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流程與設計 

第一節 經營問題定義（Define Business Issues） 

環境變化情形 

外部環境：包括以下三項主要變化 

1.面臨激烈市場競爭：醫院級競爭者加入:台北榮總支援省立宜蘭醫

院,隔壁普門醫院復業,員山榮民醫院新成立門診部啟用 

2.醫藥分業會改變診所治療流程，固定成本大幅攀升 

3.醫療法規及政府專案對人員證照的要求， 

內部條件 

1.停車不方便。 

2.醫療輔助專業人力不足。 

3.作業容量漸趨飽和，可能降低品質，且導致病人候診時間增加，影

響就醫滿意度。 

4.原本合作婦產科醫師異動，改成由博愛聖母兩家大醫院支援四位婦

產科醫師，每位醫師每週僅支援一個時段，時段過少下，不易經營婦

產科門診病人。 

5.新增加新陳代謝科醫師特別門診(每兩週壹次)，如何讓該醫師之老

病人回診？ 



主要經營問題分析： 

基於以上對外部環境變化及內部條件限制，可認知以下經營問

題： 

須進一步確認顧客所重視主要價值所在,及目前各項服務受市場接受

情形,檢討各項患者疾病別照護之相對優勢與弱點,檢討目前市場定

位成功與失敗的可能原因為何?如何擴大優勢效應,累積核心資源

(Customer Segmentation)。 

如何預防病人被爭奪,確認游離病人,針對其需要,鞏固信賴關

係？ 

如何選擇獲利較高的病人群(Customer Profitability Analysis)？ 

固定成本大增下，必須擴大規模,發揮經濟規模及範疇經濟，如何增

加科別,發揮科際綜效(婦產科,眼科)？可以進一步交叉銷售的病患

對象(科別與疾病別)為何？ 

目前的掛號費政策檢討，初診,榮民及 65 歲以上老人是否繼續掛

號費優待政策？ 

研究問題 

1. 哪些病患帶來最大利潤?為甚麼? 其特色為何？ 

2. 哪些患者容易流失?為甚麼?其特色為何？ 



3. 哪些交叉服務對何種患者適合? 

4. 哪些服務對增加慢性病患者有幫助 

5. 糖尿病患者接受視網膜檢查的可能原因為何? 

6. 婦產科門診所增加的病患,是否會同時接受診所內其他科的服務?

是否應該繼續擴大其他專科? 

7. 應該選擇何種社區加強經營？ 

8. 潛在榮民市場分析。 

第二節 可供分析資料定義(Define a data model to use) 

研究期間：擷取所有患者從開業日(89/12/04)迄 92/01/31 為止

之所有就診資料，包括自費與健保的所有醫令項目。 

第一項 資料庫概況 

Demographic Data:約 9300 個 cases，各項欄位說明如(表 一)，

Relationship Data:由患者所有醫令資料(Transactional Data)

匯集產生，所有醫令資料約 50000 多筆交易紀錄，依個別病人身

分證號碼進行歸戶，彙整各項欄位資料，並無採用其他外部資料。 

 



表 一：Demographic Data 各項欄位 

  Variable 備註 

1 Chr_no 病歷號 

2 Tel_no 聯絡電話 

3 Age(000) 年齡 

4 Sex(F/M) 性別 

5 CountyZip(三碼) 郵局區碼(99 表縣外) 

6 Area(五碼) 地段區碼(郵政總局) 

7 E-Mailuser(1/0) 有無留下 e-mail 

8 Edurcation 教育程度 

9 First_Visit 初診日 

10 Distance_km 地段與診所間平均距離 

 



 

