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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設計 

經過前章對文獻進行回顧，瞭解過去在相關議題上如何進行討論後，本章

我們將對本研究要如何進行，也就是研究如何設計作一介紹。 

首先在第一節將說明本研究所設計的研究架構，由於本研究架構是以

Cumberford 等人(1999)的民眾滿意度模型為基礎，配合其他文獻進行修正，因

此在此將對兩者之間的相同相異處進行說明。第二節則對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

方法—次級資料分析法，進行介紹，包含該研究方法的優點與限制，以及本研

究選用此方法的原因；第三節進一步對本研究所採用的次級資料來源，以及樣

本數量進行說明。接下來第四節將根據研究架構所包含的變項給予定義，並對

所選擇的變項如何操作化進行解釋。第五節針對先前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並依

據過去文獻的發現為基礎提出研究假設，而研究假設是否能成立則待後續實證

研究的證實。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架構是以 Cumberford 等人(1999)的民眾滿意度模型為基礎，配合

過去文獻進行修正，並依本研究個案對變項名稱作了些微更改，兩者之差異如

表 3－1 所呈現。除了「客觀健保品質」及「人口社會經濟背景」為本研究根據

文獻所新增的變項，其他皆為 Cumberford 等人原先架構中的變項。唯需注意的

是，本研究架構中「公民公平觀感」此一變項與 Cumberford 等人模型中的原意

並不相同，稍後會更清楚解釋。 

為了瞭解變項間的關係，我們將架構以圖呈現，如圖 3－1。粗線部分表示

原 Cumberford 等人模型中的變項，細線則為本研究所新增，而公民公平觀感，

由於與 Cumberford 等人模型的定義不同，因此不以粗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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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研究架構與 Cumberford 等人民眾滿意度模型變項名稱對照表 

Cumberford 等人(1999)民眾滿意度

模型變項名稱 
本研究架構變項名稱 備註 

-- 客觀健保品質 依據文獻新增變項 

民眾感受的品質 

(perceived quality) 
主觀健保品質 -- 

民眾期待的品質 

(customer expectations) 
公民期待的健保品質 -- 

民眾對服務品質價

值的認知 

(quality of service) 

公民對健保服務的價

值認知 
-- 

對錢的價值 

(value for money) 

公民付出之健保價格

負擔 
-- 

民眾的價值

(perceived value) 

公平性 

(fairness factor) 
公民公平觀感 

前者侷限於價格公平

性的探討，本研究則

擴及公民對健保政策

的投入、產出面、及

非健保政策的公平觀

感 

-- 人口社會經濟背景 依據文獻新增變項 

資料來源：本研究 

 

由前章文獻回顧中我們得知客觀的服務或產品績效是影響滿意度的重要因

素(Musa et al., 2005)，也是影響民眾期望的主要原因之一(Oliver, 1980)，因此我

們可以合理的推測在健保政策中，「客觀健保品質」將會影響公民主觀對健保品

質的評價。而「公民期待的健保品質」即為 Cumberford 等人模型中「民眾期待

的品質」，依其模型假設，對「主觀健保品質」會造成影響，此外，「公民對健

保服務的價值認知」及「公民付出之健保價格負擔」也會因其期待的高低而有

不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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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而 Cumberford 等人(1999)所提及的「民眾的價值」，是指與價格相對應的

品質，內涵包含「民眾對服務品質價值的認知」、「對錢的價值」、以及「公平性」；

在本研究架構中，前兩項分別以「公民對健保服務的價值認知」、「公民付出之

健保價格負擔」命名，而「公平性」此一因子，由於僅侷限於價格上的討論無

程序正義 

實質正義 

客觀健保品質 

公民對健保服

務的價值認知

公民付出之健保

價格負擔 

公
民
公
平
觀
感 

人口社會經濟

背景 

健保政策的決策

公平性評估 

對健保政策分配

的公平性態度 

對健保政策以外的

其他公平性態度 

公民期待的健

保品質 

健保滿意度

主觀健保品質 

原 Cumberford 等人架構中的變項

本研究架構新增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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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滿足本研究的目的，且本研究亦認為這樣的討論太過狹隘，因而將探討範圍

