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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內容為相關文獻之探討。首先，探討非營利宗教醫院之意義與特性；其次歸

納非營利宗教醫院之資源取得；隨後，介紹非營利宗教醫院商業化之相關理論；最後，

對長期照護與護理之家做一簡介。 

 

第一節 非營利宗教醫院之意義與特性 

 

1.1 我國醫院之類型 

 

    目前我國的醫院，可就評鑑等級、地區別以及權屬別加以分類。由於本研究 

著重於探討非營利宗教醫院與一般醫院之差異，故僅針對權屬別之醫院分類系統 

作一介紹： 

 

以權屬別而言，可分為公立醫院與私立醫院兩大系統（藍忠孚，1984）：  

一、公立醫院系統：係指醫院之所有權屬於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 

單位者，目前我國公立醫院可分為： 

1. 行政院衛生署醫院系統：隸屬行政院衛生署，原省立醫院系統，精省後改制為 

行政院衛生署醫院，如行政院衛生署台中醫院。 

2. 市立醫院系統：隸屬於直轄市衛生局，如台北市市立醫院。 

3. 縣（市）立醫院系統：隸屬於各縣（市）衛生局，如台北縣立醫院。 

4. 國立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隸屬於教育部，如台大醫學院附設醫院。 

5. 軍醫院系統：隸屬於國防部，如三軍總醫院等。 

6. 榮民醫院：隸屬於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如榮民總醫院。 

二、私立醫院：係指公立醫院以外之醫院，其所有權屬於自然人或非政府之法人 



 8

者，目前我國私立醫院可分為： 

1. 財團法人醫院系統：依醫療法第一章第五條，所謂財團法人醫療機構係指由捐 

助人捐助一筆財產以從事醫療業務目的者，如長庚醫院。 

2. 教會醫院：包括天主教醫院與基督教醫院兩大教會系統，有些是獨立的醫事財

團法人，有些則附屬於宗教財團法人。如花蓮基督教門諾會醫院。 

3. 私立醫學院附設醫院：如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4. 一般營利性私人醫院。 

 

    黃佳經（1993）比較公立醫院、企業財團法人醫院、宗教財團法人醫院，以及一

些投資者以營利為目的而設立的醫院（Investor-owned）三者所擁有之資源：公立醫

院有政府公務預算做為後盾；營利性醫院以增進投資者之財富為最大目標進行各種商

業行為；企業設立的財團法人醫院在原有企業的人力支援下，都具有相當規模以及財

力足以吸引各方面的人才。 

 

而宗教性醫院，傳統上視醫院為一種慈善事業，不只不講求將本求利，更只 

求全力醫治病人，財務有困難再四處募款來支應醫院的支出。但在台灣經濟大幅成長

後，國外捐款銳減，國內信徒所佔人口比例只有百分之二左右，捐款有限，形成這類

醫院在財務與使命間維持平衡的難題。 

 

1.2 我國教會醫院的沿革 

     

台灣現代醫學的開端源自西元 1865 年英國蘇格蘭基督教長老會派遣馬雅各醫師

（Dr. James L. Maxwell, M.A. M.D.）來台灣醫療傳教，在台南開設台南醫館（後改稱

新樓醫院）；1872年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派遣馬偕牧師（Rev. George L. Mackey, D.D.）

來台，在淡水創立偕醫館（現今之馬偕醫院）；到了 1895年，蘭大衛醫師（Dr. David 

Landsrough , M.A. M.D.）在彰化創辦蘭醫館（現在的彰化基督教醫院）。這些醫療傳



 9

教士除設立醫院外，另一方面也傳授西方醫學，訓練助手醫師與護理人員。 

     

教會醫院除了開啟台灣的現代醫學之外，在偏遠地區和山地也一直扮演著重要的

角色，早期教會醫院大多設立在都市重要的地區，光復後，政府逐漸設置醫院，教會

醫院為了照顧偏遠地區的人，逐漸往醫療體系較缺乏的地區發展（詹啟賢，1999）。 

           

而台灣宗教醫療體系的現況，根據內政部 89年之統計資料，共有醫院 44家，診

所 15家。其中天主教與基督教等教會醫療計有醫院 37家，診所 6家。 

  

教會醫院均為私立醫療機構，部分係由國內外教會人士或團體奉獻、捐贈的財團

法人教會醫院，部分則由依其他法律設立之宗教法人附設。在董事會的組織上，除財

團法人醫院有自己的董事會外，宗教法人醫院的董事會則與所隸屬教會之董事會相

同。 

 

1.3 非營利宗教醫院之經營特性 

 

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黃昭聲接受醫望雜誌專訪時談到基督教醫院的特色與風格

（康世肇，1996），他認為教會醫院除了「民間」、「非政府」、「非營利」的特質之外，

最主要的一點特色在於動機：當初創辦這些醫院的人都是基督徒，行醫服務大眾正是

宗教熱忱表現的一部份，在宗教熱忱的驅使下，其與一般只追求經營好、服務好的民

間醫院即有觀念上的不同。另一項特點在於基督教本身信仰上的特殊性：若是真正信

奉基督，就應走進人群，和他們生活在一起，走在前面，扮演引導者的角色，帶領眾

人向天國的境界前進，「傳道、救人、服務」，正是所有信仰者奉為圭臬的三大任務，

因而也造就出基督教醫院特有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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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碧昭（1991）對教會醫院經營特色整理如下： 

1. 經營理念 

    基本上，所有的教會醫院都是以發揚基督博愛、救人的精神為宗旨，並以耶穌為

門徒洗腳的謙卑服務胸懷為榜樣，透過醫療行為來為自己的信仰做見證，以利於福音

的傳播和教務的推行。視醫療服務為慈善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收費上多較合理。 

2. 組織結構 

    天主教與基督教多強調教會為一個大家庭，所有成員都是主內的兄弟姊妹。故教

會醫院的組織架構也多採用家庭式的組織，管理上則偏向所謂的人性管理，情感較制

度具有影響力。而醫院院長幾乎清一色為神父或修女等神職人員擔任，員工中也多神

職人員。 

3. 財務管理 

財務來源方面，教會醫院創立之初的資金幾乎完全來自教會或教友的捐獻，且多

來自國外。基本上，醫院本身為一事業單位，其費用可由業務所產生之自發性收入支

應。但由於教會醫院分布在人口較不密集的非都會區，且不以營利為目的，擔負著許

多慈善的優惠醫療服務，所以經營上往往盈餘有限。 

 

李新亮等（1997）指出，院牧部門為教會醫院極大的機構特色，其宗旨以關懷病

患及員工之心靈，傳揚耶穌基督救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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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非營利宗教醫院之資源取得 

 

    資源乃是非營利組織得以維持正常運作及提供服務所必須，然而非營利組織乃是

以公眾福祉為使命，不以營利為目的。如何在使命與資源間取得平衡，對非營利組織

管理者而言，乃一重大之挑戰。 

 

2.1 醫院之財務來源 

     

    張英陣（1998）指出非營利組織的財務來源有：1. 民間捐助，包括個人、聯合

勸募、企業、基金會、慈善組織、宗教團體等；2. 政府贊助，包括補助以及購買式

契約；3. 收費，包括服務收費、出售商品的收益、會員的會費等。 

 

    Messinger （1999）指出醫療組織可能的財源有：1. 內部贊助（internal funding）；

2. 其他醫療照護組織、醫療計劃、個人投資者、創投公司等的投資；3. 借貸；4. 公

開上市。 

     

