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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第壹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公正不偏袒的執行公權力，是政府品質的關鍵要素。1」 

--Rothstein & Teorell(2008)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背景背景背景背景：：：：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激起的激起的激起的激起的滿滿滿滿意度調查意度調查意度調查意度調查火花火花火花火花 

公共行政自 1887年由政治學門獨立發展以來，歷經數個時期的變革。由強

調科學管理主義，主張效率、經濟等價值為其主要目的的傳統公共行政(Hart, 

1974)；至 1960年代末期，首度重視公平(equity)概念的新公共行政(New Public 

Administration, NPA)(Frederickson, 1997: 98)。1980年代，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的出現對公共行政帶來重大的影響(Vigoda & Yuval, 2004)，

該學派以市場導向為中心思想，主張師法企業，創造具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型政

府，並強調增進敏感性、彈性以及回應力，其「新右派」的思維，為當時苦於

政府效率不彰、效能低落的國家帶來新的希望，也因此帶領全球颳起一陣政府

改造風潮，而台灣政府也在這波改革風潮下深受影響！ 

在這波改革洪流中，由學者 Osborne & Gaebler(1992)所著的《再造政府》

(Reinventing Government)一書堪稱重要著作，他們在書中提出「顧客至上」(put 

citizens’ needs first)的概念，認為政府應極力回應民眾需求，將民眾需求擺在第

一位，這與新公共管理倡議者的主張恰恰相同。對新公共管理倡議者而言，政

府至少應具備最基本的回應力，因為這是民主價值存在所必須的基本要素

(Poister & Henry, 1994; Vigoda & Yuval, 2004)。 

新公共管理的出現，對政府而言所帶來最大的影響，可能不是改變政府要

作什麼(what to do)，但它卻改變政府要如何做事情(how to do)。以績效評估這

                                                 
1
 原文為：”Impartiality in the exercise of power (the “ought to treat equally” principle) that is the 

central component of quality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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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情來說，新公共管理要求政府必須以對顧客或對民眾負責的方式來測量政

府績效(Kelly, 2005)，此處所謂的「負責」(accountability)，就是指要能回應民

眾需求。績效評估對組織而言，是追求進步的必要工具，而這也是對公部門而

言的主要挑戰(Vigoda & Yuval, 2004)。過去，測量政府績效經常是透過組織內

部由上而下的進行，結果往往不能滿足民眾的感受與需要；在新公共管理的主

張下，公民躍居要角，成為績效評估過程中的基本伙伴(partners)，管理階層不

僅要重視他們的意見，還必須加以整合，作為改進公部門官僚體系的參考

(Vigoda & Yuval, 2004)。此一改變，促使民眾與政府之間關係更加密切，此種

由下而上的績效評估方式也對民眾更有意義！ 

現今，納入市民的意見做為政府施政參考，已普遍被視為是善治(good 

governance)的核心要件(Chen et al., 2006)，也因此使滿意度調查成為公部門用來

評估民眾偏好及滿意度最常用的方法(Kelly, 2005)，而公共管理將公民視為顧

客，更刺激了服務品質評估或是顧客滿意度調查的使用增加(Brown, 2007)。 

顧客滿意度調查的使用，主要是為了提供管理者一個管道，以瞭解其顧客

的需求、顧客希望服務傳送的方式、及他們願意支付的代價(Brown, 2007)；簡

單來說，顧客滿意度調查便是將「顧客至上」的想法予以具體實現的作法。由

於公共組織相較於私部門，對人民日常生活的影響更大，他們必須回應多元的

民眾需求，並提供許多私人企業所不願或不能提供的服務(Vigoda & Yuval, 

2004)，因此比起私人企業更要重視民眾對其服務提供的觀感，妥善利用民眾滿

意度調查，傾聽民眾的需求，並作為改善服務的參考。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學者認為民眾的態度、內心期望與偏好傾向是影響

其對政府滿意度判斷的重要因素之一(Brown, 2007; Brown & Coulter, 1983; 