擴及「公民公平觀感」，又因此一變項為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重點，因此又更詳細

加以細分為「健保政策的決策公平性評估」、「對健保政策分配的公平性態度」、

「對健保政策以外的其他公平性態度」，除了涵括民眾對健保政策投入面、及產

出面的公平性態度外，也包含健保政策以外的公平性態度探討，期望能完整的

對公民的公平觀感進行討論。其中，在「對健保政策分配的公平性態度」上，

又再區分為「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兩個面向探討之。 

另外，由於過去醫療滿意度的文獻顯示，人口社會經濟背景是影響滿意度

的重要因素之一(Dolinsky & Caputo, 1990; Haviland et al., 2005)，因此本研究亦

將其納入模型中一併探討。 

換言之，本研究架構除了納入基本人口社經背景進行探討外，還同時包含

效率效能面以及公平面的指標，前者指「客觀健保品質」、「主觀健保品質」、「公

民期待的健保品質」、「公民對健保服務的價值認知」、及「公民付出之健保價格

負擔」五個變項，後者則指「公民公平觀感」所包含的三大變項而言。希望透

過此一架構的建立，能夠更清楚瞭解民眾對健保政策的真實需求。 

第二節 研究方法：次級資料分析 

為了能夠對上一節所建立的研究架構進行更進一步的分析，本研究選擇以

次級資料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進行資料的蒐集。 

所謂次級資料分析(Secondary data Analysis)，係指運用既存的政府統計資料

或大型學術資料庫或者其他研究者所蒐集的資料來對研究主題進行實證探究的

社會研究方法。使用次級資料的主要優點在於：一、它比第一手調查來的方便、

快速，研究者不需花費大量金錢與時間就能針對大型樣本所提供的資料進行分

析；二、資料庫的蒐集通常是奠基於隨機抽樣原則，因此具有將研究成果推論

至整體社會的功能。但在使用上當然也有其限制，最主要就是效度的問題，研

究者通常為了特定目的而進行資料的蒐集，因此當後來的研究者使用次級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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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往往無法確保該資料是否能吻合其研究旨趣（李美華等譯，1998：431）。

但如能克服此項限制，此項研究方法不僅節省人力、物力，更能為相似研究累

積豐富成果。基於此一原因，並為了顧及樣本數量的充足，因此本研究選取此

一方法進行資料蒐集，並在資料使用時，將盡力追求原始資料題目原意與本研

究變項的吻合，避免在解讀上產生誤讀的情況。 

第三節 資料來源 

在資料來源上，本研究使用的次級資料為國家衛生研究院「衛生醫療體系

優先順序之制定的研究」25於 2007 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24 日進行的電話訪問

調查資料。該研究調查對象為居住於台灣地區（不含金門縣與連江縣）、年滿二

十歲以上的成年人，問卷內容除了詢問基本的人口統計變項之外，主要在探詢

民眾對台灣全民健康保險的看法26。 

該調查是以電話訪問之方式進行獨立樣本訪問，並全程以「電腦輔助電話

訪問」系統（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CATI）來進行。電話號碼

的抽樣，是從中華電信最新的住宅電話號碼建立的電腦資料庫，選取台灣地區

之電話號碼為調查之母體清冊開始進行，抽樣過程採取「系統抽樣法」

（systematic sampling）來進行抽樣，而為了解決樣本涵蓋率不足的問題，再將

所抽出的電話號碼，用後兩碼隨機產生的方式建構完整的電話號碼。 

調查結果共完成 2741 份有效樣本27。由於成功樣本與母體在性別、年齡、

教育程度及居住地方面有不一致的現象，為了避免推論的謬誤，對樣本以「多

變數反覆加權（raking）」方式進行統計加權。 

                                                 
25 本研究計畫進行期程自 2006 年至 2009 年，計畫編號自 2006 至 2009 分別為「HD-095-PP-11」、

「HD-096-PP-11」、「HD-097-PP-11」、「PH-098-PP-19」。 
26 問卷內容總共包含十一個部分，內容分別是健保的表現評價與滿意度、健保財務來源、健保

