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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代競爭激烈的市場中，隨著新的醫療制度改革的不斷深入化，醫美中心正

在面臨著更為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的考驗，醫療市場的競爭進一步加劇，醫院要

永續發展，就必須對其自身的優勢與劣勢、面臨的機會與威脅要有整體性清醒的

認知，必須運用策略管理的理論來經營管理醫院。A 個案醫美中心自身發展處在

關鍵性轉折點，要想尋求更好的發展，就必須制訂出適合醫院實際情況的發展策

略。 

本研究分為五章，第一章是緒論，提出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動

機及研究流程、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第二章是文獻探討，對策略管理、醫院策

略管理理論及研究所採用的方法、發展進行了回顧;第三章及第四章是個案研

究，對眼科醫院外部環境加以分析，找出存在的機會和威脅。對眼科醫院內部環

境進行分析，確定自身的優勢和劣勢;在 SWOT 分析的基礎上制定發展策略和實

際的策略執行方案。第五章是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根據 A 個案醫美中心的實際情況，運用 SWOT 矩陣對醫院所面臨的政

治、法律、經濟、社會、文化、人口、環境、技術、產業等方面的機會和威脅，

做整體環境之 PEST 分析，醫院醫療環境、人力資源、醫療水準、經濟規模、市

場佔有率、科際整合建構、組織管理、資訊系統等方面的優勢和劣勢進行了較為

透徹的分析，最終制定出有利於眼科與醫美中心發展的切實可行的策略方案，以

其協助 A 個案醫美中心確立長期的競爭優勢，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基礎建設。

對策略執行的實際方法，重點闡述了組織機構、人力資源管理、4P 行銷策略、

五力分析、成本控制、醫院文化、科際整合建構、資訊回饋等方面的實際執行策

略。 

本研究證實 A 個案醫美中心在產業競爭中處於有利競爭的地位，但市場佔有

率有較大的提昇空間，只要發揮優勢，避免劣勢，掌握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市場

不斷成長的契機，採取競爭優勢之差異化策略、成本領先策略等策略，即可以實

現搶占市場更大佔有率，實現建構台灣北區眼病與醫學美容診治中心的核心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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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ation of the medical system and the open of the 

medical service market, The hospital facing the challenge from more complicated and 

changefully economy, society, politics, technology, law and ethic environment, 

Hospitals must introduce the strategic thinking into daily management and recognize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mselv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they must 

face. 

Strategy is connected with company’s wholly developing targets and long-term 

profits.  

Every successful company has a good strategy, while defeat companies often have 

wrong strategies. 

So A Case Study Medical Cosmetology Center also must draw up a set of useful 

strategies to have a good future. 

There are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in this paper. chapter one, the introduction, 

thoroughly analyze the hospitals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the case hospital face, put forward the purpose and meaning of this research 

and the emphases and structure of this text; chapter two is document study, in  the 

chapter three, outer environment and the inner conditions of the hospital is analyzed 

to find out the chances and threats and to make certain the advantages and weakness 

of itself; in  the chapter four, the developing strategy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SWOT 

analysis; the concrete implement scheme is discussed, in the chapter, the research 

make a conclusion and suggestion . 

This paper i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realistic sense for the A hospital facing marketing 

competitive.  

And this study can be a guiding for the hospital management.  

The strategy analysis method and concept and thinking way of strategy 

management in this paper is instructional and helpful to other hospitals. 

 

 

key words: Developing Strategic、 SWOT analysis 、Medical Cosmetology、4P 

marketing、Five Forc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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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由於我國醫藥體制(醫療、醫藥、國民健保)改革的進行，公立醫院的營運環境

