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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第貳章    文獻文獻文獻文獻回顧回顧回顧回顧 

在本章中，第一節首先先對新公共管理進行反省思考：在私部門適用的市

場法則在公部門是否也同樣適用？藉由此一段的探討釐清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

要性。第二節與第三節則分別對私部門及公部門過去在顧客滿意度或民眾滿意

度的研究成果上作了哪些努力、有何發現進行整理；而上述這些文獻中，有無

探討「民眾公平觀感」對政府表現評估的影響，他們的發現又是如何，我們將

在第四節進行討論。接下來，為了避免政策領域的差異在探討滿意度時考慮的

變項也有所不同，因此第五節將焦點聚焦於本研究所選取的個案領域，而對醫

療滿意度的文獻進行回顧，以瞭解過去研究中曾經探討的醫療滿意度相關變項

有哪些。而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焦點在民眾公平觀感，為了瞭解公平的基本概念，

及其在醫療衛生政策領域的應用，第六節將對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基本概念

及如何具體測量進行討論。 

透過這些文獻的回顧，除了繼續累積相同議題的研究成果，也為本研究進

行定位，以區別和過去研究的不同之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新公共管理的反思新公共管理的反思：：：：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要性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要性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要性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要性 

新公共管理思維襲捲政府以來，一波波向企業學習的改革運動也隨即展

開。一向被視為具有效率、彈性的市場教條，被當作這波改革運動的救命丸。

然而，在此同時也有人開始提出質疑，適用於企業的法則在公部門是否也同樣

適用？ 

壹壹壹壹、、、、公私部門本質不同公私部門本質不同公私部門本質不同公私部門本質不同 

這樣的質疑並非空穴來風，學者 Sayre曾指出：「公私組織僅在不重要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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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10」；Allison亦認為直接將私人管理的運作與技巧應用在公部門是錯誤的作法

(Boyne, 2002；余致力，2000)。儘管有學者並不贊同「公私部門有異」的說法11，

公私部門的差異卻可明顯由許多面向觀察看出。Boyne(2002)認為公私部門的差

異主要可由三個面向進行區別，分別是經營權(ownership)、資金來源(funding)、

以及被誰控制。在經營權方面，私部門為企業家或股東所擁有，公部門則為政

治社群所擁有；資金來源，私部門透過顧客的資金消費給付而生存，公部門則

是透過向民眾課取稅金；在控制方面，私部門主要受到市場力量的控制，公部

門則受政治力量控制。換句話說，私部門的運作主要受到經濟系統運作的限制，

公部門則是受到政治系統影響較大。此外，他認為亦可從組織所面對的環境、

目標、結構及價值進行區分。 

陳敦源（1999）則是由誘因結構的角度切入，提出公私部門的差異至少表

現在四點：一、產品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ies)：政治產出通常為公共財，無

法分割；二、龐大經濟規模造成的市場獨佔：政府提供的服務通常具有獨佔性

與強制性，人民無法在市場中找到其他供應商；三、進入市場的門檻：這是指

民主國家中選舉有固定的週期，在任期中，人民對於服務不好的政府幾乎無可

奈何，只能等待下一個選舉週期到來才能以選票表達其不滿；四、價格系統不

存在：市場領域中有所謂的價格機制促使生產者之間不斷的競爭，但在公共領

域中，並沒有這隻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 

正由於公私部門本質上的差異，因此當政府希望以一個全新的思維改革積

習已久的弊病時，必須首先考量公共行政的基本本質，針對問題進行解決。新

公共行政學者就不諱言的指出，政府績效不彰的原因，是由於公共行政的正當

性在治理過程中未能被重視（許立一，2002）。由此可見，即便市場機制在企業

部門運作的再良好，應用到政府部門，也仍需要在符合公部門體質的前提下作

發揮，才能達其功效，否則貿然的全盤接受，只會因為水土不服，而對公共行

                                                 
10

 原文為：”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are alike in all unimportant respects.” 
11

 Bozeman(1987)認為無所謂公私組織的差別，沒有全然的公共組織，也沒有全然的私人組織，

只有公共性程度不同的組織，其差別在於受到政治權力的影響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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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造成更嚴重的傷害。 

貳貳貳貳、、、、對新公共對新公共對新公共對新公共管理的批評管理的批評管理的批評管理的批評 

在市場之中，效率與經濟是管理的主要理論，但在公共領域，社會正義才

是政府的主要理論(Frederickson, 1997: 114)。新公共管理工具主義的思維，致使

其一味的強調成果導向，致力於建立績效指標，而無思結果對社會長遠的影響

（許立一，2002），這樣的結果將使政府流於追求短期具有成效的政策，而忽視

需要長期經營才能產生效果的政策，如此的短視近利，往往傷害的是社會上的

弱勢群體。 

在商業領域中，顧客購買服務，只需考慮生產者是否能滿足其利益12；但

在公共領域，人民不是買完東西拍拍屁股就走的顧客，身為政府真正的頭家

(Denhardt & Denhardt, 2000)，他們所在意的是更組織性、系統性的問題，他們

期待政府能夠具備廉潔、不偏袒(impartiality)、及課責等特質，並且努力促成以

利他精神為基礎的社會公義實現(Denhardt & Denhardt, 2000; 許立一，2002)。 

新公共管理之所以受到批評，是因為在此思維之下，顧客導向將隨著其重

視績效，而使較有權力的顧客得以利用其權力，將公共政策導向符合其自身利

益的方向，而削弱政府追求最廣泛公共利益的能力(Green & Hubbell, 1996: 49; 