Ryzin & Gregg, 2004)，而對公共行政而言，其所提供的服務無可避免的必須處

理資源配置的問題，因此在進行分配的過程中，公平的價值顯得格外重要(Nag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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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69)。然而檢視常見的政府滿意度調查，不論是民間企業所進行的首長施

政滿意度調查，或是由政府機關自行辦理的政府滿意度調查，皆顯示其在滿意

度的測量中，僅以效率效能面指標為主要評量依據，未見其將公平列入考量。 

在民間所進行的施政滿意度調查，以《遠見雜誌》每年所辦理的縣市長施

政滿意度大調查最受人矚目，其結果往往引起社會熱烈的討論。以 2009年縣市

長施政滿意度大調查為例，其調查內容除了 25縣市2民眾對其首長的整體施政

表現進行評分外，還包含開放性的問題，請民眾列出對於該縣市首長施政成果

中最滿意的三項政績，並對照縣市長自評的三項最滿意政績，以瞭解是否達到

施政成效（林美姿、黃漢華，2009）。 

而另一個同樣也對首長施政滿意度進行調查的《天下雜誌》，在其 2008年

的幸福城市大調查中，附帶對縣市首長進行施政滿意度評比，其評量指標除了

對首長整體的施政滿意度進行評分外，還分為社福力、施政力、教育力、經濟

力、及環境力等五大面向的政策指標，共 11題問題（參表 1－1），讓民眾依其

感受對縣市首長進行評比。 

由上述兩項民間重要的施政滿意度調查中我們發現，無論是由哪一家所辦

理的滿意度調查，其評量指標皆僅見對施政績效的考量，也就是只有效能面的

指標。但我們猜想，雖然其調查的滿意度評量對象是地方政府首長，但也許是

由於辦理調查的單位為民間企業，基於其私部門的思維一向是追求效率、效能

的成果導向，因此在指標的設計上，才會忽略對公共行政而言相當重要的公平

價值。換言之，當辦理調查的單位改為政府機關時，既然其身為公共行政的主

體，我們應當能夠期待在其所設計的政府滿意度問卷中，能見到與公平相關的

評估指標。 

 

 

 

                                                 
2
 25 縣市除了台灣本島，還包含離島（澎湖、金門、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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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天下雜誌首長施政滿意度評估指標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面向面向面向面向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 

1. 你覺得 XX縣（市）長有沒有關心人民生活？ 
社福力 

2. 你覺得 XX縣（市）長注重提倡人民參與社區活動嗎？ 

3. 你覺得 XX縣（市）長有沒有給 XX縣（市）民願景或未來藍

圖？ 施政力 

4. 你覺得 XX縣（市）長有沒有努力使你的生活更幸福？ 

教育力 5. 你覺得 XX縣（市）長是否認真投入關心下一代的教育？ 

6. 你覺得 XX縣（市）長有沒有國際觀？ 

7. 你覺得 XX縣（市）長有沒有努力發展觀光，吸引外來旅客前

來 XX縣（市）？ 

8. 你覺得 XX縣（市）長是否有發展出 XX縣（市）特有的觀光

特色？ 

經濟力 

9. 你覺得 XX縣（市）長有沒有努力增加新的工作機會？ 

環境力 
10. 你覺得 XX縣（市）長有沒有努力打造 XX縣（市）的乾淨與

美麗？ 

整體滿意度 11. 你對 XX縣（市）長整體施政是否滿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江逸之（2008） 

 

而行政院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行政院研考會）作為行政院的幕

僚機關，其主要任務在透過研究發展、管制考核，幫助政府檢討過去施政成果，

並致力於政策的改進，期望能往民眾所期待的善治方向精進，因此其所進行的

政府滿意度調查，對於政府本身而言，具有相當大的意義。所以我們以行政院

研考會 2009年 5月所進行的政府滿意度調查為例，檢視其評量指標。 

如表 1－2所呈現，行政院研考會這項滿意度調查主要是以總統、內閣、及

內閣團隊為滿意度評量對象，請民眾對其表現給予評分。而問卷評量的指標除

了對這些對象目前的滿意度評估（問題 1、3、5）外，還包含支持度（問題 2）、

對未來的期待（問題 4、6、21）、和過去的績效表現比較（問題 20）、以及各方

面的施政成果（問題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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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行政院研考會政府施政滿意度評估指標 