    以醫療產業而言，醫療服務收入為其最大的財務來源。一般醫療院所的醫療收入

大致可分為勞務性收入、技術性收入與售貨性收入等三大類。1.一般勞務性收入是指

診察費、醫事服務費等，也就是支付標準所列的「基本診療項目」之費用。2.技術性

收入是指「特定診療項目」的費用，也就是各類的檢驗、檢查、處置、手術等費用。

3.售貨性收入即藥材之收入。例如：藥品，醫材（洪正芳，1997）。 

 

    我國在健保實施之後，大部分的醫療項目皆由健保給付，於是乎健保局便成為醫

院最主要的服務收入財源管道；少部分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業務，也成為醫院拓展服務

收入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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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保業務收入 

健保實施後，支付標準及審查制度對醫療及營利行為有重大的影響，列舉如下（韓

揆，1990；洪正芳，1997）： 

1. 核減率高：由於核減率直接對醫院的成本負擔造成影響，部分醫院為了防止醫院

本身所申報的項目被核減太多，影響醫院的營運狀況，而產生申報浮報的情形。 

2. 住院與門診相比，核減率較高，給付較低：住院的核減率和門診之核減率相較之

下，一直是偏高的現象，造成醫療院所營業收入極大損失。在門診核減率較低且

支付標準有利於門診的情況下，造成醫師鼓勵病患多到門診就醫，例如：開刀前

的檢查的工作，原有住院的診療項目，現在則以門診的方式為病人進行診察。 

3. 藥價基準不合理：藥價基準法給付之設計，使得藥材幾乎完全沒有利潤可言，醫

院唯有擴大規模、以量制價，向藥商壓低價格，以賺取差價。 

4. 由於支付標準與審查制度所引起的醫療糾紛增多：由於上述原因以及消費者意識

抬頭，面對越來越多的醫療糾紛，使得醫療人員們的醫療行為趨於保守，許多診

療行為不敢去做，影響醫師診療品質。 

5. 耳鼻喉科、皮膚科、小兒科等給付較高；外科等給付較低：造成外科等冷門科別

萎縮。 

 

二、健保外業務收入 

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服務，成為現在醫院積極延伸發展的財源之一。一方面因應高

齡化社會的來臨，長期照護等醫療服務的需求增高；另一方面則因國人保健意識抬

頭，健康檢查也具廣大市場。無論是醫院自己提供該項服務，或是與其他組織合作，

其挾持著醫療人員高度專業的專業知識，比一般民間私立安養機構以及獨立健檢中心

更具競爭優勢。 

 

2.2 財務來源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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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資源一方面提供非營利組織賴以生存的命脈，以及服務案主的能量；但另一

方面，卻也對非營利組織產生莫大的負面影響，而影響的層面所及，常是那些對非營

利組織最為根本、最為重要的方向。 

 

    組織創設與存在的目的即是使命（mission），使命對非營利組織具有高度的關鍵

性，非營利組織的共同使命是「維護社會價值、提供社會服務、啟發觀念、改變行為、

提昇人的身心品質」（司徒達賢，1999）。非營利組織的管理，不是靠「利潤動機」的

驅使，而是靠「使命」的凝聚和引導（許士軍，1994）。 

 

Drucker（1994，余佩姍譯）說：「募款的目的，是支持非營利機構可以順利實現

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將使命置於募款之下。」非營利組織是因為要實踐使命才需要資

金，才需要去尋找財源，但往往為了獲得某一特定的財源，而偏離了組織的使命。張

英陣（1998）指出部分贊助單位可能對贊助的資源有指定用途，也可能由非營利組織

自行運用。當贊助者對非營利組織產生「不適當的期待」或與組織間有「不適當的連

結」時，將對非營利組織的組織運作與組織形象，產生負面的影響。 

 

資源依賴理論指出（Hall，1992），在開放系統中，組織不能產生自身所需要的

所有資源。故組織需要依賴環境中的其他組織來提供所需的資源，以維持組織的生

存。但是由於環境中資源的不充足，以及資源供給狀況的不穩定性，使得組織在外界

環境與內部運作中面臨了自主與依賴的兩難。為充分取得資源，勢必得建立穩固的組

織間關係，強化彼此關係的結果，環境對組織的支配力便越深，是故減低了組織自主

決策的自由度。 

而決定組織間相互依賴程度的因素有三（Bacharachm and Lawler，1981；Knoke，

1983；引自 Saidel，1991）： 

1. 資源的重要性：代表資源在組織功能運作、方案實施或服務輸送上的必要性。相

較於組織中其他的資源，越重要的資源，組織會傾向將之列為優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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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源的可替代性：對志願性組織的研究指出，在組織交換網絡中，組織所可獲得

之替代性資源範圍越大，則對單一組織的依賴度便越小，越可成功保有組織運作

的自主性。 

3. 組織強制取得該資源的能力：在組織可強制另一組織提供必要資源的範圍內，組

織的依賴程度會較低。 

 

    由上述理論可知，當非營利組織為了迎合財務來源而取得財務資源時，或多或少

會影響組織本身之使命與自主性。當非營利組織之財務來源越不多元、對單一財源的

依賴越重，則該財源對非營利組織的影響力也越強。然而，獲取財務資源的目的是為

了確保組織之正常運作以實踐非營利使命，非營利組織理應在符合使命與維持自主性

的前提之下來尋求財源；但在實際運作上，財源提供者亦有其個人或團體之目標，並

非全然符合非營利組織之期待，故如何在使命與財源兩者之間取得平衡，不啻是一個

難題與藝術，考驗著非營利組織的經營管理者。 

 

2.3 非營利組織資源取得與運用之特性 

 

2.3.1多元化 

 

非營利組織為了減少對單一財源的巨大依賴，常以多元的財務來源來降低各個財

源的相對重要性，以確保自身自主性與使命的健全。同時，高度仰賴單一贊助來源亦

具有高度的風險性，一但依賴對象的財務不健全，則可能使組織立即陷入財務危機。

也更因為單一財源通常無法支應非營利組織運作之全部所需，而非營利組織在法律上

亦被許可接觸多種的財源籌措管道（如勸募、接受政府補助等，通常必須是非營利組

織才能利用此種財源）。非營利組織可以選擇多樣化的財源管道來降低此種高風險以

及對自主性與使命的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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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資源的可轉換性 

 

    司徒達賢（1999）以「CORPS」模式闡釋非營利組織的運作方式：「C」是服務

對象，「O」為組織活動，「R」指的是財力與物力資源，「P」則是人力資源，而「S」

代表其服務內容。然而，「C」、「P」、「R」三者間存在著互補與轉換的關係： 

1. 「C」轉換為「P」：即將服務對象納入志工團體。例如有不少殘障福利機構，由

於服務效果良好，使殘障朋友的家屬甚至殘障朋友本人十分認同組織的使命，因

而成為組織的志工。 

2. 「C」轉換為「R」：即將服務對象轉變為捐助來源。例如大學獎學金的受獎人往

往在飛黃騰達之後，再回過頭來捐助母校。 

3. 「P」轉化為「C」：是指志工或捐助者可享有某些本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例如志

工享有本醫院醫療服務的折扣優待，或是捐助者購買本基金會的書籍半價等，都

可以激勵志工或捐款者。 

4. 「P」轉換為「R」：即是志工也從事捐助，或是以志工來代替專職人員，以減少

人事方面的財務支出。 

 

每個非營利組織所擁有的人力、財力、物力資源不盡相同，可以透過各種資源之

間的互補與轉換，將各項資源做最有效率的運用，避免受限於財務窘境而無法提供優

良的服務。 

 

    Kotler（1991，張在山譯）與 Dess（1998）分別指出非營利組織因為政府的社會

福利計劃趨向保守、企業與私人捐款減少、非營利組織數目倍增、商業組織大量介入

等變化，使得各非營利組織深感財務壓力，無不積極尋找其他財源，例如尋找企業合

作夥伴，或是趨向經營收費性事業。 

 