表 二：Relationship Data 各項欄位說明 

No Variable 備註 

1 Visitno 總就診次數 

2 NHIPAY 總健保醫療費用 

3 SelfPAY 總自費金額 

4 Perpay 健保部分負擔比率 

5 Loy90-91 忠誠度(以健保卡序計算) 

6 Recentdays 最近一次就診日距離 920131

的日數 

7 Tot_MR 個人總毛利 

8 Duration 初診日距離 920131 的日數 

9 Recindex 100*Recentdays/Duraiton 

10 Contactday 最後一次就診日距離初診日的

日數 

11 timeindex 100*Contactdays/Duration 

12 MR_perday Tot_MR/Duration 

13 Day_pervis Duration/Visitno 



14 icd1 最常見前三碼 ICD Code 

15 icd2 次常見前三碼 ICD Code 

16 icd3 第三常見前三碼 ICD Code 

17 Sedx(1/0) 是否屬重大傷病患者 

18 Ve(1/0) 是否具榮民身分 

19 E1(1/0) 是否屬糖尿病管理專案對象 

20 Eyecheck(1/0) 是否接受視網膜眼底檢查 



表 二：Relationship Data 各項欄位說明(續) 

 

  Variable 備註 

21 Fee_am 診療費總額 

22 Med_am 藥費總額 

23 Lab_am 檢驗費總額 

24 Tre_am 處置費總額 

25 Xray_a 普通 X光檢查總額 

26 Reg_am 掛號費總額 

27 IVpercent 每次就診接受點滴注射比率 

28 Injpercent 每次就診接受注射比率 

29 Home 同一聯絡電話之人數 

30 Chrsumper 慢性病相關費用比率 

  Variable 備註 

31 Vsno_01 一般案件次數 

32 Vsno_04 慢性病案件次數 

33 Vsno_08 連續處方案件次數 

34 Vsno_09 專案案件次數 



35 Vsno_A3 預防保健總次數 

36 Vsno_D2 老人流感預防注射次數總和 

37 Vsno_E1 糖尿病管理專案次數 

38 TypeofDrs 看過幾個不同醫師 

39 TypeofSpe 看過幾個不同科別 

 