發生了徹底的改變:一方面由於公立醫院的公益性質和政府的大力支持，公立醫

院在資源配置的權力、通路和行銷競爭策略(例如價格)方面均受到很大限制，無

法真正採取自由經濟行為來參與競爭，政府對醫療機構的投入不斷下降，使得消

耗補償必須主要依靠市場;另一方面，市場的競爭日趨激烈，從市場獲得補償難

度也越來越大。 

如何定位、如何確立發展策略、怎樣佔據有利位置，求得生存和發展，是醫院

所面臨的機會和挑戰。面對新的情勢，醫院的工作應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深

入研究醫療服務的經營特色，由於情勢所逼，要求公立醫院必須發揮自身的管理

潛力，加強策略管理，隨時調整經營策略，以提高醫院的競爭實力，適應日益嚴

峻的生存環境，以期達到病人和醫院的互利雙贏。 

社會各個領域都發生了鉅大的變化。國民健保需求的不斷成長，社會對醫院期

望的提昇，推動著醫院服務功能與任務逐步擴大，並帶來醫院管理內容、方法及

方式等方面的一系列變化。 

目前，在台灣各家醫院正藉著改革時機，紛紛出奇招搶占市場。面對如此的外

部環境，醫學美容中心如適時不前進，就等於後退。醫院員工對目前的市場競爭

形勢認識不足，缺乏有效的客戶服務滿意度思維與經營理念，認為醫院經過十年

快速發展擺脫了原來異常窘迫的局面，有“小富即安＂的因循苟且想法，因此，

醫院迫切需要轉變觀念，更換腦袋，建立起與市場競爭相接軌的內部機制。 

醫療改革帶來的不僅是醫療環境的變化，其本質是醫院利益和市場的再分配。

這就要求眼科與內科醫院需要重新思考未來的方向，針對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

院的發展策略研究醫療市場的變化趨勢整合自身的特色，制定新時期的發展策

略。在市場競爭中，醫學美容中心也要借鏡於企業管理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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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聚焦式的經營方式 

在目前市場競爭中，面對不斷變化的競爭性挑戰。醫學美容中心需要建立與現

代企業制度相接軌的經營管理理念，有效地運用系統化的策略管理理論，在風雲

變幻的市場環境中求得生存與發展。 

醫療保險體制改革、醫療機構分類管理改革、藥品流通制度改革等使得醫院的

使命、宗旨和目標發生了鉅大的變化，也使得醫學美容中心面臨著社會、政治、

科技、法律、倫理、經濟、競爭等方面的複雜環境及更加模糊、更加不可預測的

變化。 

在此種情況下，醫學美容中心一方面要提高醫療服務品質和涵蓋面，另一方面

要控制醫療服務費用，不得不在醫療水準、服務品質、設備設施、價格、病患、

市場、人才等方面展開激烈的競爭，其管理難度隨之加大。 

面對激烈的市場競爭，醫院要想立於不敗之地，並得到不斷發展和壯大，就必

須有效掌握未來的發展方向，清醒認識到此事攸關醫學美容中心生存和發展的機

會和挑戰，制定正確的策略和方針，並且做有效的執行和評估。此即為醫院策略

管理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Hospital, SMH)。 

然而，許多相關研究證實，目前的醫療機構、醫療服務產業長期以來都缺乏策

略管理，或對策略管理之重視程度、應用程度不夠，A 個案醫學美容醫院也不例

外。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為台灣北區醫學美容中心中較小的專業醫學美容中心，想

走一條系統化管理、創新經營的品牌路線，醫院成立以來，其經營管理方式在摸

索中前進，經歷了近十年快速發展之後，醫院的內外環境均發生了變化，原有的

經營發展策略需要重新加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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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目的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雖然有經營發展的目標，也有關於財務管理、人力資源管

理、資訊管理方面的某些措施，但卻沒有形成整體的策略管理規劃，醫院還沒能

形成系統的、完整的現代經營管理系統。 

目前，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在目前激烈的競爭環境下，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要

想求得長期生存及發展，必須制定一個醫院的中長程經營發展策略。 

本研究對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策略分析與制定的研究，目的就在於透過客觀、

系統性的分析之後，為該醫學美容中心制定有效的策略管理措施及執行策略提供

一些有效策略。 

因為醫院策略管理的實質是把醫院看作變化環境中的一個開放系統來加以管

理，透過對環境變化的調查與對自身競爭優勢、劣勢的客觀分析之後，找到外部

環境的變化所蘊藏的潛在機會，制定出相當時期的發展目標，並合理部署相關要

素，以確保策略目標的實現，從而實現醫院的長遠發展。 

即使在目前的競爭中，在地專業領域暫時領先的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中心，要

想長久地立於不敗之地，就要執行醫院策略管理。透過醫院策略管理對提昇醫學

美容中心適應環境發展變化的能力、加強醫學美容中心的核心競爭力、促進醫學

美容中心的永續發展具有重要的里程碑意義。 

並以此拋磚引玉，為醫療衛生事業改革中，尤其是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中心的

策略制定與分析提供相當程度借鏡之功能，使專科醫療服務機構透過制定適當的

策略，來獲取持續的競爭優勢，在日益開放的醫療市場和日趨激烈的競爭中立於

不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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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論文程序 