許立一，2002)，這顯然與公共行政存在的基本價值背道而馳。倘若民眾因此感

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就會對政府產生不信任感，而如此的反應將降低政權的正

當性(Frederickson, 1997: 111)。 

新公共管理所受到的另一個批評，在於其所強調的「顧客」概念與政府所

服務的「公民」(citizens)並不一致(Kelly, 2005)。企業提供服務及商品給上門的

                                                 
12

 也有學者認為在市場之中，顧客仍舊會考量公平性的問題，但在不同場域之中，公平的概念

也隨之不同。Rothstein & Teorell(2008)引用 Walzer(1983)認為社會是由不同的道德場域組成的說

法，以利益的類別及利益的範圍兩個面向劃分出四個社會場域，他們認為公平的概念在不同場

域中的應用也有所不同。例如，市場場域考量個人利益，其考量的利益範圍是整個市場裡的人，

對這個場域來說，所謂的不偏袒，就是指接觸市場的機會平等；而國家場域考量個人利益以外

的其他利益，即一般我們所稱的公共利益，其利益範圍遍及整個國家的人民，對國家場域來說，

所謂的公平則是指政治上的平等，以及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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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但政府的服務對象卻除了這些立即接受服務的顧客之外，還包含那些等

待服務的、或是需要服務但沒有主動尋求者、甚至是根本就不希望自己是顧客

的人(Denhardt & Denhardt, 2000)，簡單來說，是否具備交易的自願性(voluntary)

是「顧客」與「公民」最基本的差異(Kelly, 2005)。Brown(2007)依照這種自願

性程度將接受服務的民眾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的「顧客」(customers)是直接

接受公共服務的民眾，他們具備服務的選擇權，可以選擇想要的服務，企業所

服務的對象就屬於這一類型；第二類是「委託人」(clients)，只有單一服務提供

者，但可選擇服務提供的方式；第三類則是選擇性最低的「被控制者」(captives)，

必須強制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務。由於政府的服務對象含括了這三種類型，當面

對「被控制者」這類的非自願性顧客，倘若政府又不能公平的給予對待，所引

發的不滿更是可以想像。 

參參參參、、、、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要性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要性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要性公平對公共行政的重要性 

新公共管理也許為政府失靈提供一套創新的解決之道，然而其一味講求市

場經營法則，甚至忽視政府應以公共利益為最終考量，因而引發諸多質疑，新

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學派的出現便是為了矯正新公共管理過度偏右的

主張，所進行的向左修正。其所提出的修正重點包含基本的理論假設、政府的

服務對象、政府的角色、課責途徑、公共組織結構等(Denhardt & Denhardt, 

2000)。雖然新公共服務並未廣泛的發展成為一個學派，但此一理論的出現也提

醒著我們，新公共管理的主張在公共行政的應用是存在缺陷的。 

在新公共管理學者的想像中，市場法則是萬能，政府不僅應該採用企業管

理的技術像企業一樣經營，還應接受企業的價值(Denhardt & Denhardt, 2000)，

然而，如此將公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為市場上的買賣關係，不僅降低公民在治

理過程中的責任，更將嚴重腐蝕民主與憲政的價值（吳瓊恩，2002），倘若政府

的目標只在追求效率與生產力，那誰來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 

Denhardt & Denhardt(2000)認為政府在進行服務傳送時，平等(fairness)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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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equity)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持公平理論者更將公平視為使團體可以聚合在

一起的社會黏著劑(social glue)，認為此一概念提供一個框架，解決公共行政在

進行資源分配時的意見不合；換句話說，公平是使團體可以和諧、意見一致的

重要元素(Frederickson, 1997: 110-111)。 

綜上所述，新公共管理雖然提供政府進行改革時的新思維，然而由於公私

部門在本質上的差異，因此在適用上並不能全盤接受。公共行政不同於私部門

追求利益極大化的假定，它必須顧及公共利益的實現，因此在服務的提供上，

也必須以社會正義作為其決策或資源分配時的基本準則，如此才能確保公共行

政的正當性能夠維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私私私私部門部門部門部門的的的的顧客滿意顧客滿意顧客滿意顧客滿意度度度度文獻文獻文獻文獻 

私人企業與公共組織的差異表現在許多面向(Boyne, 2002)，最基本的差異

在於企業為企業家或股東(shareholders)所擁有，以利潤追求為經營目標，並且

信仰「顧客導向」的哲學信念，因為對他們而言，顧客就是發給他們薪水的老

闆，而此一信仰也是幫助私人企業持續追求進步的基礎(Musa et al., 2005)。顧

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的產生，便是私部門管理者為了瞭解顧客實際

需求，而能依此加以改善的重要回應方式。然而對這些管理者而言，顧客滿意

度所呈現的成績如何，並不是主要的目的，這僅是一項工具的使用，他們真正

關注的是如何吸引顧客與留住顧客，「他們忠誠的對象是顧客，而非績效測量」

13
(Kelly, 2005)，因此透析影響顧客滿意度的背後成因，便成為私人企業管理者

的重要工作，唯有如此才能針對問題有所改進檢討。 

回顧過去私部門對顧客滿意度進行的研究文獻發現，過去研究有幾種類

型，由於績效測量可分為客觀與主觀的測量方式(Brown & Coulter, 1983)，關於

這兩種測量方式孰優孰劣一直以來都存有爭議，因此第一種研究類型是對主觀

的顧客滿意度和客觀的服務品質評估進行比較。第二種研究類型是研究影響顧

                                                 
13

 原文為：”Their loyalty is to the customer, not the performance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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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滿意度的因素，這也是最常見的一種，常見的研究變項包括：社會經濟變項