政府施政滿意度評估政府施政滿意度評估政府施政滿意度評估政府施政滿意度評估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1. 馬英九總統就任以來，有人對他的表現感到滿意，也有人不滿意，整體而言，

請問您滿不滿意他在這段期間的表現？ 

2. 整體而言，請問您支不支持馬總統？ 

3. 行政院長劉兆玄上任以來，有人對他的表現感到滿意，也有人不滿意，整體

而言，請問您滿不滿意他在這段期間的表現？ 

4. 請問您覺得劉兆玄院長未來是不是會表現得更好？ 

5. 整體而言，請問您滿不滿意整個行政院團隊目前的表現？ 

6. 請問您覺得整個行政院團隊未來是不是會表現得更好？ 

7. 請問您對政府在處理兩岸關係的表現滿不滿意？ 

8. 請問您對政府在促進投資招商的表現滿不滿意？ 

9. 請問您對政府在處理外交關係的表現滿不滿意？ 

10. 請問您對政府在交通建設方面的表現滿不滿意？ 

11. 請問您對政府在賦稅改革方面的表現滿不滿意？ 

12. 請問您對政府在照顧社會弱勢的表現滿不滿意？ 

13. 請問您對政府在推動節能減碳的表現滿不滿意？ 

14. 請問您對政府在提升政府清廉程度的表現滿不滿意？ 

15. 請問您對政府在維護社會治安的表現滿不滿意？ 

16. 請問您對政府在教育施政的表現滿不滿意？ 

17. 請問您對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表現滿不滿意？ 

18. 請問您對政府在穩定物價的表現滿不滿意？ 

19. 請問您對政府在處理天然災害的表現滿不滿意？ 

20. 整體而言，請問您覺得整個行政院團隊的表現是不是比 3個月前更好？ 

21. 整體而言，請問您對於政府未來 1年的施政有沒有信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行政院研考會網站 

(http://www.rdec.gov.tw/public/Data/95181625671.pdf) 

 