本研究之第壹章為緒論，內容涵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論文程

序。 

第貳章為文獻探討，內容涵蓋策略管理(五力分析價值鏈分析三種策略 SWOT

分析)、行銷策略(STP 與 4P 行銷組合)、醫學美容、受術者行為分析、美容整形

醫院的服務行銷、 醫學美容品質控制、 醫學美容品牌傳播、醫療法對醫療行銷

的限制與旅遊美容。 

第參章為研究方法，內容涵蓋研究架構、研究流程與研究方法與對象。 

第四章為個案研究與分析，內容涵蓋個案公司簡介(組織結構與產品線)、產業

環境分析(競爭對手分析與五力分析)、 內部環境分析(組織資源分析、價值鏈分

析、資訊化分析與人力資源分析)、個案公司 SWOT 分析、個案公司發展策略制

定與個案公司策略執行措施。 

第五章為結論與建議，內容涵蓋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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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策略管理 

一、相關理論介紹 

策略管理是制定、執行和評估能夠保證組織實現目標且超越不同功能的決策方案

的藝術與科學，它是一項綜合性管理，它運用整合企業內部管理、行銷、財務與

會計、生產與運作、研究與開發，以及電腦資訊管理系統來謀求組織取得成功。 

在我國加入國際貿易組織(WTO)之後，我國醫療市場化行程的加快，發展策略管

理的執行流程毋須加強，醫療企業應在組織架構、人力資源、機制與激勵、市場

行銷、企業文化等多種構面來執行發展策略導向的管理創新，建立和改善公司的

發展策略管理系統，改善營運管理、提升營運效率，放眼長遠發展。 

“策略＂一名詞產生於歷史上的戰爭和軍事活動。策略的本來涵義應該是指導策

略的謀略，指揮軍隊的藝術和科學。但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逐漸將策略思考方

式應用於社會、政治和經濟活動的許多方面。特別是在二次大戰以後，社會之經

濟活動日益擴大、複雜，許多國家的政府都對帶有整體性、長遠性的經濟發展方

向和道路加以認真研究，制訂指導經濟某些關鍵產業發展的方針、規劃和策略。

將策略理論引入企業經營活動之中，則是近三、四十年的事情。 

在二次大戰以後，世界政治、軍事格局相對穩定，加上戰後重建和恢復性生產的

需求，使之成為一個需要與市場都高度成長的時期。世界經濟的蓬勃發展使得大

多數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大幅提高。企業都在全力追求生產的規模化經濟

及大量生產，以滿足如無底深淵般的市場需求。 

這就是這一時期的企業管理中經營策略的概念。 

到了 1960 年代中期，世界的科技水準快速發展，生產力水準大幅提高，使得市

場在結構上發生了本質的變化。產量的不斷增加使得供需矛盾發生逆轉，許多企

業發生生產過剩，企業之間爭奪市場的競爭日益激烈，經濟環境日趨複雜，企業

經營的風險和壓力越來越大。 

日新月異的技術革新，日益加劇的全球競爭，以及其他方面的環境衝擊，迫使企

業管理者們以系統性的方法，分析環境，評估組織的優勢和劣勢，以及識別有可

能建立競爭優勢的機會。 

到了 1970-1980 年代，公司策略理論趨於成熟，研究領域不斷拓展，策略理論得

到廣泛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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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在進入 1990 年代之後，策略理論已經成為歐美企業界競相尊奉的制勝法

寶，全美 500 家最大的領導廠商無一例外，個個都在制定自己的公司策略。目前

世界已被稱為是策略制勝的年代。 

對策略管理，人們認知的角度也不盡相同。有的學者從流程論的角度來界定策略

管理，認為策略管理規劃、執行、追蹤與控制組織的流程。有的學者從策略決策

的角度來界定策略管理，認為策略決策通常指四種情況: 

(一)將對組織未來發展產生衝擊的內、外環境進行分析的活動; 

(二)將整體組織與對其發生衝擊的議題加以分析的活動; 

(三)關注組織目標以及發展方向的策略選擇; 