或是人口變項(Saha et al., 2003; Kelly, 2005)，例如什麼種族或教育程度的人的滿

意度較低；另一個變項則是績效期待(performance-specific expectation)(Oliver, 

1980)，即企業產品或服務的客觀績效對顧客滿意度的影響；還有一種比較特別

的，是多變項組合成的理論架構，稱為期望不一致模型(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model)(Oliver, 1980)，事實上，近十年來，期望不一致模型已成

為研究顧客滿意度的支配性模型(Musa et al., 2005)，許多學者都以此模型作為

基本理論架構進行研究探討(Musa et al., 2005; Oliver, 1980; Ryzin & Gregg, 

2004)。 

最早將期望不一致理論與顧客滿意度進行連結是在 1970年左右，由

Engel、Kollat、Blackwell以及 Howard、Sheth五位學者所提出(Oliver, 1980)，

後來經由諸多研究證明了其價值。簡單來說，該模型認為判斷滿意度的決定因

素不只是產品或服務績效本身，還包括顧客比較「服務績效」(performance)與

「購買行為前的期望」(expectations)的過程，而服務績效與顧客期望之間所產

生的落差，便是所謂的「期望不一致」。當企業服務績效比顧客原先的期望好時，

所產生的不一致即為正向的不一致；反之，則產生負向的不一致。當正向的不

一致越高，滿意度也就越高(Musa et al., 2005; Ryzin & Gregg, 2004)。 

儘管期望不一致模型在過去被廣泛的使用，但仍有學者認為它存有缺陷，

未能展現滿意度的全貌(Musa et al., 2005)，像一般所認為，個人的情緒、態度

也會與滿意度產生交互影響(Oliver, 1980)，便未在此模型中被考慮。 

因此Musa等人(2005)除了採用期望不一致模型作為基本架構外，還將顧客

所感受的價值(perceived value)、公平14
(perceived equity)及對企業的承諾

(relational commitment)等理論概念放入其所進行的滿意度研究架構之中。根據

其研究結果顯示，績效(performance)是影響顧客滿意度的主要推手，而顧客在

交易過程中所感受的價值則是影響滿意度的關鍵原因，這樣的研究發現證實了

                                                 
14此處對公平的定義，係指顧客在交易的過程中，是否得到同等的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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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er(1980)認為態度會影響滿意度的論點。 

此外，該研究亦證實了顧客在交易時感受的價值對其公平感受有正面的影

響，也就是說，當顧客在交易過程感受自己有越高的價值，則其公平感受越高，

而正面的公平感受會進一步影響顧客對企業的承諾感，進而影響滿意度，最後

影響再購買的忠誠行為。由此可見，顧客本身的態度、價值對滿意度與購買行

為的確會產生影響，而一般以為私部門較不重視的「公平」價值，事實上在顧

客滿意度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Oliver(1997: 193-194)認為之所以很少研究者將焦點放在「公平對待消費

者」的原因是，是否平等的判斷標準，相較於消費者的期望或其他標準而言，

它是比較個人、不能一體適用的。消費者對於是否公平或公正自有一套想法，

他們經常是依照自己的感覺去詮釋所遭遇的狀況。但儘管如此，他仍舊認為公

平的概念很重要，因為對於那些在意公平現象的人而言，這將是影響滿意度的

原因之一，而這樣的說法也受到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及組織心理學

的支持。他更進一步指出，倘若消費行為沒有受到公平觀感的影響，反而是不

尋常的現象。由此可見，儘管商業部門以追求效率與經濟作為主要的目標，企

業管理者如欲提高顧客滿意度，還是不能輕忽交易過程中，是否公平的對待每

位顧客。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公部門公部門公部門公部門的民眾滿意度文獻的民眾滿意度文獻的民眾滿意度文獻的民眾滿意度文獻 

受到新公共管理的影響，公部門為了改善效率不彰的積習，紛紛向私人企

業學習其概念技術，期望透過企業彈性、創新等能力，為公部門帶來新氣象。

公部門所使用的民眾滿意度(Citizen Satisfaction)調查，便是從私人企業的顧客

滿意度習得。如同私人企業做產品調查的意義一樣，政府官員也經常利用滿意

度調查來瞭解民眾對其提供的服務觀感如何(Poister & Henry, 1994)，站在民主

政治的角度而言，也是對選民負責的一種態度(Brown, 2007)。 

在公部門的民眾滿意度研究上，主要都是探討影響民眾滿意度背後成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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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常見影響滿意度的變項包括(Brown & Coulter, 1983; Brown, 2007; 