  而 Phillips（1999）指出美國非營利醫院財務壓力的來源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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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慈善捐款減少，政府補助降低。 

2. 由於 managed care以及 medical technology的實施，使得傳統住院服務需求降低。 

3. 投資人更重視風險與報酬。 

4. 醫務成本增加。 

5. 前瞻性支付制度的實施，使得醫院營收不具彈性。 

 

    在台灣，非營利宗教醫院由於信眾捐款與國外教會補助減少，以及健保的實施，

使其營收不具彈性；再加上營利醫院與公立醫院的競爭，使得服務量減少；同時教會

醫院又多處醫療資源稀少、一般營利醫院不願前往的偏僻地區，其收入本就不若都市

地區穩定及充足，凡此種種，都造成其財務上莫大的壓力，急需發展策略性的財務取

得模式，以獲取穩定、多元的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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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非營利宗教醫院之商業化 

 

    非營利組織可透過免費或收費的方式提供其產品與服務，國內外探討相關議題之

文獻，多以「商業化」或「營利」等詞彙來描述非營利組織從事收費性交易以獲取收

益之行為或活動；實務上，對大多數的非營利組織而言，他們懷抱著慈善公益的心態

來提供產品與服務，即使從事收費性的交易，也認為此乃為維持組織基本運作或反映

成本所不得不收取之基本費用，較難接受「商業化」這樣的用語。故本研究乃以「經

營收費性事業」來代表非營利組織從事收費性交易以獲取收益之行為或活動；但在文

獻探討時，為顧及學者之原創言論，則仍以「商業化」或「營利」等詞彙進行討論。 

 

    非營利組織之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指的是非營利組織透過販賣產品或服

務來獲取收益；世界各地之非營利組織，近來有積極發展商業行為的傾向，幾乎各個

產業的非營利組織都涉及或多或少的收費性事業（Weisbrod，1998）： 

    非營利醫院開辦對大眾開放之健康俱樂部，有最新穎之運動設施以及奧運規格之

游泳池，獲得了巨大的利潤，同時對營利性的健康中心產業（fitness center industry）

產生威脅。 

    非營利博物館附設零售商店，產生的收益較政府補助以及會員會費更多。 

    非營利大學致力於由營利公司所贊助的研究計劃。 

 

    非營利機構之商業行為影響了他們與消費市場、營利組織以及政府機關間的關係

與互動，更引起了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關注。本節將介紹與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相關之議

題與理論。 

 

 

3.1 非營利組織商業化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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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dgkinson 與 Weizman（1996）調查美國私人捐款與志工佔非營利組織整體資

源比例的趨勢發現：在 1964年時，美國的非營利組織財源中約有 54﹪為私人捐款，

到了 1994 年則降為 24﹪（表 2-3-1）；而志工的投入亦呈現減少的趨勢，從 1989 年

9.2百萬的全職志工（full-time equivalent）下降到 1993年的 8.8百萬。私人捐款以及

志工的逐年減少，是迫使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 2-3-1 私人捐款佔非營利組織整體財源之百分比 

 

年代 % 年代 % 年代 % 

1964 53.5 1974 34.7 1984 30.6 

1965 52.8 1975 33.1 1985 29.7 

1966 50.4 1976 33.8 1986 32.0 

1967 48.8 1977 34.2 1987 28.5 

1968 47.7 1978 33.0 1988 27.3 

1969 45.3 1979 32.7 1989 26.9 

1970 41.5 1980 32.3 1990 25.5 

1971 41.5 1981 32.4 1991 24.5 

1972 39.1 1982 31.0 1992 23.6 

1973 36.8 1983 30.3 1993 23.6 

（資料來源：Hodgkinson& Weitzman, Nonprofit Almanac 1996-1997. San Franciso: 

Jossey-Bass, 1996, tab. 2.1.；引自Weisbrod，1998；作者自行翻譯） 

 

Dess（1998）研究美國非營利組織企業化的趨勢，歸納出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的動

機如下： 

1. 資本主義橫掃全球，市場力量風行草偃；大家相信有競爭才有進步，想賺錢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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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求效率、創新。 

2. 非營利組織希望在提供社會所需的產品和服務時，不至於讓服務對象對組織產生

過度依賴，故採取部分收費的做法，或是幫助服務對象建立自己的工作能力。 

3. 尋求財源的穩定，增加營利收入比捐款或補助更可靠，同時可減低對政府與捐款

者的依賴，以保持組織的自主性。 

4. 非營利組織的贊助人漸漸偏好商業化的作風。由於爭取慈善捐款的競爭日趨激

烈，政府或是企業贊助者，往往都著眼於這個非營利組織的績效，來決定捐助與

否。 

5. 受到其他營利事業競爭的影響，例如醫療、教育等服務都已有大量營利組織涉足，

故非營利組織面對競爭者轉向商業化的壓力之下，也紛紛跟進。 

 

此外，Baumol 與 Bowen（1966）認為非營利組織對於額外收益的追求不僅反映

了因社會需求造成必須增加產出的壓力之外，更反映出生產成本增加的壓力。尤其是

勞力密集的服務性非營利組織更面臨了「成本疾病」（cost disease），他們很少有機會

能夠運用資本來增加勞動生產力以降低成本；同時，隨著經濟成長，員工薪資亦趨上

漲，整體而言，造成生產成本的增加，迫使這些機構必須更積極的尋找財務來源。 

 

Estelle（1998）則認為，除了民間捐款與政府補助減少造成的財務短缺壓力外，

非營利組織積極發展營利模式之原因可能有兩大類型： 

1. 交叉貼補（cross-subsidization）：此理論認為非營利組織投入收費性事業是情非

得已的，在其他財務來源短缺的情形之下，這些非營利組織希望藉由提供非使命

直接相關（mission-unrelated）的服務或產品所獲得的收益，產生交叉貼補的效

果，來幫助使命直接相關（mission-related）的產品或活動的推行。基於交叉貼

補動機而發展收費性事業的非營利機構，其通常是在捐款減少時才會致力於銷售

收入的增加，所以這些機構之捐款與銷售收入通常呈現負向的關係，且其商業化

的腳步較為緩和，就算法律或制度的改變造成商業化的機會增加，他們也不會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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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參與。以美國為例，社會服務產業之非營利組織，例如博物館或美術館等，

通常是此類型的機構。 

2.  金錢（pecuniary）動機：亦即是Weisbrod（1988）所謂的「for-profit in disguise」。

此觀點恰與交叉貼補理論相反，認為某些非營利組織發展營利模式不單純是基於

利他動機，更多是基於「利益極大化」的考量，這些機構努力操作捐款與營收，

以期獲得兩者總和之最大化，他們不認為商業化本身是不好的，而是害怕營利收

入的擴張會使得原先之贊助來源喪失捐助的動機，反而造成對捐款的排擠效應，

倘若商業收入大於排擠捐款所造成的損失，他們便會持續收費性事業。通常，當

法律或制度改變，出現商業化的機會時，這些機構會積極投入，商業化的腳步較

為激烈（例如美國大學內之生物科技領域，1980 年後由於法律的鬆綁，允許大

學對其研究成果享有專利權，這項改變使得美國各大學積極投入相關研究以及研

究成果的商業應用）。以美國為例，醫院以及學校通常是此類型的機構。 

 

    由上可知，非營利組織商業化的動機主要是由於社會需求造成產出增加以及生產

成本增加的壓力，但是慈善捐款與政府補助等財源卻無法提供足夠的資源，使得該機

構致力於收費性事業的發展；然而，除了使命與宗旨的考量之外，單純的利益極大化

動機亦是不可忽略的。 

 