(四)促進策略的有效執行。 

一般而言，策略管理可視為管理者篩選政策、發展能力、解釋環境，以集中組

織的努力，達成目標之行為。也可以被界定為:制定、執行和普及使組織能夠達

成目標的、跨功能決策的藝術與科學。 

對策略管理的重要性，國內外學者都有較為深刻的認知，在我國進入 WTO 之後，

我國企業置身於激烈的國際競爭中，企業亟待重新審視策略，建立以價值為基礎

的策略系統、培育最有價值的核心競爭力，打造自身特有制勝利器。企業經營策

略是企業的行動綱領，具有極其重要的功能，企業要想求得生存和長遠發展，就

必須站在整體的高度去掌握未來，運用強化自身的優勢，取得企業內部資源與外

部環境的動態平衡。因此，研究企業策略管理便成為一個重要課題。 

(一)企業經營策略是決定企業經營活動成敗的關鍵性因素: 

(二)企業經營策略是企業實現自己的理性目標的前提條件; 

(三)企業經營策略是企業長久地高效率發展的重要基礎; 

(四)企業經營策略是企業充滿活力的有效保證; 

(五)企業經營策略是企業及其所有企業員工的行動綱領。 

策略管理不僅涉及策略的制定和規劃，而且包含著將制定出的策略付諸執行的管

理，因此是整體流程的管理。策略管理還是一種動態的管理流程，它需要根據外

部環境和內部條件的變化以及策略執行結果的回饋資訊等，重複進行新一輪的策

略管理流程。 

策略管理與經營管理並不相同。與企業的日常經營管理相比，策略管理主要涉及

企業的方向性問題，例如經營領域的選擇、產品方向的變更、企業規模的擴大、

發展多角化經營等，是有關企業未來發展的整體性謀劃和決策;經營管理則相對

簡單，即企業在產品方向既定的情況下組織好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有一套比較穩

定的規章制度和程序可循。 

策略管理追求企業的長期生存、發展和策略競爭力的提高，重視企業的長遠利益

和發展潛力;經營管理則主要追求目前的經營成果和利益。策略管理以複雜多變

的經營環境為前提，注重監測企業外部環境的變化，制定有效的策略計劃，利用



 

 7

有限的經營資源，保證企業在動蕩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經營管理則以穩定的經

營環境為前提，將重點放在日常的經營活動上。 

二、五力價值鏈分析之三種策略 

結構學派的代表人物為波特，他提出了用於產業結構分析的五種競爭力量模

型，在產業分析的基礎上，又提出了三種基本的競爭策略:總成本領先策略、特

色經營策略和目標集中策略。 

這三種策略為企業策略理論與實務提供了最基本的模式(Porter M.E.,1980)，他

創造性地提出了價值鏈的分析工具，將客戶、供應商和企業分解為既分離又相關

的行為族群，其價值所在便源於此。 

波特的策略管理思想是“產業結構分析-制訂競爭策略-執行策略-取得競爭優

勢-獲得業績＂，即在產業結構分析(五力競爭力量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企業競爭

策略(低成本策略、特色經營策略或者目標集中策略)，運用策略性的執行力來建

立企業的競爭優勢，從而獲得高於競爭對手的業績(附加價值)。 

五力價值鏈分析之第一種策略為總成本領先策略(cost leadership strategy)也稱

較低成本策略，指醫院主要依靠較低的成本核算(如運用提高效率和降低管理費

用以控制成本、運用擴大市場來實現規模化經濟等)來贏得競爭優勢。 

五力價值鏈分析之第二種策略為差異化策略，差異化策略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是指醫院依靠專業技術、特有服務、品牌等來贏得競爭優勢的策略，這