資源配置決策成員、健保資源配置決策程序原則、健保服務內容、受訪者健康狀況、受訪者正

義概念、受訪者社會信任社會連帶概念、受訪者政治效能感與政治傾向、受訪者醫病信任、及

受訪者社會人口特性。 
27 有效樣本是指電話接通後，有符合該研究調查對象資格，且回答至最後一題，未中斷受訪者

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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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遺漏值的處理上，資料中除了「個人月收入」一變數遺漏值高達 15.8%

必須特別進行處理，其餘變數遺漏值皆佔樣本比例 5%以下，影響不大，因此

直接予以刪除。而在「個人月收入」的遺漏值處理上，一般認為最佳的作法是

利用變數的值為引數，求出迴歸方程式後，以預測值取代遺漏值（林震岩，2007： 

63），因此本研究以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及居住地等變數求出迴歸方程式，

以該預測值置換「個人月收入」之遺漏值。樣本在扣除其他遺漏值之後，最後

共有 2478 份樣本。 

第四節 變項定義與操作化 

在研究架構確立後，為了順利進行分析，將對所選取的變項進行初步的處

理。由於受限於次級資料中並未有「客觀健保品質」及「公民期待的健保品質」

此兩變項的相關問項，因此在本研究中不予以探討，在後續研究中將不對此二

變項繼續進行說明。 

扣除上述兩個變項，本研究所選取之研究變項，除了人口社經背景之外，

皆為態度強度之問題（例如：非常同意、同意、不同意、非常不同意），但由於

每一題問項中，除了態度強度之答項，亦包含「無意見」之態度，因此必須當

作類別變數處理28，而予以虛擬編碼。 

在進行虛擬編碼前，檢視初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顯示，部分問項的次

數比例偏低，為方便後續解釋，將比例偏低的問項與其同方向之問項重新編碼

合併為同一問項，例如：原本「1」代表”非常贊成”，「2」代表”贊成”，「3」為”

不贊成”，「4」為”非常不贊成”，將其重新編碼為「1」代表”非常贊成或贊成”，

「2」代表”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為避免使用同一份資料分析者在解讀上造成

                                                 
28 在依變項健保滿意度中，原始題目答項除了「非常不滿意」、「不滿意」、「普通」、「滿意」、「非

常滿意」的態度強度外，亦包含「無意見」的選項，但由於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民眾公平態度與

健保滿意度之間的關連，因此若對健保滿意度感到無意見，將使研究在解釋上失去意義，因此

在依變項中，將表示「無意見」者視作遺漏值處理。而在其他變項中，由於「無意見」亦是一

種態度的表達，仍可看出其與健保滿意度之間的關連性，並進行探討，因此不將其視為遺漏值，

而保留作後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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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附錄二列出本研究所擷取的原始問卷題目供讀者參考，附錄三則呈現未

重新編碼前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提供讀者對原始數據的基本瞭解。 

在重新編碼合併問項後，便對類別變數進行虛擬編碼，而以下則對各研究

變項的定義及處理進行詳細說明，表 3－2 則簡要整理各變項之操作化定義。 

壹、依變項：健保滿意度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公民對健保政策所進行的滿意度評價，依其評價由負面

至正面分為「非常不滿意」、「不滿意」、「普通」、「滿意」、「非常滿意」共五個

尺度，公民的評價越正面，所給予的分數越高，因此「非常不滿意」給予 1 分，

「不滿意」2 分，以此類推，至「非常滿意」為 5 分。但須注意的是，此一分

數只代表公民偏好的強度，而不代表態度之間有相等的距離，因此僅能以順序

尺度視之。 

貳、自變項 

在自變項方面，共包含三大面向指標，分別為基本人口社經變項、效率效

能面指標、以及公平面指標，以下分別說明之。 

一、 人口社經背景 

人口社經背景主要在瞭解受訪者的基本人口特質，以探求其與健保滿意度

之間，是否有特殊的關連性。本研究除了列入過去文獻中證明有影響的變數，

還加入文獻中雖未證明有顯著影響，但經常見到的基本人口變項，目的在探討

於台灣的醫療衛生環境中，此些人口社經背景變數是否將產生不同的影響。 

（一） 健康狀態 

依照個人主觀評斷其健康情形，區分為四個族群，「很好」、「好」、「普通」、

「不太好或很不好」，以「很好」為參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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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年齡 