6 

綜合這些指標來看，令人驚訝的發現，即使是身為公共行政主體的政府單

位，卻也如同民間企業所進行的政府滿意度調查一樣，整份問卷都僅見效率效

能面的指標，而沒有任何對公平面的評量，這顯然與我們所預期的結果存在差

異，而造成這差異結果的原因究竟為何也引發本研究的好奇：對於公部門而言

理應居於優先位置的公平價值，卻在公私部門所進行的政府滿意度調查中都只

見考慮效率效能指標，這背後的意涵是因為「民眾希冀從政府獲得的只是高效

率高品質的服務」？或者是「政府受到新公共管理的影響，以追求效率效能為

目標，因此忽略了公平價值」？ 

當公共行政受到顧客導向的啟發，大量的將顧客滿意度調查應用於公部

門，以求改進自己的施政方向能更切合民眾的需求之時，其究竟完整的聽見人

民的需求了？還是只聽見自己想聽的聲音？如果連捍衛公共利益的政府都拋棄

了公平正義的價值，那麼真正受到政府照顧的還會是全體人民嗎？或者受到照

顧的其實是哪些有力人士呢？ 

由於在過去重要的滿意度調查中，並未看到公平面的相關指標，因此無法

得知民眾對公平的觀感究竟如何，更無法判斷其與滿意度之間是否存在關連，

而基於「人民才是政府的主人」(Denhardt & Denhardt, 2000)，政府施政應以滿

足民眾需求為目標，故本研究期望連結民眾對公平的觀感與民眾滿意度之間的

關連，以瞭解公平性是否是影響民眾對政府施政表現評價的重要原因，或者政

府執行政策時，口口聲聲的「為了實現公平正義」，人民根本不在乎？ 

透過此一研究，在學術上，一方面希冀能以民眾的角度重新檢視公平對公

共行政的重要性，而非只有學者之間的價值論辯3，另一方面，則希望提供未來

進行民意調查時，在指標構面的設計上，有更完整的參考基礎；在實務上，則

                                                 
3
 公平與效率對公共行政而言，其優先順序為何，長久以來為學界所爭論不休的話題，

Okun(1975)認為公平與效率是一種抵換(tradeoff)關係，在追求更多效率的同時，勢必得犧牲公

平的價值；而 Wilson(1989: 132)則更直接表示：「在許多政府機關的管理中，公平比起效率來得

更重要。」；Rawls 亦指出，在面對價值衝突時，公平(justice)具有絕對的重要性，永遠需要優

先被考量(Hart, 1974)；Rothstein & Teorell(2008)則認為公平是政府人員的首要考量原則，且公

平的制度會增進行政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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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讓執政者更透析民眾滿意度背後的成因，提供其施政時的參考依據外，更

希望能提供未來進行民眾滿意度調查時，如何測量公平態度的方法，以求在進

行滿意度調查時，可以同時兼顧效率及公平面的指標，更完整的聽見人民的聲

音。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為什麼選擇全民健保政策為什麼選擇全民健保政策為什麼選擇全民健保政策為什麼選擇全民健保政策？？？？ 

由於公共行政所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考量研究的可行性，以及討論的深

度，因此希望將焦點聚焦於某個個案的探討。而在個案的選擇上，公共行政所

處理各個領域的公共政策中，又以衛生醫療政策與人民最切身相關。如同英國

精神病學家 Jonathan Miller所言(WHO, 2000: 4)： 

「在世界上所有事務中，人體是最獨特的：它不僅為他所依附的人所擁有，

他也擁有和構成這個人。我們的身體與我們擁有的其他東西是完全不同

的。我們可以失去金錢、書籍、甚至是房子，但仍不失去自我，但卻很難

脫離肉體後繼續存在4。」 

當經濟政策所影響的可能是產業發展的好壞，勞工政策影響勞工安全保

障、失業救助，教育政策影響未來主人翁使用的教育資源與學習環境，衛生醫

療政策所關心的則是與個人高度相關的「人體」。我們可能受到其他各項政策的

錯誤決策，而使工廠倒閉、失業率高漲、學生七分就能上大學……，但這無損

於個人在這個世界的存在；然而，衛生醫療政策的錯誤決策，卻有可能直接致

使個人生命生存受到威脅，此時不再是資源有無的差別，而可能是生命有無的

悲劇。換句話說，衛生醫療政策保護了個人的基本生存功能，因而進一步保障

了為個人所設的各項機會，使每個人都能享有機會的平等(Daniels, 1981, 

                                                 
4
 原文為：” Of all the objects in the world, the human body has a peculiar status: it is not only 

possessed by the person who has it, it also possesses and constitutes him. Our body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all the other things we claim as our own. We can lose money, books and even houses and still 

remain recognisably ourselves, but it is hard to give any intelligible sense to the idea of a 

disembodied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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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因此，在所有政策之中，衛生醫療政策可以視為最根本的一環，唯有享

有健康，才能接續談論其他的權利有無。 

 

表 1－3 WHO民眾對國家衛生系統目標重要性的偏好調查結果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 總和總和總和總和 

總體健康狀況 25% 
健康面向 

人口健康分佈公平性 25% 

50% 

回應性的總體水準 12.5% 
回應性面向 

回應分佈的公平性 12.5% 

25% 

財政支出面向 財政支出的公平性 25% 25% 

資料來源：整理自WHO(2000: 39)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長年關心醫療資源配置公