第三節 重要欄位特殊處理方式說明 Sourcing and preprocessing 

患者成本觀點 

健保民眾就醫主要成本資源耗用項目包括部分負擔、掛號費、交

通成本。就部分負擔而言，部份負擔會影響患者就醫意願，依健保部

分負擔制度而言，榮民與重大傷病患者免付部份負擔的情形下，會有

較特殊的就醫行為。 

醫療服務勢必會牽涉到地源性問題，最主要理由是醫療法及健保

法規都規定患者需要親自就診醫師需要親自診視病人，才算是完成醫

療服務過程，地源性分析有其困難之處，主要的郵遞區號編碼過大，

而以郵政總局的地段區碼為代碼雖然較為適當，但是該路段代碼純粹

是為了資料輸入方便，生活圈的涵意有但並不是每一條路段皆同；如

果以醫療經濟概念來看，居住地反映出患者的交通成本，交通成本應



該轉化成交通時間再進一步換算成工資損失（周麗芳 2000），但是除

非直接調查患者交通狀況，否則非常不容易知道患者的交通時間及其

工資水平。地點區域所造成病人交通成本反映在居住鄉鎮與地區別，

本研究將居住鄉鎮分類成宜蘭市、宜蘭市外宜蘭縣內及縣外等三種，

另外則以郵政總局所公佈之路段代碼，作為地區別代表，每一路段取

其路段中心點為計算起點，於地圖上計算與開蘭聯合診所之路線距

離，以公里數表示。就醫療經濟學的觀點而言患者之精確就醫成本負

擔應該等於前項各項費用加上消耗時間(交通時間+後診時間)所造成

工資損失成本（周麗芳 2000），由於患者就醫之消耗時間很難計算，

只能以鄉鎮別及居住路段別之距離表示。過去針對慢性病患者的研究

指出候診時間會影響各種滿意度（陳才友 2002），本研究受限於資料

限制無法對候診時間納入分析。 

醫師別特性 

國外的醫療品質研究顯示，影響門診病人滿意度可以以下公式表

示：門診病人滿意度總分=0.65*醫師滿意度+0.20*護理人員滿意度

+0.1*前台滿意度+0.05 整體可近性 (美國 Ford Health Plan)，國

內未見類似之研究，但根據一般觀點國內醫師影響病人滿意度的比重

應該比美國高，目前市場定位一般以科別及疾病別為訴求,民眾觀點

也是以此為主。科別之內,民眾會打聽個別醫師評價而前往就診,該醫



師之服務醫院背景也是參考因素之一。診所醫師個人特色更為重要,

另一方面,診所醫師相當依賴個別醫病關係維繫病人忠誠度，醫師本

身就是產品。開蘭聯合診所科別之發展初期乃基於開辦者之科別特性

而發展(專任內科風濕科一位,家庭醫學科一位,兼任婦產科一位),之

後基於穩定成長之病患群相關醫療需求(增設婦產科兼任四位,內科

新陳代謝科一位及眼科兼任一位)。 

急性病與慢性疾病 

醫療服務內容可概分成一般急性及慢性疾病,兩類患者求醫行為

有所不同。 

診斷碼處理方式 

診斷碼意義:決定病人需要接受何種治療與檢查,屬於 Need 內涵,

包含醫師的專業判斷;少部分病人也會因個人知道診斷之後,有一些

Demand。 

受到健保審查制度影響,診斷碼僅屬臆測(Impression)。 

由於 ICD9-CM 項目將近萬項以上,將原本五碼簡化成前三碼。 

每次門診會產生六個診斷碼,以病人為單位,歸戶統計,取出現次數最

多的前三項,為病人個別疾病別,以描述病人疾病特性。 

醫師診斷別影響病人需要服務的內涵,所提供醫療服務項目別可能決



定患者是否滿意,也成為區隔患者是否成為高忠誠度之一重要決定一

因素;而診斷別也是經營決策上最重要的考慮因素。 

患者忠誠度-健保卡卡序分析 

由於健保紙卡每卡六格，就醫時會記錄卡序，依據患者卡序記錄

可以計算患者年度就診中，推算患者累計診所內及診所外就醫次數，

依此可以推論患者年度就醫忠誠度，計算方式舉例如下： 

忠誠度遞增病人甲就診卡序如下： 

C6=>(1,17) =>該次就醫忠誠度指數=1/(1+17)=0.055 

D1=>(2,17) =>該次就醫忠誠度指數=2/(2+17)=0.11 

D3=>(3,18) =>該次就醫忠誠度指數=3/(3+18)=0.14 

D4=>(4,18) =>該次就醫忠誠度指數=4/(4+18)=0.18 

E2=>(5,21) =>該次就醫忠誠度指數=5/(5+21)=0.19 

E4=>(6,22) =>該次就醫忠誠度指數=6/(6+22)=0.21 

患者利潤度分析 

歸戶計算每位患者研究期間之邊際毛利，依 ABC 原則,只計算邊

際收入,不考慮沉入成本,只考慮各種醫療服務之直接與間接變動成

本，依不同病人歸戶匯總病人個人邊際利益。計算方式舉例如(表 

三)，可得到每位病人累計之總毛利(Tot_MR)，另外將每位病人累計



之總毛利除於總接觸期(Duration 變項)，可得到該病人平均每日毛

利貢獻，藉此可以調整不同病人由於初診日期差異很大，造成患者總

利潤貢獻之差異。 



 

表 三、支付項目邊際利潤計算方式 

支付項

目 

設施維

持類別

批次類

別 

單位類別 核減風險 MR 計算 

藥品 

Viatril

-S 

7 

0 0 進價=2 (84*50)/(15383

+8527)=17.5% 

(7-2)*(1-17.5%)

=4.125 

腹部超

音波 

750 

0 無 印相紙 

間質 

電費 

*金額極小

忽略不計 

(2*50)/1731=5.