Ryzin & Gregg, 2004)：人口統計變項、服務績效、民眾的期望與偏好、政治態

度、及服務的接觸管道。 

前三個變項在私部門的顧客滿意度文獻中也常見到，在公部門的民眾滿意

度研究中，比較特別的是「政治態度」與「服務的接觸管道」兩個變項。在「政

治態度」上，受訪者的政治態度與一般態度不同，牽涉了民眾對政府的政治認

同與信任，政治態度對企業服務的影響較小，然而對公共服務卻有特殊的意涵，

因此通常被假設為影響民眾滿意度的重要因素（徐永明，2001；陳世敏，1991）。

Vigoda & Yuval(2004)對以色列公民所進行的滿意度調查15，主要就是探討民眾

的態度、觀感及行為傾向對滿意度的影響16。 

而「服務的接觸管道」此一變項對公部門的民眾滿意度特別之處在於，私

部門的服務與產品具有選擇性，然而公共服務卻不然，它包含了直接與間接的

服務提供，民眾有時不得不接受政府的”服務”，因此接觸管道的可及性，甚至

是選擇性都可能成為影響民眾滿意度的重要原因。Brown(2007)便指出，民眾對

政府服務的評估可能根據他們直接或間接的接受該服務而有所不同，服務間接

接受者評價服務，是以服務對其產生的影響進行評估；直接接受者則是以其和

服務提供者的互動經驗進行評估，兩者評估的標的並不相同，但即便是直接與

政府有互動的民眾也會受到服務的強制性，即 Kelly(2005)所謂「交易的非自願

性」，而在評價上有所差異。但總體來說，民眾絕對喜歡有選擇勝過沒有選擇，

這是消費者行為理論的重要基礎。 

另外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私部門的顧客滿意度研究上，有所謂支配性的

                                                 
15

 Vigoda & Yuval(2004)對以色列公民所進行的滿意度調查，為其所進行的「歐洲公共行政評估

專案」(European Assessment Projec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EAPPA)中的一部份，該專案主要目

的是對歐洲國家的公共組織進行跨文化與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採用「態度-行為」的研究方法

作為工具。 
16在這些面向下所包含的變項有：民眾對行政及政府機構的信任程度、民眾對公務人員的信任

程度、民眾對參與公眾事務的影響程度、對公部門的印象、公務人員的素質、透明度與課責、

回應力、倫理廉潔、企業家精神與創新、內部政治考量、決策時的社會導向、決策時的官僚/

經濟導向、與公部門聯繫時的壓力程度、與公部門之間的溝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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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作為架構參考，然而，在公部門的民眾滿意度研究中，卻幾乎沒有見到相

似的理論架構模型。Ryzin & Gregg(2004)有感於在私部門中廣泛應用的期望不

一致理論，卻從未見到在公共服務的應用，因此將其應用在研究之中，探討其

對民眾滿意度的影響。結果發現，在傳統的民眾滿意度調查中，服務績效經常

被視為影響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然而除此之外，民眾的期望也是重要關鍵，因

此建議政府部門在努力提高績效的同時，也應設法提高民眾對其施政的期望，

如此才能創造高滿意度17。 

整體而言，測量民眾滿意度的指標大多如 Brown & Coulter (1983)及 Poister 

& Henry(1994)的觀察，大概為效能、政策影響(impact)、服務品質(quality)及生

產力(productivity)這幾個面向。對於這樣的結果，Cumberford等人(1999)認為，

公部門學習私部門採用顧客滿意度調查，卻沒針對公部門本質問對問題，其滿

意度調查的結果才會常常不盡理想，例如平等(fairness)是影響公部門滿意度的

重要面向，但卻在這些常見指標中被忽略。 

而 Rothstein & Teorell(2008)的看法與 Cumberford等人(1999)一致，他們認

為公平的制度才是達成政府品質的關鍵要素，他們將政府的品質(quality of 

government)定義為：「一套使政府執行公權力時，公正不偏袒(impartiality)的制

度。」這是指國家系統的運作，在政治系統的投入面(input side)具備民主的特

質，即人人享有政治的平等(political equality)
18，有同樣接觸權力的機會(access to 

authority)，而在輸出面(output side)，即政策執行時，公權力能平等對待每個人，

不因個人身份、背景等考量而有所差異。 

私部門因為其營利性質，經常透過提供特別服務給其重要客人（VIP）來

獲取高滿意度與回購率，但政府與私部門在本質上並不相同，必須考量多數人

                                                 
17

 Ryzin & Gregg(2004)也特別提醒，雖然一般人常說：「期望越高，失望越大」，但這不代表民

眾對政府期望較低，滿意度就會比較高。根據研究顯示，民眾期望與政府績效之間的關係，滿

意度由高而低分別是：1.（高期望，高績效）；2.（低期望，高績效）；3.（高期望，低績效）；

4.（低期望，低績效）。 
18

 Rothstein & Teorell(2008)認為政治的平等某種程度就是指在政治系統的投入面不偏袒的對待

任何人，因此”impartiality”與”equality”在概念上是重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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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實現公平正義，還必須遵守許多民主制度下的價值與規範（例如必須

依法行政19）(Cumberford et al., 1999)，也由於民眾對政府的期待遠大於對私部

門的要求，唯有一套公平的制度運行，才能使政府的品質受到維持，人民在這

套制度之下可以預測政府的作為，也才能達成善治的結果(Rothstein & Teorell, 

2008)。 

 

 

 

圖 2—1 Cumberford等人的民眾滿意度模型 

資料來源：修改自 Cumberford et al.(1999) 

 

Cumberford等人(1999)因此根據美國顧客滿意度指標(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ACSI)的經濟模型，並配合公部門本質，建構了一套適用於公

部門的滿意度模型，如圖 2－1。他們認為影響滿意度的因素主要有三：民眾感

受的品質(perceived quality)、民眾期待的品質(customer expectations)、以及民眾

的價值(perceived value)。所謂民眾感受的品質，係指民眾對於服務提供者所提

供的服務或產品品質的主觀感受，又會受到其消費該產品或服務經驗次數的多

寡、最近一次的消費時間、以及媒體的傳播，而影響其評價。民眾期待的品質，

                                                 
19

Frederickson(1997: 120)認為公共行政就是將法律付諸行動(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the law in 

action)。 

民眾感受的品質

(perceived quality) 

民眾期待的品質

(customer expectations) 

民眾的價值(perceived value) 

服務品質 

對錢的價值 

公平 

 