平性的問題，除了多次在其年度世界衛生報告中提醒各國重視全球醫療資源分

配不均的問題嚴重性之外(WHO, 2000, 2002, 2003, 2005, 2006, 2008)，也曾針對

「民眾對國家衛生系統的目標重要性偏好」進行跨國調查5
(WHO, 2000)。結果

如表 1－3顯示，在健康、回應性及財政支出三個目標上，受訪者認為「健康」

最應受重視；而就指標面而言，受訪者認為公平性(fairness)較重要的佔了

62.5%，而認為衛生系統優質性(goodness)較重要的民眾則只佔 37.5%
6。雖然在

這項調查中，受訪者有半數為WHO的員工，其結果並非全然為一般民眾對國

                                                 
5
 這項調查進行於 2000 年，總共對 125 個國家 1006 名受訪者進行調查，其中有半數受訪者為

WHO 的員工；調查的目的在於瞭解民眾對衛生系統各項目標重要性的偏好態度。該調查主要

針對五項 WHO 認為評估衛生系統最基本的目標向民眾提問，由民眾選出心中認為最重要的目

標。此五項目標包括：總體健康狀況(the overall level of health)、人口健康分佈(the distribution of 

health in the population)、回應性的總體水準(the overall level of responsiveness)、回應分佈的情形

(the distribution of responsiveness)、財政支出的分佈狀況(the distribution of financial contribution)。 
6
 該調查的五項指標中，又可分為公平性與優質性指標兩項，公平性指標指「人口健康分佈的

公平性」(25%)、「回應分佈的公平性」(12.5%)、以及「財政支出的公平性」(25%)，三項指標

總和為 62.5%；而優質性指標包含兩項，「總體健康狀況」(25%)及「回應性的總體水準」(12.5%)，

兩項指標總和為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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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衛生系統的偏好，但由此一調查仍使我們得以窺見公平性議題在衛生政策上

受到重視的程度。 

然而，儘管如此，從過去醫療滿意度的相關文獻中，我們卻發現多數研究

仍舊以效能、品質面作為主要的測量指標，而在公平性的指標上，則多只著重

在「可近性」(access)此一面向(Etter& Perneger1997; Ross et al., 1993; Ware et al., 

1983)。雖然可近性是測量醫療資源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標之一7，卻未能完

整解釋民眾對公平性的主觀態度。倘若民眾對於醫療衛生系統是否公平如

WHO調查結果顯示的那般重視，而我們的醫療滿意度研究卻一味的探討服務

效率、服務品質是否讓民眾滿意，或者只針對客觀的公平性進行測量，那麼其

研究結果又如何反饋至民眾身上，回應民眾的真實需求呢？ 

有鑑於醫療政策與民眾最切身相關，而WHO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對於國家

衛生系統運作的公平性有較深的感受，然而，在過去的醫療滿意度文獻中，我

們卻發現該類研究在公平性的探討並不完整，僅侷限於客觀的可近性測量，恐

怕無法有效回應民眾對醫療政策的需求。因此，本研究選擇台灣醫療衛生政策

中，影響最重大的全民健康保險政策，期望能由民眾的觀點出發，探討其對公

平性的態度和健保滿意度之間的關連，一方面希望更完整的解釋醫療滿意度的

影響因素，另一方面也使研究結果能夠與民眾更深入的產生對話交流，而實現

顧客導向的真諦。在進入下一個研究流程之前，下一節將先對全民健保政策作

一簡單的介紹，使讀者能對該政策有一基本認識，而更能掌握本研究後續分析

的政策背景。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全民健保政策全民健保政策全民健保政策全民健保政策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我國的全民健康保險（以下簡稱全民健保）乃是基於社會互助、風險分攤

的一種社會安全制度，自 1995年 3月 1日正式開辦，整合過去公保、農保、勞

                                                 
7
 WHO(2000)認為可近性是一個良好健康系統所應具備的重要條件，當一個系統可近性越高，

人們利用他改善健康的頻率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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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三大保險體系及其他社會保險底下的醫療保險(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保局，