78% 

750*(1-5.785%)=

706 

動脈硬

化檢查

(月租,

短

期)300 

每月加

班人力

(1/3 人

力) 

(1/3 薪

月租金/

每月受

檢人數

=28000/

400=70 

A4,2 張 

*金額極小

忽略不計 

無 300-21-70=201 



資)/40

0=21 

 

病人行為特性重要指標說明 

文獻上有關資料庫行銷最常使用的模式屬於 RFM Model(Recency, 

Frequency, Monetary)，歷史已經將近五十年，尤其早期電腦不普

遍，企業作顧客價值分析時，以 RFM 最為廣泛運用；Arthur 

M.Hunghes(1995,張倩茜譯)指出企業以三種面向分析顧客價值：最近

購買日（Recency）、購買頻率(Frequency)、購買金額（Monetary）。

最近購買日（Recency）愈少表示是較有可能再度購買的顧客，購買

頻率(Frequency)愈高，則表示顧客對產品的忠程度愈高，而購買金

額愈高表示該顧客對企業愈重要，透過以上三種分析指標，可以加總

得到各個客戶對企業的價值。醫療服務之特性與一般商業模式基於個

人需要所產生的消費行為有很大的不同；基本上患者經由醫師親自診

視病人之後，經過檢驗與檢查確定診斷之後，確認其應接受之治療計

畫，個人需求會決定病人是否前往就醫，但是如何就醫則與醫師所擬

定之治療計畫有關。慢性病人由於長期治療需要，較能以 RFM 的面向

處理，一般急性問題就未必恰當，例如一個平常很健康的年輕人，因

感冒就診，Rececncy 表達的客戶忠程度就不如健保卡卡序所計算出



來的忠誠度清楚；另外所有單純以 RFM 指標直接作為分群依據的結果

是分群並不均勻，故本研究從新產生以下變項代表患者求醫行為之特

性，作為分群之依據。各欄位說明如下： 

Recentdays（迄今未就診天數）：最近一次就診日距離研究截止日

920131 的日數，代表病人未回診的總天數。 

Duration（治療接觸期）：初診日距離 920131 的日數，代表診所與

病患發生治療關係的總期間。 

Recindex：100*Recentdays/Duraiton，將迄今未就診天數轉化成相

對於治療接觸期的百分比。 

Contactday：最後一次就診日距離初診日的日數，表示曾發生治療關

係的總期間。 

timeindex：100*Contactdays/Duration，將曾發生治療關係的總期

間轉化成相對於治療接觸期的百分比。 

VisitNO:期間總就診次數。 

Day_pervis：治療接觸期/期間總就診次數；可代表病人回診之頻率。 

上述代表病人總體就醫行為特性之變項，必須考量慢性病病人之

特性，所以上述變項針對慢性病人重新計算其代表慢性病就醫狀況的

對應變項，做法是將健保申報案件類別之04(慢性病調劑案件)、08(連

續處方調劑)、E1 案件（DM 專案）過濾出來，根據以上定義計算相對



應之慢性病行為相關變項。 

第四節 Evaluating the data quality 

病人之基本人口學資料中，教育程度之遺漏值較高，尤其是年紀

較大、不識字或社經地位較差者，較容易在填寫病患基本資料時漏填

教育程度，故教育程度填寫為空白者，另外編譯成一組，進行分析。

性別、年齡則因健保申報屬必要資料，正確率並無問題，住址部分病

人一般會認真填寫，資料品質不會有問題，不過附近宜蘭技術學院學

生填寫時有的填家中住址、有的填學校住址、有的填租屋處住址，較

不統一。 交易資料部分（Transactional Data）因為健保申報有嚴

謹的檢核程式檢核，資料正確性非常高。整體而言資料品質非常好。 

 


	研究流程與設計
	經營問題定義（Define Business Issues）
	環境變化情形
	外部環境：包括以下三項主要變化
	內部條件

	主要經營問題分析：
	研究問題


	可供分析資料定義(Define a data model to use)
	資料庫概況

	重要欄位特殊處理方式說明 Sourcing and preprocessing
	患者成本觀點
	醫師別特性
	急性病與慢性疾病
	診斷碼處理方式
	患者忠誠度-健保卡卡序分析
	患者利潤度分析

	病人行為特性重要指標說明

	Evaluating the data qual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