民眾滿意度 



26 

則是民眾根據服務的必要性以及服務提供者的層級，對未來將接受的服務或產

品品質的預期與期待。民眾的價值是指與價格相對應的品質(quality relative to 

price)而言，又包含民眾對服務品質價值的認知(quality of service)、對錢的價值

(value for money)
20、以及公平性(fairness factor)三個面向。他們認為民眾感受的

品質、民眾期待的品質、以及民眾的價值這三項基本要素彼此之間會產生影響，

並進而對滿意度產生影響。但他們也承認，對於「民眾感受的品質」和「民眾

的價值」這兩個變項，要作明確的區別，事實上是有難度的。 

儘管從上述文獻看來，「公平」是影響民眾滿意度的重要變項，在此一研究

領域中，卻鮮少有將公平列入變項探討者，甚至在公共行政領域中，以公平正

義為議題進行討論的研究也不多見21
(Rothstein & Teorell, 2008; 陳敦源等人，

2008)，這顯示了效率與經濟長期受到公共行政界的重視(Frederickson, 1997: 

97)，而公平正義卻受到忽視的事實。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民眾公平民眾公平民眾公平民眾公平觀感觀感觀感觀感對政府表現評估的影響對政府表現評估的影響對政府表現評估的影響對政府表現評估的影響 

Cumberford等人(1999)指出，公部門的利害關係者相當多元，每個人接受

服務的經驗、對服務的期待與觀感都不同，但整體而言，對政府組織及政府人

員態度越正面，滿意度也會越高，顯示了民眾態度對滿意度的重要影響。在私

部門的顧客滿意度文獻中，曾有學者將民眾的公平觀感作為影響滿意度的變數

進行研究(Musa et al., 2005)，研究結果發現它是影響顧客滿意度的重要變數。

而公共行政的本質在決策與資源配置(Frederickson, 1997: 99)，不管就資源分配

的結果而言，或是在分配的程序上，公平性無疑都是政府在執行政策時的首要

考量價值(Rothstein & Teorell, 2008)，因此民眾公平觀感是否影響其對政府表現

的評估，也是過去某些公共行政學者研究曾經探討的問題。 

Brown & Coulter(1983)以警察服務作為評估標的進行民眾滿意度調查，六

                                                 
20

 這裡的假設是基於一般普遍認知認為政府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價格應優於私部門，因此倘若結

果與此一認知不同，則越重視錢的價值的民眾，可能因此影響對政府的滿意度。 
21

 此處公平正義包含 Impartiality、Justice、Just、Equality 及 Equity 等相關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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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研究變項中，有四個變項是請民眾對服務的公平性進行評估22，主要進行方

式是與鄰居所接收的服務進行比較，比較的服務內容包括：警察提供的保護、

警察的回應時間、警察對待民眾的方式、以及犯罪量，依照其所感受的公平程

度來給予評分；研究結果顯示，警察提供的保護是否公平對民眾滿意度有顯著

的影響。 

而 Vigoda & Yuval(2004)對以色列民眾進行的政府滿意度調查研究發現，影

響民眾滿意度的眾多原因中，包含了民眾對公部門的印象是否正面，以及決策

過程是否透明。而決策過程的透明程度，是一種程序正義的概念，由此可見，

民眾對政府在決策過程是否公平的觀感，也會影響其對政府表現的評價。 

而這些研究結果印證了 Vigoda-Gadot(2006)的發現：民眾對公務人員和公

共組織的倫理及公平觀感，與服務滿意度呈正相關。造成此一結果的原因，主

要在於政府提供的服務並非全然具備選擇性(Kelly, 2005; Brown, 2007)，對企業

顧客而言，他們僅需針對自己消費的產品付費；但對公民而言，不管政府所提

供的是不是他們所要的服務或產品，每個人都必須繳稅，在這種非自願性的消

費上，倘若繳交同樣的稅賦，卻沒有享有同樣的服務，人民很容易因為這種不

公平的分配，而降低對政府的滿意度或信任感，或是減少對政府及行政系統的

忠誠(Kelly, 2005; Vigoda-Gadot, 2006)。 

顧客滿意度的使用雖然起源於新公共管理顧客導向的主張，然而從過去滿

意度的相關研究中皆發現，公平是影響滿意度的重要評量因素。新公共管理以

效率為目標，忽略了公平正義，但事實上證明了只有效率並不能夠因此使滿意

度維持不衰。但矛盾的是，一直高喊著公平正義口號的政府，在實務上進行民

眾滿意度調查時，卻也鮮少將公平作為評估標準考量。 

公平正義雖然號稱是政府努力追求的目標，然而從過去文獻中卻發現多僅

止於理論上的討論，只有少部分與實務進行連結，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便是希望

能填補此一落差，民眾滿意度的評估指標不應只是新公共管理所認為的效率面

                                                 
22另外兩個變項是民眾對實際的服務績效進行滿意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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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更應包含政府所重視的公平面。而為了更聚焦於本研究所選取的個案探

討，下一節將針對醫療滿意度的相關文獻進行回顧。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醫療滿意度醫療滿意度醫療滿意度醫療滿意度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相關文獻 

私部門顧客滿意度的調查除了被應用在政府整體表現的評估上，也在各個

政策領域中被廣泛的使用，作為探知民意的一項工具。與健保政策相關的醫療

衛生領域，近年來也越來越廣泛利用醫療滿意度(health care satisfaction)的調

查，來獲知民眾對醫療衛生體系的真實需求，並以此作為評量健康計畫及醫師

是否滿足病人健康照護需求的指標(Haviland et al., 2005)，以為改善組織運作或

是服務提供的參考。 

由過去醫療滿意度的文獻可發現，探討醫療滿意度的影響因子大致可分為

五大面向，分別是：品質面向、財務面向、可近性面向、醫病互動關係面向、

及人口社經背景。 

多數醫療滿意度的研究是綜合上述構面的變項來進行探討，例如：Ware等

人(1983)所建構的病患滿意度問卷(Patient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PSQ)，內容