3.2 非營利組織商業化之影響 

 

Goddeeris與Weisbrod（1998）在轉換（conversion）理論中提到：捐款與營業收

益之間最大的區別在於組織必須對其活動放棄控制權以滿足資源提供者要求之程度

的多寡。「控制」是非營利組織轉換成營利十分重要的元素，任何組織欲藉由商業交

易而獲取財源都必須提供符合消費者要求的產出，也就是說：賣方達成目標的能力是

取決於買方的意願，故當非營利組織大量依賴營收做為財務來源時，為迎合消費者的

偏好，對於組織自身行為的控制程度也就不得不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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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Dees (1998)也提到非營利組織商業化所帶來的危險： 

1. 以企業的方式經營，為了增加收益所從事的活動，可能不知不覺中違背當初的社

會使命。非營利組織的領導人忽略了市場運作的殘酷性。 

2. 缺乏經營所需要的組織的技巧、管理的能力、商譽、成本、人才，是不易累積另

一種組織實力的。 

3. 商業文化有時會與社會事業的精神相牴觸。非營利組織的成員可能對來自企業的

人才持懷疑的態度，排斥企業的行話，甚至工作方式。 

4. 營利事業的導入可能排擠原來的公益活動，改變了原來的角色，要維持平衡是一

件難度高的事。商業氣息太濃，易招譏評。 

5. 當進入營利市場時，會遭遇營利的競爭對手的反對。 

 

    Lambert（1997）則認為當非營利組織進入新的產業以尋求更多營收時（例如：

醫院開辦健身體育俱樂部），便易引發大眾的爭議：他們的營利行為與一般營利企業

有何不同？什麼是給予他們稅法優惠的依據？ 

 

    由上述文獻可知，商業化雖然可為非營利組織帶來財務上的好處，但也可能造成

組織文化、工作方式的不適應，更甚者危及組織的社會使命，引發大眾輿論的反彈。

故當非營利組織從事商業行為時，如何在使命達成與財務追求兩者之間拿捏分寸，便

成為十分重要的一個管理課題。 

 

3.3 非營利組織商業化之方式 

 

Weisbrod（1998）從美國非營利組織的商業化之實務經驗歸納出非營利組織商業

化的方式主要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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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者付費（user fees） 

這是許多非營利組織最主要的營收來源，通常是使用在與組織使命直接相關

（mission-related）之產出上面，透過對這些產出的使用者收取費用，來達到財務方

面的滿足。例如，大學向學生收取學費、醫院向病患收取醫療費用、博物館或動物園

等向遊客收取門票費用等。 

然而，使用者付費亦是一把雙面刃：其收入可以可以解決財務問題；但價格機制

卻也可能無意間排除了該機構為達成社會使命所應該服務的目標案主。例如，大學過

高的學費可能排除了部分貧困學生的就學機會，而損及該組織之社會使命。而一個可

能解決此兩難困境的方式便是「差別定價」（price discrimination），對於目標市場的案

主收取較低的價格或是免費，而對於其他的顧客則收取較高的費用。 

 

二、進入新市場 

亦有一些非營利組織藉由提供其他使命非相關（mission-unrelated）或附屬性

（ancillary）的收費性產出來獲取額外的收益。 

例如某些大學積極發展非常規教育，像 EMBA、推廣教育等等；甚或是販售運

動會、畢業等活動的紀念品。而有些醫院更是將觸角延伸至長期照護服務、健康中心

等項目。 

這類型的收費性事業雖然可以避免對於該組織社會使命的目標案主造成排擠效

應，但另一方面卻也產生其他危機：由於附屬性活動與使命相關活動是不能完全分離

的，兩者在生產所需的投入資源（包括財力、勞工、管理者、資本等）上可能重複，

尤有甚者，兩者的目標市場亦可能重疊，如此一來，附屬性活動亦對使命相關活動產

生不可輕忽的侵蝕作用。同時，這類活動也可能引發是否悖離使命的爭議。 

 

三、售後租回（sale-leaseback） 

由於非營利組織享有稅法上的優惠，其不需為建築物繳稅，也就無法從建築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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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舊（depreciation）獲取稅賦上的優惠；而營利組織則需為建築物繳稅，當建築物逐

年折舊時，稅賦也隨之減少。由於營利組織與非營利組織稅務待遇上的不同，此兩種

組織可以透過「售後租回」的操作方式互蒙其利。 

 

Hodgkinson 與 Weizman（1996）調查美國非營利組織財務結構發現：非營利組

織越來越依賴收費性事業所帶來的營收，而對於政府補助與私人捐助的依賴則越來越

低，但在不同產業間變化的幅度則不相同，表 2-3-2中顯示：各個產業藉由提供收費

服務以獲取營收的比例幾乎都有增加的趨勢，但以健康醫療產業所佔比率最高，國際

事務或外國事務組織則最低。 

表 2-3-2 非營利組織財務結構 

 

    私人捐獻 (%)    政府補助 (%)    服務收費 (%) 

產業 a 1987 1992 1987 1992 1987 1992 

藝術、文化、人文 38.3 38.7 11.0 10.5 26.7 26.5 

教育 14.2 13.3 11.9 11.0 56.8 60.8 

環境 / 動物 35.8 30.2 8.3 6.5 16.1 35.5 

健康 3.8 3.3 2.4 2.3 86.7 89.3 

人類服務 18.2 19.1 25.5 24.4 43.5 46.4 

國際事務 / 外國事務 54.2 58.3 26.8 26.6 13.2 8.3 

其他非營利組織 b 11.6 10.2 7.9 7.5 69.1 73.5 

a 個別產業內非營利組織的數量於此資料中不可得 

b 包含上述所未提及之所有非營利組織 

（資料來源： Hodgkinson & Weitzman, Nonprofit Almanac 1996-1997. San Franciso: 

Jossey-Bass, 1996, tab. 5.11；引自Weisbrod，1998；作者自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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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我國非營利宗教醫院收費性事業之類型 

 

    關於我國醫院收費性事業之研究目前仍屬於萌芽時期，故所能蒐集到之文獻有

限，研究者整理國內外學者之相關理論（Lambert，1997；Weisbrod，1998；Sloan，

1998；楊銘欽，1998），並參照國內實務現況，歸納整理我國醫院收費性事業類型如

下： 

 

一、一般醫療業務之服務收入 

以醫院而言，其一般醫療業務服務收入為其最大的財務來源。一般醫療院所的醫

療收入大致可分為勞務性收入、技術性收入與售貨性收入等三大類。一般勞務性收入

是指診察費、醫事服務費等，也就是支付標準所列的「基本診療項目」之費用。技術

性收入是指「特定診療項目」的費用，也就是各類的檢驗、檢查、處置、手術等費用。

售貨性收入即藥材之收入。例如：藥品，醫材（洪正芳，1997）。 

我國在健保實施之後，大部分的醫療項目皆由健保給付，於是乎健保局便成為醫

院最主要的財源管道；少部分健保不給付之醫療業務，例如：自費性的健康檢查、藥

癮治療、美容外科手術、日間住院等業務，也對醫院財務貢獻良多。 

 

二、水平整合 

我國醫院亦有藉由提供其它醫療院所醫事人員代訓、體檢代檢工作等服務以獲取

營收；或是設置醫院外直接附屬於該院之病理檢驗機構、社區藥局門前店、社區復健

機構、助產所等，以充分提供病患之各種醫療需求，同時創造營收（楊銘欽，1998）。 

 

三、垂直整合 

在水平方向醫療服務的整合提供之外，目前我國醫院亦同時藉由設置上下游相關

之醫療機構以收到垂直整合之效。例如設置附屬之健檢中心、基層診所、急性醫院、

慢性醫院、安寧照護（緩和醫療）中心、居家護理中心等（楊銘欽，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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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角化經營 