2007)，以社會保險的模式進行辦理。該政策與以往的公保、農保、及勞保最大

的不同，在於其強調保險財務收支平衡的原則，期望能改善過去收支之間缺乏

關連，導致財務虧損嚴重的問題（劉宜君，2001）；而其經營模式是透過被保險

人、雇主及政府三方共同負擔保險費，提供被保險人及其眷屬在健康醫療方面

的給付，進一步保障全體國民追求健康的權利。換言之，過去一場小感冒就診

要繳三、四百元的診療費，大病要動手術進醫院甚至動輒可能傾家蕩產的情況，

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後已不復見。如果民眾健康受到侵害，必須尋求醫療協助時，

除了健保給付項目未納入的自費項目之外，每次就診僅需繳交部分負擔及自付

額，每個月所繳交的健保費用等於預先為將來可能需要使用醫療資源時買了保

險，減輕一次負擔龐大醫療費用的負擔。 

由於全民健保打破以往以職業作為醫療保險門檻的界線，使保險對象因此

由原先的工作人口擴及至全體國民，讓原先被排除於保險對象之外的非工作人

口（通常是弱勢族群）因而得以同樣享有平等就醫的權益，更因此解決過去「因

病而貧」的問題。這也使得全民健保政策成為我國醫療衛生史上一項重要的成

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Krugman甚至還公開稱讚台灣健保制度是全球最

好的8（林上祚、江慧真，2009）。 

雖然全民健保的成立是站在提供全民就醫的保障，但基於社會互助的精

神，對於弱勢族群的照顧，健保局更是花費許多精神與功夫，例如：爭取民眾

失業期間保險費補助、爭取低收入戶申請條件及降低收入認定標準、對於確實

無力負擔保險費者，由社政單位編列預算補助、加強醫療資源的提供與社政單

位補助交通費等措施，盡力協助偏遠地區民眾就醫，以提升納保意願(行政院衛

生署中央健保局，2007)。綜上所述，全民健保政策至少帶來以下的貢獻，包含

                                                 
8但也有對於此篇報導表示不認同的看法，陳美霞（2009）認為 Krugman 之所以如此讚賞台灣

健保，是因為美國是所有工業化國家中唯一沒有全民健保或全民免費醫療的國家。但無論

Krugman 所言是不是因為站在不滿其國家健保體系立場所發表的意見，也無論台灣健保是否如

陳美霞所言還有很多努力空間，Krugman 此番話都證明了台灣健保政策的重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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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擴大納保對象、減少民眾就醫財務障礙、以及提昇醫療可近性（鄭文輝，

2001）。由此可見，全民健保政策的實施，確實在某種程度上為醫療環境的改善

帶來很大的助益，尤其對弱勢族群而言，這項政策的實施，使其免於過去對於

生病所帶來的財務困境造成的恐慌，可謂是衛生醫療領域中一項影響重大的政

策。 

雖然全民健保政策在實施之初，受到部分反彈聲浪的影響，使滿意度不到

四成，但經過健保局長年的努力，滿意度逐年攀升，除了 2002年因為保險費率

及部分負擔調整的「健保雙漲」事件，使滿意度下挫至 59.7%(見圖 1－1)，但

隨後又回復到 70%以上民眾滿意的水準，近幾年也都維持在近八成的健保滿意

度，顯示此一政策的實施普遍獲得民眾的認同。 

 

 

圖 1—1 84~97年全民健保民眾滿意度 

資料來源：中央健保局網站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menu=1&menu_id=3&webdata_id=2896&WD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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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健保政策實施數年後，隨即由於龐大的財務困境及壓力，使得不斷有

推動改革的聲音出現，因此，陸續的在這幾年，有一些重要措施的改變，例如：

2002年全面實施總額支付制度9，以限制健保預算持續的擴張，以及為了達到

健保財務平衡，而開始進行二代健保的規劃等（欲瞭解健保政策重要的大事紀，

可參考附錄一）。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看見政府為了提升民眾在醫療衛生環境上的水準，持

續不斷的對健保政策進行改革，以追求更好的成效，這當中包含了效率面的提

升、醫療品質的改進、財務面的調整、以及就醫可近性的改善，顯見政府兼顧

效率與公平面的決心。由於健保與人民生活的息息相關，也使得任何新措施的

實施都引來社會廣大的討論，甚至可能引起民眾對健保滿意度觀感的變化。 

過去在全民健保政策的研究上，與公平相關的討論包含對醫療可近性的評

估或如何改善的探討（吳肖琪，1991；林進財等，2006）、對健保政策決策過程

運作方式的討論（雷文玫，2004），當然也少不了因應健保財務虧損而亟思保費

調整的相關研究（楊志良，1999；劉宜君，2001），但較少見到探討健保滿意度

背後成因的相關實證研究。 

若要使健保政策越來越好，健保的改革勢必持續的進行，而如何在進行改

革的同時，還能繼續維持民眾的高滿意度，政府所要作的便是瞭解形成健保滿

意度背後的成因。在這樣的政策背景之下，更使得本研究的探討深具意義。因

此下一節，我們將提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並對研究問題背後的意義進行解釋。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過去的滿意度調查經常將焦點置於品質效能面，然而公共行政無可避免的