主要在調查病患對醫生及醫療服務的態度，以及整體滿意度。其問卷所包含變

項有：預約等候時間(waiting time for appointments)、看診等候時間(office 

waits)、緊急照護(emergency care)、保險項目(insurance coverage)、照護成本(costs 

of care)、醫院可獲得性(availability of hospitals)、以及醫療提供者的技術及醫病

互動技巧(technical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of providers)，從上述變項中可發現，

整份問卷共包含了品質面向、財務面向、可近性面向、及醫病互動關係面向四

大構面的問題探討。 

而 Etter& Perneger(1997)有感於非英語系國家在病患滿意度調查上的不

足，因此採用Ware等人(1983)所建構的 PSQ調查的部分問題項目，試圖建構

一套適用於法國的病患滿意度問卷。結果建構出的滿意度構面分別為：品質面

向－醫師服務滿意度(satisfaction with physician services)及保險服務(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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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可近性面向－可近性(access)；醫病互動關係面向－溝通程度

(communication)。 

Ross等人(1993)測量民眾醫療滿意度的模型中，則包含：品質面向－照護

品質(technical care of quality)；財務面向－照護的財務花費(financing of care)；

可近性面向－醫療服務可近性(access to care)、服務可獲得性(availability of 

services)；及醫病互動關係面向－醫病關係(interpersonal care)、溝通程度

(communication)。 

另外有一類研究，則是專門探討單一構面對醫療滿意度的影響，尤其以人

口社經背景面向為主。例如：Haviland等人(2005)探討民眾社經地位對醫療滿

意度的影響，結果發現收入、居住地、及健康狀況是影響滿意度評價的重要變

數。相較於 Haviland等人(2005)的研究是探討人口的社經背景對醫療滿意度的

直接影響，Dolinsky & Caputo(1990)則認為人口社經背景對醫療滿意度的影響是

間接的，他會影響個人對滿意度影響因子的評價，進而影響整體滿意度，而在

這些人口統計變項中，年齡及婚姻狀態對於醫療滿意度有顯著的影響。 

White(1999)認為，一份好的病患滿意度調查應涵蓋實務目標的三個範疇，

即：品質議題(quality issues)、可近性議題(access issues)、及醫病互動議題

(interpersonal issues)。而 Ross等人(1993)曾對醫療顧客以其偏好區分集群，也

證實了民眾的偏好與醫療實務目標有著一致的結果。Ross等人(1993)在其研究

中，將醫療顧客依其偏好區分集群，共分出四個集群：醫病關係尋求者

(interpersonal care seekers)、追求可近性與品質者(access/quality seekers)、可近性

尋求者(access seekers)、以及品質尋求者(quality seekers)。且進一步檢視發現，

集群之間的社會經濟背景及健康狀態也有不同。綜合上述文獻，顯示過去醫療

滿意度的研究大致上皆涵蓋White(1999)所指出的範疇，且更加入財務及人口社

經背景的面向，使醫療滿意度模型的建構更添完整。 

然而，在這看似完整的構面中，卻仍存在著缺憾。雖然可近性經常是醫療

衛生政策中，用來評估醫療資源分配是否公平的一項重要指標(Whit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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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無法表達民眾對公平的主觀態度。上述這些文獻之所以有著如此共同的缺

陷，其原因可能在於這些醫療滿意度背後所探討的服務提供者幾乎都是民眾具

有選擇性的醫療院所，或是可選擇是否要加入的國家衛生醫療保險（例如美國

的 HMOs），而與全民健保為強制納保，且在單一保險人的情況下，民眾沒有其

他選擇的情況並不相同。因此對後者而言，僅以「可近性」作為公平性的唯一

測量指標，恐怕無法完整的解釋在台灣全民健保政策下的民眾公平觀感。 

本研究認為民眾評估一項政策好壞，通常是從程序面或結果面來進行考

量，因此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概念或許可以作為民眾公平觀感的切入面來討

論。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由於日常生活中經常需要面對資源分配的問題，而政府作為分配資源的仲

裁者，資源如何分配才公平，往往成為民眾評估其施政表現的其中一項評分參

考(Vermunt & Törnblom, 2007: 1)。 

壹壹壹壹、、、、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基本概念 

對於公平的看法，有諸多歧異，例如 Stone(1997: 39-53)就曾以分配蛋糕為

例來解釋公平的概念。他分別從接受者、分配項目、及程序的面向切入，而提

出八種可能的公平分配方式（參表 2－1）。這意味著當選擇的公平標準不同，

對於分配結果的評價也會有所差異。對 A而言是公平的事情，對 B而言可能因

為看的角度不同，因此變成不公平。 

另外一種對公平的概念探討，則是以程序面和結果面來討論，也就是所謂

實質正義(substantive justice)與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的問題，通常見於法

律領域或組織議題上。所謂實質正義，是對分配結果是否正義的評估(Olsen, 

1997; Vermunt & Törnblom, 2007: 3)，也有人以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或結