我國醫院除了藉由上述與使命直接相關（mission-related）活動的拓展以獲取營

收之外，亦積極進入使命非直接相關（non-mission-related）活動的多角化經營

（Weisbrod，1998）。例如：提供其它醫療院所醫管顧問、醫療費用申報、藥材物流、

資訊系統建置與維護、會計業務、廢棄物處理等管理以及行政上的服務；有些亦跨足

儀器設備代理、交通運輸等業務；設置附屬之安養中心、坐月子中心、托兒所、旅館、

休閒中心等；或甚至透過地下商店街或購物商城滿足病患、家屬，甚至於社區民眾的

各項日常生活需求（例如：長庚醫院）（楊銘欽，1998）。 

 

    由於健保給付之醫療業務所能獲得之財源有限，目前我國各大醫院無不積極推展

其他各項相關業務，幾乎可以說只要病患、家屬、其它醫療機構，或甚至所屬設居民

眾有需要的市場，就可以看到醫院商業化的足跡。但是收費性事業之類型、豐富性以

及多角化的程度，則常取決於各個醫院的性質（公立、非營利、營利性醫院）以及經

營管理者的主觀認知。 

 

本節介紹非營利組織商業化之相關理論，並列舉醫院所可能發展之收費性事業，

其中包括一般醫療業務、垂直整合、水平整合、多角化經營等，而本研究將以醫院之

護理之家事業為例，介紹非營利宗教醫院收費性事業之經營，故下一節將進一步說明

護理之家之相關理論。 

 

對於多角化的定義，管理學者有不同之看法：一說乃認為「多角化」一詞是指與

組織使命無直接相關之事業，而與組織使命相關之事業則分為「水平整合」與「垂直

整合」；另一說則認為「多角化」應分為「相關多角化」與「非相關多角化」，其中相

關多角化即與水平整合及垂直整合概念相通。故對於醫院附設護理之家，國內有些學

者將之歸入「垂直整合」的範疇內（楊銘欽，1998）；有些則以「多角化」稱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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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昌，1995；劉立凡，2000）。研究者認為後者乃指「相關多角化」，與前者所代表之

概念相通，但範疇更廣（亦涵蓋水平整合），故本研究為求命題能更具代表性，於第

五章「命題發展」中乃採「相關多角化」一詞進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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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護理之家 

 

4.1 長期照護之定義與類型 

 

國內外學者對於長期照護之定義尚未有一致的看法。根據美國學者 Kane，Kane，

Ladd（1998）的定義：「當一個人因失能（disability）而經歷一段長時間的功能困難

或不能（inability）時，所給予之持續性的幫助」。我國行政院衛生署認為：「長期照

護係指針對需長期照護者提供綜合性與連續性的服務；其服務內容可以從預防、診

斷、治療、復健、支持性、維護性以至社會性之服務；其服務對象不僅需包括病患本

身，更應考慮到照顧者的需要。」 

 

Bordy 及Masciocchi（1980）認為長期照護體系應包含機構式照護、社區式照護

與居家式照護等三大類服務。 

 

表 2-4-1 三種類型之長期照護服務 

 

型態 機構式 社區式 居家式 

定義 
 

指住在醫院、醫療機構、
安養機構中接受全天候
的照顧。 

 

在社區之照護中心，以團
體活動或視個人健康狀
況，提供需求者全方位的
生活照護，例如學習才
藝、知識、技能等。 

指住在家中由家人 、親友或付費
請人來家中照顧。  

諸如:僱傭、看護、居家護 
理師等。  

  

收案對象 

1.安置頤養              

2.癱瘓者                

3.日常生活重度障礙者 

4.需專業醫護人員照護者 

 

1.生活可自理的老人    
2.日常生活能力輕度 
    殘障者。 

 

 

病情穩定或復原中，但仍需在家
接受醫療、護理或一般日常生活
之照顧，如更換新管(導尿管、引
流管、氣管插管等)、行動扶持、
餵食及家事服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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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案 名 稱 
或涵蓋範圍 

安養中心、護理之家、療
養機構、養護之家、急慢
性醫院、長青公寓。 

日間照護、喘息照護 、臨
時托老中心。  

  

居家護理 

照護時間 24小時全天候。 視實際需求而定 視實際需求而定。 

照護地點 照護中心 活動中心或照護中心 自己家裡 

主管機關 社政單位/衛生單位 衛生單位 衛生單位 

備 註    
全民健保可提供每個月兩次的護
理服務。 

（資料來源：長期照護資訊網） 

 

一般用來鑑定什麼人是功能上的慢性失能（chronic impairment ）都採用日常生

活活動能力（activity of daily living，ADLs）、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能力（instrumental 

activity of daily living，IADLs）、認知功能（cognition）等指標來確定。所謂 ADLs是

指吃飯、上下床、穿衣、上廁所、洗澡等；IADLs是指包括購物、洗衣、煮飯、作輕

鬆家事、室外走動、打電話、理財、用藥等活動；認知功能則包括定向、抽象、判斷、

計算、語言等能力。至少一項以上的 ADLs 或 IADLs 功能不全者，即是長期照護的

對象。若是三項以上 ADLs功能不全者，則需接受機構式的長期照護（社區發展季刊

社論，2000）。 

 

4.2 護理之家之定義與我國現況 

 

    護理之家是長期照護機構的一種，對老人、病人或慢性病人提供服務及護理，由

有執照的護理人員提供 24 小時的照護。在我國，護理之家乃依據「護理人員法」第

十四至二十三條，以及「護理人員法施行細則」第六條所定義之護理機構，由衛生單

位主管，服務對象主要為罹患慢性病、需長期照護之病人，或者出院後仍需繼續護理

之病人等，需要 24小時由護理人員及病患服務員提供護理照護和日常生活照護。 

    國內研究顯示（劉嘉年，1993；楊紅玉，1996；引自徐亞瑛等，2000）：我國護

理之家所收之住民以 65歲以上之老年人為最多，疾病診斷多為腦中風（占 37.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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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肢體功能依賴（Karnofsky scale，柯氏量表等級）三級以上者佔 63.2﹪以上；

可見住民之日常活動能力不佳，需協助或需三管（鼻胃管、氣切、導尿管）護理者佔

多數。陳惠姿等（2000）收集 5所護理之家共 152位住民功能相關資料，發現護理之

家住民年齡以 65歲以上佔 79.6﹪，其中 75-84歲者最多佔 38.2﹪；約七至九成住民

其日常生活功能分別需要程度不同的協助。 

 

衛生署頒訂「護理之家設置標準」中對於護理之家之人員及設施有以下規定： 

一、人員方面 

護理人員每 15床應設有一名；病患服務員每 5床應設一名以上；社工人員是未

滿 100床者應指定專人負責社會服務工作，100床至 200床以下者應有一人，200床

以上者至少應有兩人；醫師、復健人員、營養師等視業務需要專任或特約，醫師依病

人病情需要，每個月診察一次。 

二、設施方面 

每床平均總樓地板面積應有 16平方公尺；設有日間照護者，按登記提供服務量，

平均每人應有 10平方公尺以上。 

 

在健保給付方面，中央健保局於民國 84年 3月全民健保開辦之初，將居家照護

服務全民健保給付範圍；並於民國 85年 11月擴大解釋，正式將護理之家醫療護理服

務納入健保給付。 

 

