

因素探討 

以量性問卷探討國內私立醫療機構赴大

陸投資的各項影響因素；並輔以質性深

入訪談，瞭解國內醫療機構赴大陸投資

的看法與建議。 

母國環境、管理技能等兩變數

與投資進入模式有顯著相

關；大陸醫療市場具有極高發

展潛力，但投資風險仍高。 
任中杰(2003) 台商大陸投資之風險

評估、財務租稅規劃與

進入模式研究─以醫

學美容市場為例 

藉由個案研究方式，探討台商將經營醫

學美容設備產業經驗，移轉至中國大陸

市場的可行性評估。 

法令體系的龐雜與不確定

性、貸款回收問題、融資管道

可行性與資產保護問題，係台

商投資可能遇到之困境。 
李文浩(2003) 醫療事業進入新市場

領域之評估研究：以在

中國大陸籌設大型醫

院為例 

以文獻探討為主，經由中國大陸醫療產

業分析，透視成敗關鍵因素，衡量是否

能組成一擁有足以應付產業內特有競爭

環境所需的團隊。 

提出一投資中國大陸籌建大

型醫院的虛擬企劃案。 

黃瑞興(2004) 台灣醫療機構於中國

城市地區經營策略之

研究─以台灣秀傳醫

院為例 

以個案研究方式，探討技術策略制定與

創新服務活動的實務內容，分析台灣與

中國醫療產業的經營情況。 

台灣中型醫療機構面對巨大

中國市場，應以合資方式取得

先占優勢，以快速建構規模經

濟。(註) 
徐永芳(2004) 我國醫療事業前進大

陸設立醫院策略之研

究 

採質性研究，透過深度訪談、輔以次級

資料，並配合研究理論，探討我國醫療

事業前進大陸設立大、中、小型醫院之

競爭策略。 

對在大陸設立大、中、小型醫

院，依其規模大小分別提出不

同的市場定位及競爭策略建

議。 
林小雯(2005) 台灣企業進入中國大

陸醫療市場成功關鍵

因素之研究─從 ESSP
觀點分析 

採個案研究法，以台灣企業已進入、曾

經進入或有意願進入大陸投資醫院、診

所之機構為研究對象，從環境、策略、

組織結構及績效觀點分析、歸納出進入

中國大陸醫療市場之成功關鍵因素。 

在環境面、策略面、結構面，

分別以法令法規符合性與因

應彈性、合作夥伴的選擇、股

權結構與人力資源本土化等

關鍵因素尤為重要。 
賴俊穎(2005) 大陸台資醫療院所之

經營概況分析─以福

建省台資醫療院所為

研究模式 

採文獻探討法，針對福建省五家醫療院

所(多為小型診所)之投資概況、經營規

模及經營決策進行研究。 

經營大陸醫療院所獲利方式

有二，一是高單價、高水準、

高設備的經營模式；二是低單

價、低成本、多單位、小而美

連鎖經營方式。 
註：秀傳醫院是第一波赴中國大陸考察並積極布局之醫療機構，目前已在寧波開設眼科診所，雖有意在上

海籌設「國際厚生健康園區」，但至今未有進一步消息。故該研究乃透過台灣秀傳醫院之經營策略論

述，推估在大陸籌設醫院之策略規劃構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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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為瞭解旺旺集團赴中國大陸投資醫療服務業之動機、進入模式，並針對

湖南旺旺醫院之經營策略提出具體建議，本研究主要以 Ginter, Swayne and Duncan 提出

之健康照護機構策略管理模式為基礎，擬應用下列理論驗證實務運作情形，期以作為湖

南旺旺醫院未來策略發展之參考依據。 

一、 海外投資進入模式分析：擬以 Dunning 之折衷理論為基礎，並採用國外學者 Agrawal 
and Ramaswami 之海外市場進入模式架構，即以所有權優勢、區位優勢及內部化優

勢，分析旺旺集團以湖南為其食品業發展基地，並跨足醫療服務業之進入策略及模

式。 
二、 總體環境分析：參考 Hitt, Ireland and Hoskisson 之總體環境構面與元素，分析中國

大陸之總體環境。 
三、 醫療服務業分析：以 Porter 之五力模型為基礎，探討湖南旺旺醫院面對之醫療產業

環境及其相關因應策略。 
四、 內部環境分析：主要以 Porter 於 2006 年提出之整合性醫療照護體系價值鏈分析，

及 Hitt, Ireland and Hoskisson 之競爭優勢理論作為分析工具。 
五、 經營策略分析：以 Ginter, Swayne and Duncan 之健康照護機構經營理論及策略管

理程序為主要架構，融入前述之內外部環境分析結果，並運用 SWOT 模型，深入剖

析湖南旺旺醫院之經營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