依年齡高低分成三個族群，「青壯年（20~39 歲）」、「中壯年（40~59 歲）」、

「老年（60 歲以上）」，以「青壯年」做為參考組。 

（三） 教育程度 

依教育程度高低區分為三個族群，「高中職以下」、「高中職」、「大專院校以

上」，以「高中職以下」做為參考組。 

（四） 婚姻狀態 

依婚姻狀態區分為三個族群，「已婚」、「未婚」、「離婚或分居或喪偶」，而

以「已婚」為參考組。 

（五） 職業 

依職業類型區分為五個族群，「政府員工29或中小學教師」、「專業人士或民

營企業主」、「民營企業員工」、「藍領勞工」、「未受雇30或退休或失業人員」，

以「政府員工或中小學教師」為參考組。 

（六） 個人月收入 

依個人每月收入高低區分為三個族群，「低收入（20000 元以下）」、「中收

入（20000~59999 元）」、「高收入（60000 元以上）」，以「低收入」為參考

組。 

（七） 居住地 

依居住城市區分為「北部」、「中部」、「南部或東部」，北部包含基隆、台北、

宜蘭、桃園、新竹，中部包含苗栗、台中、彰化、南投、雲林，南部或東

部則包含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台東、花蓮、及澎湖，而我們以「北

部」做為參考組。 

（八） 性別 

依照性別區分為「男性」、「女性」，以「男性」為參考組。 

                                                 
29政府員工包含軍警人員及公務員。 
30 此處未受雇人員，包含家管、學生、及服兵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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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項操作化定義 

變數名稱 操作化定義 

依變項  

健保滿意度  

非常不滿意 對健保政策整體感到非常不滿意為 1 

不滿意 對健保政策整體感到不滿意為 2 

普通 對健保政策整體感到普通為 3 

滿意 對健保政策整體感到滿意為 4 

非常滿意 對健保政策整體感到非常滿意為 5 

  

自變項  

人口社會經濟背景  

健康狀態  

很好（參考組） 健康狀態很好者為 1；其餘為 0 

好 健康狀態好者為 1；其餘為 0 

普通 健康狀態普通者為 1；其餘為 0 

不太好或很不好 健康狀態不太好或很不好者為 1；其餘為 0 

  

年齡  

青壯年（20~39 歲）（參考組） 年齡屬 20~39 歲青壯年者為 1；其餘為 0 

中壯年（40~59 歲） 年齡屬 40~59 歲中壯年者為 1；其餘為 0 

老年（60 歲以上） 年齡屬 60 歲以上老年者為 1；其餘為 0 

  

教育程度  

高中職以下（參考組） 教育程度在高中職以下為 1；其餘為 0 

高中職 教育程度為高中職為 1；其餘為 0 

大專院校以上 教育程度在大專院校以上為 1；其餘為 0 

  

婚姻狀態  

已婚（參考組） 婚姻狀態為已婚者為 1；其餘為 0 

未婚 婚姻狀態為未婚者為 1；其餘為 0 

離婚或分居或喪偶 婚姻狀態為離婚或分居或喪偶者為 1；其餘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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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項操作化定義（續） 

變數名稱 操作化定義 

職業  

政府員工或中小學教師（參

考組） 
職業為政府員工或中小學教師為 1；其餘為 0 

專業人士或民營企業主 職業為專業人士或民營企業主為 1；其餘為 0 

民營企業員工 職業為民營企業員工為 1；其餘為 0 

藍領勞工 職業為藍領勞工為 1；其餘為 0 

未受雇或退休或失業人員 職業為未受雇或退休或失業人員為 1；其餘為 0 

  

個人月收入  

低收入（20000 元以下）（參

考組） 

個人月收入在 20000 元以下的低收入者為 1；其

餘為 0 

中收入（20000~59999 元） 
個人月收入在 20000~59999 元之間的中收入者為

1；其餘為 0 

高收入（60000 元以上） 
個人月收入在 60000 元以上的高收入者為 1；其

餘為 0 

  