果正義(outcome justice)稱之(Röhl, 1997: 1)；而程序正義則是指，透過符合規範



31 

性標準的正義程序實施，減少一些不被接受的偏差或偏袒，進而使決策本身或

是決策過程更公平23
(Röhl, 1997: 3)。這樣的概念相較於 Stone(1997)更簡潔、容

易明白，事實上，在 Stone(1997: 39-53)提出的八個平等概念中也可發現，議題

1至議題 5的作法，是從結果面的公平來探討，也就是實質正義的問題，而議

題 6到議題 8則是程序正義的問題。換句話說，公平的標準可能依據每個人心

中的尺而有所不同，但歸納各個標準可以發現，其實探討的幾乎都是實質正義

與程序正義的問題。 

 

表 2－1 Stone八種平等的概念 

切入面向切入面向切入面向切入面向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1. 以社群界線為基礎 不平等邀請，平等切片 

2. 以階層為基礎 
平等階層，平等切片；不平

等階層，不平等切片 接受者 

3. 以主要社會內部切割的團體

為基礎（例如：性別） 
平等集團，不平等切片 

4. 項目的界線為基礎 平等餐食，不平等切片 
項目 

5. 項目的價值 平等價值，不平等切片 

6. 以起始資源為基礎 平等叉子，不平等切片 

7. 以抽籤為基礎 平等機運，不平等切片 程序 

8. 以投票（政治參與）為基礎 平等選票，不平等切片 

資料來源：Stone(1997: 43) 

貳貳貳貳、、、、具體測量原則具體測量原則具體測量原則具體測量原則 

但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為較高層次的抽象概念，在評估時仍需要發展具體

的原則才能進行。 

一、實質正義 

Röhl(1997: 5)、Vermunt & Törnblom(2007: 2)曾提出三個原則來判斷是否達

                                                 
23

 原文為：”the capacity of a procedure to conform to normative standards of justice, to make either 

the decisions themselves or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ore fair, by, for example, reducing some 

clearly unacceptable bias or prejud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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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實質正義，分別是平等原則(the equality principle)、比例公平原則(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 equity)、及需求原則(the needs principle)。 

平等原則係指，每個人在資源分配中是否分得同等數量；比例公平原則則

是依每個人所分配到的資源是否與其貢獻成比例來判別；需求原則是指，分配

的結果應滿足每個人的需求而言。然而，上述三項原則除了平等原則較容易測

量外，比例公平原則必須先測量個人的貢獻，才能確定分配結果是否公平；而

需求原則更是必須瞭解每個人的需求後，才能衡量公平性，相較之下顯得困難

許多。由於實質正義幾乎是正義的理想終極狀態，且難以測得，因此在實務上

通常都以實現程序正義來追求公平正義的理想。 

二、程序正義 

程序正義相較於實質正義，其標準往往較明確，而容易測量，Vermunt & 

Törnblom(2007: 2-3)認為程序正義可以由三個面向來探討，（一）、結構面，也

就是程序原則是否為國家、家庭、或組織合法體制的一部份；（二）、文化面，

這是指由於各國文化接受度的緣故，使得在某些國家即使是合法的程序，在實

務上卻仍舊難以實行；（三）、個人面，係指對於決策利害相關的個人在過程中

是否進行充分的溝通。在本研究中所欲探討的程序正義，將焦點置於民眾的觀

點，即是對個人面的程序正義進行探討。 

而在具體測量的方法上，Tsuchiya等人(2005)由過去相關文獻中，整理出

六種具體測量程序正義的原則，包含：精確性(accuracy)、一致性(consistency)、

公正不偏性(impartiality)、可逆性(reversibility)、透明性(transparency)、及發聲

管道(voice)。其意涵分別闡釋如下： 

（一） 精確性：係指決策時所依據的資料必須以證據為基礎(evidence-based)，

此外，該資料必須正確又能即時更新。 

（二） 一致性：係指決策過程中所使用的標準可以經得起時間及不同個案的

考驗。 

（三） 公正不偏性：指程序上應謹守利益迴避，不偏袒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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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可逆性：是指必須讓所有利害關係人有機會可以對已做成的決策提出

意見，進行挑戰。 

（五） 透明性：係指決策的過程與結果應讓大眾得以檢視。 

（六） 發聲管道：係指決策過程中，應讓利害關係人的觀點及利益可以表達

及被聽見。 

當對民眾進行程序正義的態度測量時，透過這些具體原則的設計，使其以

簡單易懂的文字或例子呈現，將可以有效探測民眾對程序面公平的態度。 

參參參參、、、、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在醫療衛生政策領域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在醫療衛生政策領域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在醫療衛生政策領域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在醫療衛生政策領域之應用之應用之應用之應用 

如同第壹章所提到，醫療資源配置是否公平一直都是醫療衛生政策的重要

議題，而WHO(2000)的調查亦顯示民眾重視國家衛生系統運作的公平性大過於

優質性，因此如何實現醫療衛生政策領域的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成為執政者

的重要課題。 

在實質正義的討論上，Olsen(1997)認為實質正義應用在醫療服務的資源配

置上，可以由三個哲學層次來探討：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平等主義

(equalitarianism)、及 Rawls所提出的弱勢利益極大化原則(maximin)。所謂功利

主義，是指能夠提供社會上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政策或行動，換句話說，醫療資

源的分配，應該以能造福多數人為考量；但這樣的主張存在的問題在於，少數

人的利益將因此被犧牲，罕見疾病可能因此而被排除在給付範圍外。平等主義

則是指，資源分配的結果應達到每個人都相等，也就是 Röhl(1997: 5)、Vermunt 

& Törnblom(2007: 2)所提出的平等原則；但當兩個人需要救助，而醫療資源有

限僅能救助一人時，這種齊頭式的平等原則難道將選擇兩人都不救？恐怕也是

個問題。弱勢利益極大化原則則是 Rawls(1999)正義理論中所提出的差異原則

(difference principle)，係指在基本財貨(primary goods)的分配上，應保障弱勢族

群可以獲得最大的利益享受，這樣的主張恰好點出功利主義忽視弱勢族群的缺

陷；然而，令人意外的是，Rawls所提出的弱勢利益極大化原則中，並未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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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讓醫療衛生政策的弱勢族群受惠，因為在其原先的假設裡，「健康」根本就不