要處理資源配置的問題，因此除了注重效率之外，更要積極維護公平正義的價

值。本研究以全民健保政策為個案探討，修正過去僅注重效率效能面的滿意度

                                                 
9
 總額支付制度的實施是透過分階段的試辦，直至 2002 年才全面實施。最早試辦的是 1998 年

的牙醫，2000 年中醫也開始試辦，2001 年擴及西醫基層，直至 2002 年醫院總額支付制度也實

施後，才完全全面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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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而兼論民眾的效率與公平觀感對健保滿意度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將焦點

置於探討民眾公平觀感對健保滿意度之間的關連，而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一、公民的人口社會經濟背景對健保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影響？ 

二、公民對健保政策的效率效能觀感對健保滿意度是否有顯著影響？ 

三、公民對健保政策的公平觀感對健保滿意度是否有解釋力？ 

四、公民對健保政策之外的公平觀感對健保滿意度的解釋力有無貢獻？ 

除了問題一、二是針對人口社經背景及健保運作的效率效能進行探討之

外，問題三與問題四所探討的皆為民眾的公平觀感，不同之處在於問題三關注

於民眾對健保政策健保政策健保政策健保政策的公平觀感，而問題四則探討健保政策健保政策健保政策健保政策之外之外之外之外的公平觀感，前

者是配合本研究選取個案所提出的公平性指標，目的在瞭解公民對健保政策的

公平態度是否因此影響其評價健保滿意度；後者則是為了檢驗研究結果是否能

推論至其他政策領域，因此不以對特定政策的公平態度，而以普遍的公平性態

度來進行檢驗。倘若研究發現公民對健保政策之外的公平觀感對健保滿意度具

有解釋力，則表示不論在何種政策領域，公民的公平觀感對於政府表現的評價

皆會產生影響，反之，則表示本研究結果無法解釋全民健保政策以外的其他政

策滿意度，欲瞭解其他政策滿意度的影響因子，必須透過民眾對該政策的相關

態度，始有辦法測量並解釋。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研究流程與章節安排 

本研究的進行流程如圖 1-2所繪，將依循各步驟順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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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繪 

 

而在章節的安排上，也將配合研究流程進行說明與介紹：步驟 1至步驟 4，

為本研究第壹章的緒論，將對整個研究的背景、動機以及目的予以詳述，並據

此提出研究問題；而步驟 5的相關文獻回顧則在第貳章呈現，目的在從過去的

研究中，尋找本研究的定位；接下來將進行步驟 6與步驟 7的研究設計，根據

Step3：確立研究目的 

Step1：研究背景之說明 

Step2：研究動機之產生 

Step4：提出研究問題 

Step5：相關文獻回顧 

NPM之反思 滿意度相關文獻 
公平性文獻： 

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Step6：確立研究架構模型 

Step7：次級資料蒐集 

Step8：單變量統計分析 

Step9：尋找最適模型 

Step10：最適模型多變量分析 

Step11：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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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相關文獻修正理論研究模型，而確立本研究的研究架構，並採用次級資料

分析法進行資料的蒐集，此部分在本論文的第參章有詳盡的說明；步驟 8至步

驟 10為本研究的主要重點，即針對研究目的及問題所進行的實證分析研究，除

了基礎的單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外，為了瞭解各公平性變項的解釋貢獻力，因

此透過不同模型的比較分析來選出最適模型，再針對此一最適模型進行多變量

分析，以釐清各變項與健保滿意度之間的關連，此段分析說明將在論文的第肆

章呈現；最後，步驟 11亦為本研究第伍章，將針對整個研究的發現進行統整、

總結，並據此提出學術與政策上的建議，供對本研究有興趣者進行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