居住地  

北部（參考組） 居住在北部為 1；其餘為 0 

中部 居住在中部為 1；其餘為 0 

南部或東部 居住在南部或東部為 1；其餘為 0 

  

性別 男性為 0；女性為 1（男性為參考組） 

  

效率效能面指標  

主觀健保品質  

非常相信或相信（參考組） 
對醫生開藥是為其健康著想非常相信或相信為

1；其餘為 0 

不相信或非常不相信 
對醫生開藥是為其健康著想不相信或非常不相信

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醫生開藥是為其健康著想無意見為 1；其餘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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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項操作化定義（續） 

變數名稱 操作化定義 

公民對健保服務的價值認知 

非常值得或值得（參考組） 
比較健保服務品質與其付出的健保費感到非常值

得或值得為 1；其餘為 0 

普通 
比較健保服務品質與其付出的健保費感到普通為

1；其餘為 0 

不值得或非常不值得 
比較健保服務品質與其付出的健保費感到不值得

或非常不值得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比較健保服務品質與其付出的健保費感到無意見

為 1；其餘為 0 

  

公民付出之健保價格負擔 

非常合理或合理（參考組） 
繳交的健保費佔個人總收入比例非常合理或合理

為 1；其餘為 0 

不合理或非常不合理 
繳交的健保費佔個人總收入比例不合理或非常不

合理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繳交的健保費佔個人總收入比例無意見為 1；其

餘為 0 

  

公平面指標  

健保政策的決策公平性評估 

非常相信或相信（參考組） 
對「健保給付項目」的制定過程是公平的非常相

信或相信者為 1；其餘為 0 

不相信或非常不相信 
對「健保給付項目」的制定過程是公平的不相信

或非常不相信者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健保給付項目」的制定過程是公平的無意見

者為 1；其餘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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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項操作化定義（續） 

變數名稱 操作化定義 

對健保政策分配的公平性態度 

程序正義  

公開性原則  

非常贊成或贊成（參考組） 
非常贊成或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

守公開性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不贊成 
不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公開性

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非常不贊成 
非常不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公

開性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公開性標準

無意見者為 1；其餘為 0 

  

發聲管道原則  

非常贊成或贊成（參考組） 
非常贊成或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

守發聲管道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不贊成 
不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發聲管

道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非常不贊成 
非常不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發

聲管道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發聲管道標

準無意見者為 1；其餘為 0 

  

相關性原則  

非常贊成或贊成（參考組） 
非常贊成或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

守相關性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不贊成 
不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相關性

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非常不贊成 
非常不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相

關性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相關性標準

無意見者為 1；其餘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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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項操作化定義（續） 

變數名稱 操作化定義 

申訴機制原則  

非常贊成（參考組） 
非常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需要遵守申訴機

制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贊成 
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需要遵守申訴機制標

準者為 1；其餘為 0 

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 
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決定「健保給付項目」需要

遵守申訴機制標準者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決定「健保給付項目」需要遵守申訴機制標準

無意見者為 1；其餘為 0 

  

實質正義  

比例公平原則  

非常公平或公平（參考組） 
認為富人可以用較好的醫療照護非常公平或公平

為 1；其餘為 0 

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 
認為富人可以用較好的醫療照護不公平或非常不

公平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富人可以用較好的醫療照護無意見為 1；其餘

為 0 

  

需求原則  

非常贊成（參考組） 
非常贊成健康的人應分擔生病的人的醫療費用為

1；其餘為 0 

贊成 
贊成健康的人應分擔生病的人的醫療費用為 1；

其餘為 0 

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 
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健康的人應分擔生病的人的

醫療費用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健康的人應分擔生病的人的醫療費用無意見為

1；其餘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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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變項操作化定義（續） 

變數名稱 操作化定義 

平等原則  

非常贊成（參考組） 
非常贊成富人應分擔窮人的醫療費用為 1；其餘

為 0 

贊成 贊成富人應分擔窮人的醫療費用為 1；其餘為 0 

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 
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富人應分擔窮人的醫療費用