屬於基本財貨的一部份，也因而受到諸多批評。但在後來實務應用上，通常並

不會在意此項假設，此一理論的提出也因此成為為弱勢族群發聲的最佳理由。 

在程序正義的討論上，Daniels & Sabin(1998)為醫療衛生政策建立了一個評

估資源配置程序的架構，稱為「說理的課責」(accountability for reasonableness)，

包含了四種標準：公開性(publicity)、相關性(relevance)、申訴機制(appeals)、及

執行力(enforcement)。所謂公開性，係指資源配置的決定（特別是新科技）及

背後的理由，必須向民眾公開；相關性係指，資源配置的決定必需基於相關的

證據(evidence)、理由、以及原則，而這些基礎是否與決策相關，必須通過利害

關係人的同意；申訴機制係指，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必須存在一個機制，允許

利害關係人可以挑戰已經做成的決策，並且在新證據出現時，也能有修改決策

的機會；執行力則是指前三項條件，必須有一套得以執行的機制。 

 

表 2－2 Tsuchiya等人程序原則與 Daniels & Sabin說理的課責對照 

Tsuchiya等人等人等人等人(2005)的程序原則的程序原則的程序原則的程序原則 Daniels & Sabin(1998)說理的課責說理的課責說理的課責說理的課責 

精確性(accuracy) 相關性(relevance) 

一致性(consistency) -- 

公正不偏性(impartiality) -- 

可逆性(reversibility) 申訴機制(appeals) 

透明性(transparency) 公開性(publicity) 

發聲管道(voice) -- 

-- 執行力(enforcement)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這個架構與 Tsuchiya等人(2005)從文獻中所所整理出的六項程序正義原則

在意義上有諸多相同處，如表 2－2所整理。由表中對照可發現 Tsuchiya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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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並未針對其所提出的程序原則是否能確實執行進行探討，而 Daniels & 

Sabin(1998)則是缺少在決策程序中是否能應用於不同個案的「一致性」原則、

決策過程中是否遵守利益迴避的「公正不偏性」原則、以及強調事前參與的「發

聲管道」原則的討論。但兩者共同重視的都是決策的做成應有證據為基礎、應

給予利害關係人事後對決策進行挑戰的機會、以及決策過程必須公開透明。 

Tsuchiya等人(2005)為了瞭解其程序原則在民眾心中的重要性排序，以英

國的 NICE
24為個案對民眾進行調查，結果發現重要性順序依序為精確性、一致

性、公正不偏性、可逆性、及透明性，發聲管道則會受到問題呈現形式而有不

同排序結果。對照此一研究發現，Daniels & Sabin(1998)的評估架構中所缺少的

一致性及公正不偏性原則，在民眾心中重要性排序分別居於二、三位，這樣的

結果意味著此一「說理的課責」架構未能完整探討所有民眾偏好的程序原則，

而因此透露其缺陷。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受到新公共管理的影響，政府績效評估越來越重視由下而上的觀點，民眾

滿意度也因此受到普遍的應用。而從過去不管私部門或公部門的滿意度文獻中

均證實，民眾的公平觀感確實為影響滿意度的關鍵因素；然而，回顧過去公部

門民眾滿意度的相關研究發現，研究者多著重於服務提供的效率、效能對滿意

度的影響，考量民眾公平觀感作為解釋變數的研究僅為少數，但對公共行政而

言，效率與經濟雖然必要，卻並非充分的理由，Frederickson(1997: 98)就曾指出，

若不能考慮政策執行的分配效果，以及社會正義的概念，公共行政便會忽略所

有公民的正當利益。 

有鑑於過去公平正義的討論大多是理論上的討論，而實務上的民眾滿意度

又多以效率面的指標為主，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夠彌補過去研究在此一部分的

                                                 
24

 NICE 為英國進行醫療資源配置的機制，其主要功能有三：一、評估新的及已存在的健康科

技；二、發展並宣傳臨床指導方針；三、監督臨床審計及機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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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憾，透過民眾公平觀感與民眾滿意度的討論，連結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落差，

換句話說，本研究將有別於過去以效率為主的民眾滿意度研究，而將焦點置於

公平面，並建立一個以公共行政本質為考量的民眾滿意度架構，以更深入瞭解

民眾的公平觀感對政府施政時的意義。而在公平態度的探討上，由於歸納各種

公平標準發現，大抵不脫程序面與結果面討論，因此將對民眾的程序正義與實

質正義態度進行測量，而測量的方式，在實質正義上，將透過平等原則、比例

公平原則、及需求原則等具體測量原則來進行，程序正義則以 Daniels & 

Sabin(1998)「說理的課責」架構為主要測量原則。 

回顧文獻發現，Cumberford等人(1999)的民眾滿意度模型即是在考量公部

門本質後所建立，本研究認為其架構符合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目的，因此將其作

為本研究架構的基礎模型，並配合過去醫療滿意度文獻所探討的相關影響變項

進行修正，期望能建立一個符合台灣健保政策系絡中，探討健保滿意度的合適

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