    根據衛生署統計，截至民國 89年底，我國一共有 167家護理之家開業，共提供

7775床的服務。其中有 101家為醫院所附設之護理之家，共提供 4569床的服務量；

66家為獨立型態之護理之家，共提供 3206床的服務量。其職業登記之專任人力共有

護理師 342名，護士 445名，物理治療人員 2名，其餘人力為特約方式提供。依上述

統計數字計算，我國護理之家護理人力與床位數比平均約在 0.1左右，即一位護理人

員服務十位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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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費標準方面，目前政府主管機關並未對護理之家的收費標準做嚴格規定，但

須就有關收費標準報備查核。調查顯示，護理之家在訂定收費標標準時，通常考慮的

因素包括病患依賴度或功能殘障度以及照護成本等，然而另一個主要考量仍是與市場

上鄰近的其他護理之家收費標準做比較。通常每月收費約在新台幣 20000元到 35000

元之間；而一些較具規模的醫院附設護理之家，收費則約在新台幣 40000 到 50000

元上下（劉立凡，2001）。 

 

    在護理之家經營困境方面，蘇淑真（2000）指出護理之家業者經營之困境為收費

無法充分反映成本。為提高護理之家的市場競爭力，許多護理之家在考慮確保人力的

充足、降低人事成本，及降低本地護理之家病服員離職率等因素下，進用外籍監護工

（賴令玉等，2001）：進用外籍監護工主要的效益在於其薪資水準較本籍病服員低且

較不計較工時長短，但其缺點為外籍監護工有語言溝通上的障礙，對於住民的心理、

情緒無法反應，進而影響到其對機構的滿意度，故運用外籍監護工照顧不能溝通、意

識不清的住民或上夜間特別時段班別，能達到省錢及不錯的品質。 

 

4.3 醫院發展護理之家事業之動機 

 

    調查指出：國內有 74﹪的老人希望與子女同住。然而，由於家庭結構功能改變、

婦女就業率提昇、雙薪家庭與單親家庭持續增加等社會變遷，即便有 74﹪的老人願

意與子女同住，卻迫於現實環境的無奈、健康狀況的不許可、需高度技術護理服務、

日常生活需高度依賴他人，而必須使用機構式照護（楊漢湶等，1999）。而相較於坊

間立案與未立案安養機構之品質參差不齊，護理之家之設立皆須經過衛生主管單位許

可，且由醫院所附設之護理之家，可就近提供民眾急性醫療資源，其形象與品質較為

一般民眾所信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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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民眾對於護理之家的需求日殷，衛生署於民國 87 年訂定「老人長期照護三

年計劃」之中，將輔導醫院部分病床轉型為護理之家，列為普及機構式照護設施的重

要策略，每床由衛生署補助設備費十萬元，並運用「醫療發展基金」獎勵私立或財團

法人附設護理之家或日間照護機構，補助其房舍貸款利息。 

 

    學者指出政府政策是影響許多護理之家和安療養機構設立的主因（Gibbs＆

Gorden，1999；引自劉立凡，2001）。 

 

國內目前針對醫院發展護理之家事業動機之相關文獻，僅劉立凡（2001）針對

12 所護理之家負責人所進行的調查，發現當初這些護理之家投資設立的動機約有四

點： 

1. 長期照護的發展是未來的趨勢，護理之家為民眾所需，在未來應有發展潛力。 

2. 主要是回應並配合政府政策之發展。 

3. 醫療院所必須要適時轉型並多角化經營，以符民眾需要及市場趨勢。 

4. 基於個人興趣及專業領域。 

 

其他並無專門針對醫院設立護理之家動機之文獻，故研究者僅就少數曾被討論到

之部分，配合企業管理中有關企業發展新事業動機之相關理論加以整理，歸納出我國

醫院發展護理之家事業之動機如下： 

 

一、產業生命週期之交替 

產業生命週期（industry life cycle）乃指每個產業都會經歷「初生、成長、成熟、

飽和」等幾個階段。越接近成熟與飽和階段的產業，其產業內競爭激烈，繼續投資的

報酬率已經不高；而處於出生與成長階段的產業，未來發展潛力大。 

 

由於健保實施後，國內醫院之醫療業務獲利受到侷限，再加上未來規劃逐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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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門診限量與總額預算制度，將使醫療業務的發展受到箝制，醫療市場已有走向高競

爭性、低獲利率的趨勢，可謂國內醫療產業已發展至飽和的階段，故有許多醫院積極

在競爭激烈的健保醫療業務之外開創新事業，擺脫過去一定的經營模式，而採取一個

多角化的經營方式，藉由進入一個新興產業，達到各個多角化事業之間生命週期交替

的作用。其中，由於老年人口增加快速，所謂的「銀色產業」逐漸受到重視；再加上

政府醫療發展計劃的大力提倡，使得長期照護相關事業成為許多醫院優先考量的多角

化方向之一（張群昌，1995）。 

 

二、緩解急性醫療資源不當利用之情形 

而健保實施後，慢性病人久住急性病床的情形嚴重，造成醫院急性醫療資源的不

當使用，故一些醫院乃利用原有的空舊病房改建，或投資興建護理之家，以提供慢性

病患照護服務，緩解急性病床不當利用之情形，以提昇急性病床的使用效率（張群昌，

1995；楊漢湶等，1999）。 

 

三、降低經營成本與拓展人員經驗 

面對越來越嚴苛的醫療環保標準，醫院廢棄物處理之投資成本日益增加，醫院可

能考慮將部分經營重點轉移到較不具污染性質的事業，以降低環保成本。 

 

張群昌（1995）認為，在醫院中，醫師、護理人員等專業醫護人員薪資佔醫院經

營成本中很大的一部份；而護理之家所需之專任醫護人員較少，若能由醫院原有人力

支援，則可分攤固定人事成本。另一方面，對醫師與護理人員而言，可以擴展新的職

業領域，以迎接新醫療時代的來臨。 

 

四、綜效之追求 

綜效（synergy）是指兩個事業間的業務有共同性，得以相互配合或支援。而醫

院本身與護理之家兩者在病患來源、醫療資源等方面可能形成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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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醫院所附設的護理之家來服務出院後仍需照護的慢性病患，當這些病患有急性

醫療需求或各項檢驗需求時再由醫院就近提供。對醫院而言，醫院不會因病患出院即

流失這些病患；對護理之家而言，也不擔心沒有病患來源。同時，若護理之家亦服務

一般院外之慢性病患，則可為醫院本身帶來更多的病患來源。而護理之家的服務，亦

可與醫院所擁有之醫療設備、物理治療、病理檢驗等醫療資源相互配合（張群昌，

1995）。 

 

五、社會服務理念之實踐 

楊漢湶等（1999）以天主教耕莘醫院為例介紹私立醫院經營附設護理之家模式時

提到，該院附設護理之家的理由，一方面除能緩解急性醫療資源不當利用之情形外，

更是本著教會醫院優先照顧需照顧者之設院宗旨，遂決議將空出之舊病房改建為護理

之家，以提供無自我照顧能力、無積極醫療需求、僅需密集護理服務之慢性病患所需。 

 

整體而言，醫院設立護理之家或其他長期照護機構，有以下效益（張群昌，1995）： 

1. 縮短醫院平均住院日，增加病床流通效率。 

2. 提高設備儀器使用率，降低醫院的固定成本。 

3. 可增加物理治療、病理檢驗及其他方面的收入。 

4. 醫院可掌握住這部分的病人，不因病人出院而流失。病人有問題時，仍會回到醫

院來。 

5. 長期照護機構的病床流動率低，收入穩定。 

6. 可提昇醫院的整體形象。 

 

    各個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的動機各異，但目前並無醫院屬性與設立動機間之相 

關研究，僅楊漢湶等（1999）提出天主教耕莘醫院乃基於服務社會理念而設立護 

理之家之案例。故本研究之目的之一亦在於釐清不同屬性之醫院在護理之家之設 

立動機上是否會有所不同，非營利宗教醫院在設立護理之家時，是否除了財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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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權衡外，更多了社會使命的考量。 