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富人應分擔窮人的醫療費用無意見為 1；其餘

為 0 

  

對健保政策以外的其他公平性態度 

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  

非常公平或公平（參考組） 
認為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非常公平或公平為 1；

其餘為 0 

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 
認為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無意見為 1；其餘為 0 

  

富人小孩享有較好教育  

非常公平或公平（參考組） 
認為富人小孩享有較好教育非常公平或公平為

1；其餘為 0 

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 
認為富人小孩享有較好教育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

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富人小孩享有較好教育無意見為 1；其餘為 0 

  

富人可買較好房子  

非常公平或公平（參考組） 
認為富人可買較好房子非常公平或公平為 1；其

餘為 0 

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 
認為富人可買較好房子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為

1；其餘為 0 

無意見 對富人可買較好房子無意見為 1；其餘為 0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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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率效能面指標 

（一） 主觀健保品質 

此變項係指公民對於政府所提供的健保服務品質的主觀感受，而以醫生為

病人開藥是為病人健康著想為例，請公民表示其看法。測量方式則依公民對醫

生開藥是為其健康著想的相信程度分為「不相信或非常不相信」、「非常相信或

相信」，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相信或相信」為參考組。 

（二） 公民對健保服務的價值認知 

此變項意指相對應於價格而言的健保品質，也就是公民對政府提供的健保

服務品質與其付出的健保費之間，是否有成比例的感受。倘若公民認為有成比

例的感受，則為值得，反之，則為不值得。依其認知分為「不值得或非常不值

得」、「普通」、「非常值得或值得」，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

值得或值得」為參考組。 

（三） 公民付出之健保價格負擔 

指公民對於健保服務必須付出的金錢價值合理性感受，以其所繳交的健保

費佔個人總收入比例作判斷。依其合理性感受分為「不合理或非常不合理」、「非

常合理或合理」，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合理或合理」為參

考組。 

三、 公平面指標 

即「公民公平觀感」之變項，此一構面包含了「健保政策的決策公平性評

估」、「對健保政策分配的公平性態度」、及「對健保政策以外的其他公平性態

度」，而「對健保政策分配的公平性態度」又分為「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兩個面向探討，以下分別進行說明。 

（一） 健保政策的決策公平性評估 

此一變項主要是指公民對於健保政策投入面，即政策制定或決策進行是否

公平的評量，以「健保給付項目」的制定過程為例進行判斷。之所以以「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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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項目」作為例子，是因為健保政策屬於較專業的醫療衛生領域，一般民眾

往往無法輕易瞭解其決策內容之意涵，而「健保給付項目」乃是指民眾就醫時，

健保所負擔的藥品、藥材或醫療技術，為一般民眾較常接觸的部分，以此為例

除了較容易讓民眾瞭解，避免因不明白問題意涵，而遭到拒答之外，也因為有

親身經驗，民眾回答時較容易表達出其真實態度，使測量的結果較為準確。在

電訪調查時，為了使民眾容易明白，並非以「健保給付項目」一詞進行詢問，

而是以「健保要幫民眾付哪些醫療費用」來表達，但為了研究上說明的簡潔，

在後續分析中，我們將統一以「健保給付項目」來表示。 

在此一變項上，依公民對「健保給付項目」的制定過程是公平的看法分為

「不相信或非常不相信」、「非常相信或相信」，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

以「非常相信或相信」為參考組。 

（二） 對健保政策分配的公平性態度 

此一變項是對健保政策進行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評估，又分為程序正義與實

質正義來探討。 

1. 程序正義 

這裡所指的程序正義，是指公民對於健保政策進行資源配置的過程中，是

否需要遵守某些程序原則的看法。在過去文獻中，Daniels & Sabin(1998)、及

Tsuchiya 等人(2005)皆曾提出在醫療衛生領域的程序原則，兩者有相當高的重

疊性，但前者僅在理論上論述，未曾經過實證的探討。而本研究發現，在 Kurland 

& Egan(1999)所進行的公私部門員工滿意度調查中，其程序正義的變項，內涵

與 Daniels & Sabin(1998)說理的課責架構高度符合。 

Kurland & Egan(1999)公私部門員工滿意度調查中的程序正義變項，共詢問

六項問題，其原始問題為：整體而言，當公司進行某項與一般員工、或與你特

別相關的決策時：(1)要求說明或提供額外的資訊是被允許的(requests for 

clarification and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re allowed)；(2)受到決策影響的所有人都

能表達意見(all the sides affected by the decisions are represented)；(3)該決策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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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適用於所有受影響的團體(the decisions are applied with consistency to the 

parties affected)；(4)決策所依據的資訊正確的被收集(accurate information upon 

which the decisions are based is collected)；(5)決策所依據的資訊完整的被收集

(complete information upon which the decisions are based is collected)；(6)有機會

對決策提出申訴或進行挑戰(opportunities are provided to appeal or challenge the 

decisions)。在上述六項問題中，第(1)題與 Daniels & Sabin(1998)所提出的「公

開性」意涵相同，第(3)(4)(5)題則等同於 Daniels & Sabin(1998)的「相關性」，

第(2)題與 Tsuchiya 等人(2005)提出的「發聲管道」相同，探討的是事前的參與，

第(6)題則為 Daniels & Sabin(1998)的「申訴管道」，表示事後的參與。 

由此看來，此四項程序原則除了理論上在醫療衛生領域可以適用之外，應

用至其他政策領域也同樣能進行評估，顯見此一架構的價值。為了瞭解在民眾

心中，此四項程序原則是否為其在評估健保滿意度時的重要考量，因此我們將

採取上述四項標準，即公開性、相關性、發聲管道、及申訴機制，並以「健保

給付項目」制定程序為例，讓公民進行評估，以瞭解公民對於健保政策的資源

分配過程中，遵守哪些程序原則才能實現程序正義。 

首先，在公開性的標準上，公民認為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公

開性的標準，其贊成程度為「非常不贊成」、「不贊成」、「非常贊成或贊成」，對

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贊成或贊成」為參考組。 

在發聲管道標準上，公民認為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發聲管道

的標準，其贊成程度為「非常不贊成」、「不贊成」、「非常贊成或贊成」，對此沒

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贊成或贊成」為參考組。 

在相關性標準上，公民認為決定「健保給付項目」不需要遵守相關性的標

準，其贊成程度為「非常不贊成」、「不贊成」、「非常贊成或贊成」，對此沒有看

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贊成或贊成」為參考組。 

在申訴機制標準上，公民認為決定「健保給付項目」需要遵守申訴機制的

標準，其贊成程度為「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贊成」、「非常贊成」，對此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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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贊成」為參考組。 

2. 實質正義 

這裡所指的實質正義，是指公民對於健保政策的內容、或資源配置結果是

否符合公平的主觀感受，以實質正義測量方法中的比例公平原則、需求原則、

及平等原則進行測量。所謂比例公平原則，係指資源分配結果應與個人貢獻程

度成比例，因此我們以「富人可以用較好的醫療照護」做為例子，請公民提出

看法；需求原則係指資源應分配給真正有需求的人，所以以「健康的人應分擔

生病的人的醫療費用」為例；而平等原則則是指分配結果應達到每個人在數量

上的相等程度，故以「富人應分擔窮人的醫療費用」為例。上述三個例子在二

代健保審慎思辯民調問卷中亦可見到相類似的題目，表示此一問法應屬恰當。

藉由此三項測量標準所衍生的實例，希望能探求公民心中對於健保政策如何分

配資源才能達到實質正義的想法。 

在比例公平原則上，公民認為富人可以用較好的醫療照護的公平程度為

「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非常公平或公平」，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

以「非常公平或公平」為參考組。 

在需求原則中，公民認為健康的人應分擔生病的人的醫療費用的贊成程度

為「不贊成或非常不贊成」、「贊成」、「非常贊成」，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

見」，以「非常贊成」為參考組。 

而針對平等原則，公民對富人應分擔窮人的醫療費用的贊成程度為「不贊

成或非常不贊成」、「贊成」、「非常贊成」，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

「非常贊成」為參考組。 

（三） 對健保政策以外的其他公平性態度 

此變項是指公民的一般公平性態度，將其列入研究變項中探討，主要在瞭

解公民的一般公平性態度，是否將普遍性的對所有政策滿意度產生影響，或者

影響政策滿意度的只有與該政策相關的公平性態度；換言之，此一變項主要在

與「對健保政策的公平性態度」進行對照比較，以確認本研究結果是否能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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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其他政策領域。而本研究以「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富人小孩享有較好教