 

4.4 護理之家之照護成本 

 

    國內外計算護理之家成本的相關研究為數不少，依其目的之不同，所用以計算成

本的標的與方式亦有所差異，研究者歸納整理如下四類： 

 

一、以單位時間人力成本計算各項照護活動之成本 

杜世敏等（1997）以三家長期照護機構為對象，分別計算每一家機構內各種人力

（護理人員、病患服務員）之每秒人力成本（全年薪資及獎金總和÷全年總工作秒數），

並分別測量 17項護理活動與 18項病患服務員活動所耗費之平均秒數，再以每秒人力

成本乘上活動耗費秒數求得共 35 項照護服務之單位成本。下一步則將分攤至個別病

患之各項固定成本與其所使用之總服務人力成本、直接材料成本等加總，求得個別病

患之服務成本。劉文斌（2001）則以作業基礎成本（activity-based costing，ABC）進

行類似研究。 

 

二、以資源耗用群組計算各類型病患之照護成本 

資源耗用群組（resource utilization group，RUG）為病例組合（case-mix）之一種。

病例組合乃醫療上將各種病患依不同之特性加以歸類分組，以求各組病患在資源的使

用、醫療的處理等方面能夠達到組間異質、組內同質的劃分方式，以利因人而異之醫

療流程與保險支付制度的建立。病例組合依應用領域的不同又有許多種類，例如應用

在急性住院方面之診斷關係群（dignosis related groups，DRGs）；應用在門診方面的

門診病人群組（ambulatory visit group，AVGs）；而運用在長期照護服務上則稱為資源

耗用群組（Fetter，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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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在急性醫療部分病例組合之研究以行之有年；而近年隨著長期照護產業的興

起，政府規劃將長期照護服務納入保險支付，是故，有關長期照護病患資源耗用群組

之研究亦逐漸受到重視，期能建構合適之資源耗用群組，以利保險支付制度之建立。 

 

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國外有 Fetter（1980）、Cameron（1985）、Fries（1989及 1994）、

Arling（1987）、Weissert（1992）等人；國內則有黃意雯（1995）、吳淑瓊與楊紅玉（1997）、

詹倖宜（2001）等人。 

 

此類研究則以類似第一類之方式計算出個別病患之照護成本，再將病患依不同特

性加以分類，尋找對各組資源耗用差異具解釋力之各項分類依據。 

 

三、以機構整體成本效益計算達到損益平衡之服務人次 

國內此類相關研究（徐宗福等，1993；徐亞瑛等，1997；台灣省政府衛生處，1998）

則計算長期照護機構之每月平均經營總成本，再與每月均總收入（各收費等級病患人

數乘上所收費用）比較，求各機構欲達損益平衡點所需提供之平均每月服務人次或收

費標準。 

 

四、比較不同屬性護理之家經營成本之差異 

而比較不同屬性護理之家在經營成本上差異的相關研究，多以「規模」、「獨立經

營或醫院附設」、「公立或私立」等屬性討論之。賴玫君（1999）針對不同屬性之護理

之家進行研究，結果發現：以「獨立經營或醫院附設」來看，醫院附設之護理之家每

個個案之月服務成本較高；而以「規模」來看，規模越大者每個個案之月服務成本則

較低。 

 

而針對「營利或非營利」屬性來探討護理之家經營成本差異之研究則非常少。僅

有國外學者 Arling（1987）研究營利連鎖型、營利獨立型、公立或非營利型等三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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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護理之家，比較其成本上的差異；研究發現，公立或非營利型護理之家平均每位個

案每日照護成本最高。 

 

一般經濟理論認為效率與成本成反比，在相同的服務成本之下達到越佳的經營績

效代表效率越高；而在照護機構產業裡，較佳的照護品質到表所投入的資源越多，照

護品質與成本成正向關係。國內外亦有一些研究利用成本來反映長期照護機構之效率

與品質。Koetting（1980）比較營利與非營利護理之家在效率、成本與品質間的差異，

研究發現，營利性護理之家之效率通常較佳；但非營利性護理之家其品質較好，同時

成本亦較高；不論是營利或非營利護理之家，當品質提昇時，免不了成本也必須提高。

國內則有周麗芳等（2000）以 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資料包絡分析法）模

式分析內政部所公佈 84 年度台閩地區公私立老人扶養機構服務績效評鑑報告，發

現，當產出包含服務品質時，就權屬別而言，公私立照護機構效率差異不大，以公立

機構之效率較佳；就規模而言，大規模照護機構之照護品質與效率均較佳；而佔床率

是影響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佔床率越高對效率表現越有正面影響。  

 

對於同一項服務成本之計算，除了會受到所使用之成本分類方式以及分攤基準的

不同而有所差異外，亦會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如：服務量、服務效率、服務執行方

式等。 

 

一、服務量 

在一定範圍內，由於固定成本總額在不同服務量下是固定不變的，當服務量增

加，每一服務單位所分攤到的固定成本隨之減少，故單位服務成本亦隨服務量之增加

而降低。在醫療機構內，建築設備及醫療儀器設備大都固定，根據研究顯示（劉明煌，

1996）：醫院的固定成本約佔百分之五十，因此提高佔床率及各種醫療作業人次均會

使平均固定成本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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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率 

    在服務品質相同的前提下，效率的高低與成本成反比，效率低則成本必然提高。 

 

三、服務執行方式 

同一項服務由不同機構或不同人員來執行亦會產生成本上的差異。杜世敏等

（1997）計算三家照護機構之各項服務成本時發現：同一項服務在不同機構內的執行

方式不同會對服務成本造成影響（例如量血壓，有的機構執行草率，所花費的時間較

少，相對其成本也就較低）；而有些侵入性護理工作若由病患服務員來提供亦會減少

其成本（護理人員之薪資較病患服務員為高）。 

 

由上述研究中發現，病患之各種特性（尤其是日常生活活動能力的依賴程度）與

機構執行照護服務的方式，深切的影響到照護服務的成本，尤其是服務提供的頻率，

以及提供服務的人員專業程度。本研究主要目的之一，便是企圖探討非營利宗教醫院

在護理之家服務的提供與病患的選擇上，是否會與一般醫院有所差異，這些差異的背

後，除了成本的考量之外，是否更代表其宗教使命與社會服務精神的實踐。 

 

4.5 護理之家之照護品質 

 

    醫療品質的指標是測量醫療品質時所運用的一種標準，藉由一連串的相關方式評

估後，可以解釋醫療品質的好壞；目前最廣為運用的評估模式為 Donabedian於 1966

年所提出的評估機構品質三大要件：結構（structure）、過程（process）、結果（outcome）

的品質（Donabedian，1988；引自萬育維，1997）。結構、過程、結果為一連續評估

過程。結構品質指機構的硬體、人力和組織特質；過程品質指照護病人過程所做的一

切程序和活動；結果品質則關心病人接受照護後所呈現之結果，如罹病率、死亡率、

病人滿意度等。關於急性醫療品質，國內外已有詳盡且完整之研究，且我國衛生署之

醫院評鑑亦行之有年，對急性醫療品質指標之健構已達成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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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於長期照護與急性醫療有許多相異之處，急性醫療品質指標無法全然適

用於長期照護服務品質之衡量，必須經過適當的修改才能應用於長期照護上。而長期

照護與急性醫療的相異處包括（徐慧娟，1999）： 

1. 長期照護的時程較長，但能改變病人的部分卻較少或不明顯。照護目標通常不在

於疾病的治癒，反而更偏向於功能的維持。 

2. 長期照護除了醫療照護之外，還包括社會服務、個人生活照顧，甚至居住照顧等，

所涵蓋的不僅是單純的醫療專業問題。 

 