育」、「富人可買較好房子」三種情況為例，測量公民之一般公平性態度。 

公民認為社會地位有高低之分的公平程度為「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非

常公平或公平」，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公平或公平」為參

考組。 

公民認為富人小孩享有較好教育的公平程度為「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

「非常公平或公平」，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公平或公平」

為參考組。 

公民認為富人可買較好房子的公平程度為「不公平或非常不公平」、「非常

公平或公平」，對此沒有看法者則為「無意見」，以「非常公平或公平」為參考

組。 

第五節 研究假設 

由於本研究架構是在 Cumberford 等人(1999)所建立的民眾滿意度模型基礎

上進行修正，因此將對本研究新增的變項進行探討，以瞭解此些變項的加入是

否能因此增加模型解釋力，而使模型更加完整。 

研究問題一希望瞭解公民的基本人口社經背景是否對健保滿意度造成影

響，而由過去探討醫療滿意度的研究中發現，在這些基本人口特性中，收入、

居住地、健康狀況(Haviland et al., 2005)、年齡、及婚姻狀態(Dolinsky & Caputo, 

1990)會顯著的影響醫療滿意度，至於本研究同樣列入探討的教育程度、職業、

及性別，則未有文獻證實對醫療滿意度的影響，但由於過去探討醫療滿意度的

文獻多為外國文獻，其醫療政策推行的環境與執行情況與台灣的健保政策並不

完全相同，因此，仍保留此三個變數探討，以瞭解在台灣的健保政策系絡中，

公民評估健保滿意度是否與其他國家的人民有共同的特性，因而提出下列假設： 

假設 1-1：公民的「健康狀況」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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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2：公民的「年齡」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1-3：公民的「教育程度」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1-4：公民的「婚姻狀態」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1-5：公民的「職業」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1-6：公民的「個人月收入」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1-7：公民的「居住地」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1-8：公民的「性別」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研究問題二所欲瞭解的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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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多數滿意度研究都將焦點置於此一面

向的探討，也發現民眾對效率效能的主觀感受確實會對滿意度造成影響(Musa 

et al., 2005; Ryzin & Gregg, 2004)，而本研究以三項指標來評估健保政策運作的

效率效能，因此我們提出下列假設： 

假設 2-1：「主觀健保品質」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2-2：「公民對健保服務的價值認知」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2-3：「公民付出之健保價格負擔」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針對研究問題三所欲探討「公民對健保政策的公平觀感對健保滿意度是否

有解釋力」，Vigoda-Gadot(2006)中曾指出民眾對公共組織的公平觀感將影響其

對滿意度的評價，而 Vigoda & Yuval(2004)則發現程序正義的某些原則將對滿意

度造成影響，根據本研究將健保政策的公平觀感區分為「對決策公平性的評估」

與「對分配的公平性態度」來探討，因此做出以下三個假設： 

假設 3-1：「健保政策的決策公平性評估」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假設 3-2：對健保政策分配的公平性態度中，「程序正義」對「健保滿意度」

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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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3：對健保政策分配的公平性態度中，「實質正義」對「健保滿意度」

有顯著影響 

研究問題四同樣是探討公民公平性態度對健保滿意度的解釋力貢獻，但差

別在於其所探討的是健保政策之外的公平觀感，在我們所檢索的文獻中，通常

僅探討一般公平性態度，而未如本研究加以區別對健保政策及健保政策以外的

公平性態度，因此本研究仍舊以 Vigoda-Gadot(2006)的發現，提出下列假設： 

假設 4：「對健保政策以外的其他公平性態度」對「健保滿意度」有顯著影

響 

而上述假設究竟能否成立，將透過第肆章實證分析結果進行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