美國衛生及人群服務部（Dep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健康照護財務管理

局（Health Care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所訂定關於護理之家之服務品質指標分為三

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一個護理之家在該州內之相對品質水準；第二個層次為一護理

之家之組織特質或組合；第三個層次則是護理之家中所有住民層次的品質。住民層次

的品質指標共分為十一個領域，包括 1.意外事故；2.行為/情緒；3.就診管理；4.認知；

5.大小便失禁；6.感染控制；7.營養/進食；8生理功能；9.精神科用藥；10.生活品質；

11 皮膚照顧，每一領域之下，尚有各種指標，並依照高、低危險群住民之人數予以

加權（鄭讚源，2000）。 

 

我國衛生署截至目前為止，仍處於研究階段，尚未發展出全國統一之護理之家品

質指標，亦無統一之評鑑基準。而台北市衛生局於民國 90年 10月間舉行過一次台北

市護理之家機構評鑑，主要評鑑項目分為六項：環境與設備管理、安全與衛生防護、

生活照顧與健康維護、服務對象權益維護、行政與服務管理、其他綜合評估。每一大

項之下各有細項指標。 

 

    有關於長期照護服務品質指標之研究，國外有 Erikson（1987）、Grau等（1995）、

Grant等（1996），國內有徐亞瑛等（1996）、楊嘉玲等（2000），分別以量化及質化方

法探討機構住民所認為重要之品質指標，其研究結果所提出之品質指標多為結構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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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品質方面之指標，且多為住民主觀感受而得，較難建立標準之衡量方式。 

 

    而國內外以結果品質來探討長期照護服務品質的文獻當中（Morris 等，1990；

Kane，1995；戴玉慈等，1996；邱亨嘉等，1997；羅素英等，1999；徐慧娟，1999），

最常被使用的品質指標為功能評估：即在不同時點對同一住民之各項功能進行評估，

比較其功能維持或進步的情形，作為照護結果之品質，功能評估的好處在於其衡量方

式較為標準，受個人主觀感受影響較小。功能評估的工具有柯氏量表（Karnofsky 

Scale）、日常活動功能量表（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ADLs）、工具性日常活

動功能量表（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Scale，IADLs）、多元功能評估問

卷（Multidimensional Functional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MFAQ）、護理之家院民評

估量表（Minimum Data Set，MDS）等。 

 

國內外亦有許多針對單一結果品質指標（如跌倒率、再入院率、離開機構之原因

等）而進行之調查：Rubenstein，Jose-Phson＆Robbins（1994）研究發現，住在護理

之家的住民有 50﹪以上每年均會跌倒，機構中平均每年每位老人跌倒 1.5 次；

Inteator，Castle＆Mor（1999引自吳淑如等，2001）針對 2080位護理之家住民進行調

查，其再入院率為 15.1﹪；而 Murtaugh＆Freiman（1995）調查發現住民之再入院率

為 28.4﹪（引自吳淑如等，2001）。吳淑如等（2001）調查一家獨立型護理之家已銷

案之住民共 156位，發現離開機構之原因以住院佔 47.7﹪為最多，回家佔 39.8﹪其次。 

 

由上述國內外研究者與政府所提出之護理之家品質指標，可以看出多元化評估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的趨勢： 

1. 結構、過程、結果品質都加以涵蓋。 

2. 不只考慮到醫療照護，更涵蓋到生活、社會、心理等層面。 

3. 不只評估住民所直接接受之服務品質，亦包含機構環境、管理能力、人員素質等

方面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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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小結 

 

以下表格歸納整理本研究文獻探討部分有關於一般醫院與非營利宗教醫院在組

織特性、資源取得，以及收費性事業經營等方面之異同： 

 

表 2-4-2 一般醫院與非營利宗教醫院之文獻比較 

 

 一般醫院 非營利宗教醫院 

 

經營目標 

公立：財務目標、配合政府政策 

私立：收益極大化 / 股東權益極大化

醫療傳道 

社會服務 / 照顧弱勢 

不以營利為目的 

部門特色 

 民間性 

院牧部門 

志工部門 

財務來源 

公立：政府預算、服務收入（含健保給

      付及民眾自費） 

私立：服務收入（含健保給付及民眾自

      費） 

服務收入（含健保給付及民眾自費）、

民間捐款、政府補助、基金孳息 

醫

院

組

織

特

質 

財務壓力 較小 較大 

設立動機 

配合政府政策 

看好市場潛力 

多角化經營 

緩解急性醫療資源不當利用 

綜效之追求 

醫院聲譽之建立 

配合政府政策 

看好市場潛力 

多角化經營 

緩解急性醫療資源不當利用 

綜效之追求 

醫院聲譽之建立 

社會服務理念之實踐 

收費標準 較高 較低 

服務對象 
經濟狀況較佳者 經濟狀況較差者 

特殊弱勢族群 

照護成本 
平均每日每人照護成本較低 

效率較佳 

平均每日每人照護成本較高 

效率較差 

照護品質 較差 較佳 

護

理

之

家

事

業

之

經

營 

經營難題  使命與財務的平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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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非營利宗教醫院與護理之家之相關理論中可以發現，非營利宗教醫院由於背負

著社會服務的使命，不以營利為目的，通常會投入大量的資源醫治病人而不問成本；

同時又缺乏穩定的公務預算或強大的企業財團作為財務奧援，再加上民間捐款逐漸減

少，所以較一般醫院更容易遭遇到財務的窘境。面對目前越來越強大的財務壓力，許

多非營利組織莫不積極發展更穩定、更具彈性的財務來源，而投入收費性事業之經營

便成為當前一大熱門話題。 

     

    以醫院而言，其收費性事業包含健保給付業務以及民眾自費業務。在健保給付業

務範圍內，受到健保制度之影響，各種屬性醫院之經營行為趨於一致，莫不致力於追

求成本之降低，難以反映出非營利宗教特性對醫院經營行為之影響，故本研究以民眾

自費性事業為研究範圍。由於我國已正式邁入高齡化社會，近年來長期照護產業蓬勃

發展，一方面是政府的大力重視，一方面則是市場前景看好，故長期照護遂成為醫院

發展自費性事業的一大方向。 

   

    公立醫院與一般私人醫院通常以回應政府政策或看好市場潛力為動機而設立自

費性護理之家；而非營利宗教醫院經營自費性護理之家時，其設立動機可能並非單純

的市場與經濟的考量，而是部分反映其服務社會的理念。 

 

    在服務社會與照顧弱勢的使命前提下，非營利宗教醫院在護理之家的經營上可能

會具有較低的收費標準以及優先服務弱勢族群等特性；再者，由於其較不講求成本效

益，往往會投入大量成本以求提供高品質的服務。如此便出現一個經營上的兩難之

處：如何同時維持低收費標準與高成本投入？如何讓服務使命與財務壓力兩者平衡？ 

 

    當宗教性非營利醫院面對到使命與財務的兩難時，則可能透過市場定位的選擇、

資源的配置與運用，以及獨特的服務機制表現在其經營策略上，以解決此一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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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文獻探討的結果，針對宗教性非營利醫院自費性事業之經營此一議題，研究

者乃發展出如下之觀念架構：非營利宗教醫院受其醫療、宗教、非營利等組織特性影

響，形成其特殊之經營難題：服務使命與財務壓力之衝突。處於如此的經營脈絡之中，

當非營利宗教醫院在經營自費性事業時，其設立動機與決策過程會受到組織特性之深

刻影響，同時設法透過特殊之經營策略來克服使命與財務之兩難，而策略之成效則會

反映在其經營績效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