種策略由於存在差異(即優勢)，對特殊對象具有強大的吸引力，能獲得他們對服

務效果的較高滿意度、對醫院的信任甚至形成對醫院品牌的忠誠度，因而避開了

與競爭對手在價格上的被動競爭，能保持較高的盈利。對醫院而言，是將醫院提

供的服務差異化，樹立起一些整體產業範圍中具有獨特性的東西。 

執行這種策略，由於產品或服務的獨特性，增加了對患者的吸引力，減少了患

者對價格的敏感性。如果差異化策略獲得成功，它將成為一個在醫療產業中贏得

高水準收益的積極策略，醫院也能因此建立起防禦陣地來應對各種競爭力量的挑

戰(楊立軍，2008)。 

五力價值鏈分析之第三種策略為集中化策略，所謂集中化策略 (focus 

strategy)，是指醫院選擇一個區隔市場，集中資金、技術、設備和人員等全部資

源，提供區隔市場所需要的醫療服務，集中滿足該區隔市場的需求(趙麗娟，

2003)。 

(一)波特的五力分析競爭策略理論 

企業策略管理為一門科學與藝術兼具的實用學科，它誕生於 1950、1960 年代，

在整個 1980 年代之中，波特(Porter M.E., 1985)的著作「競爭策略」(1980)、「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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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優勢」(1985)對策略管理的理論和實務產生了重大的影響，並成為此一時期的

主流模式。 

波特(Porter M.E., 1985)認為，在決定企業盈利性因素中，市場結構發揮了最重要

的功能，企業如何在各種競爭力量中確定合適的定位，是取得優良業績的關鍵。 

波特認為，在與五種競爭力量的抗爭中，蘊涵著三類成功型策略思想，此三種策

略是(l)總成本領先策略;(2)差異化策略;(3)聚焦集中化策略。 

波特(Porter M.E., 1985)認為，這些策略類型的目標是使企業的經營在產業競爭之

中，高人一等:在一些產業中，這意味著企業可以取得較高的收益;而在另外一些

產業中，一種策略的成功可能只是企業能夠獲取一些微利的必要條件。 

有時企業所追逐的基本目標可能不止一個，但是波特(Porter M.E., 1985)認為能夠

實現此種情況的可行性(Feasibility)相當小。 

因為貫徹任何一種策略，通常都需要全力以赴，並且要有一個支援此一策略

的組織架構。 

如果企業的基本目標不只一個，則這方面的資源將會被分散掉。 

波特(Porter M.E., 1985)在「競爭策略」中還對三種通用策略執行的要求做了

詳細的分析，並一一加以解釋。 

波特(Porter M.E., 1985)認為，這三種策略是每一家公司必須明確執行的，因為徘

徊在其間的公司將會處於極其糟糕的策略地位，此種公司將會市場佔有率降低，

缺少投資資本，從而削弱了“打低成本牌＂的資本。 

整體產業的差異化的必要條件是放棄對降低成本(Cost down)的迷思(Porter 

M.E., 1997)。 

而採用集中化策略，在更加有限的範圍內建立起差異化或者低成本優勢。 

而徘徊其間的公司幾乎註定是低利潤的，所以它必須做出一種根本性策略決策，

向三種通用策略靠攏(Porter M.E., 1985) 。 

一旦公司處於徘徊狀況，擺脫此種令人不快的狀態往往要花費時間並經過一段持

續的努力;而相繼採用三個策略，波特認為註定必定會失敗，因為它們要求的條

件是不一致的。 

波特的競爭策略研究開創了企業經營策略的嶄新領域，對全球企業發展和管理理

論研究的進步，都做出了重要的貢獻。 

(二)Michael E. Porter(1985)的五力分析與三種衍生性策略 

競爭策略為美容整形業者擬定國際行銷策略的關鍵性重點，Michael E. Porter 

(1980)認為，任何一個工業的基本結構由下列五大因素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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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來者的威脅(Threat of new entrants) 

(2) 替代品的威脅(Threat of substitute products or service) 

(3) 買方討價還價的能力(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 

(4) 賣方討價還價的能力(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 

(5) 現有企業的相對競爭地位(Rivalry among existing firms) 

 

圖 2-1 導致產業競爭的五力分析 

資料來源: Edmund R. Gray and Larry R.Smeltzer(1989),Management:Competitive 

Advantage,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這五大因素影響企業的投資需求、產品成本與價格，從而決定整個工業的潛在

利潤。如果一個工業的投資需求大，售後服務繁複，發行銷售系統複雜，就能給

新加入者造成障礙。 

如果一個企業只靠少數幾家供應商提供原料，賣方的實力就相當強大，原料價

格就高。如果買方所需要的只是常用的標準產品，買方的議價實力就大，產品就

不得不降價。 

一個工業的利潤太高，就會招致外來企業的入侵。工業內競爭越激烈，各企業

用於產品研究、廣告行銷、工廠設備上的開支就越大。 

一個工業的競爭局勢好比一幅軍事地圖。根據產品價格、品質、銷售通路、商標

的聲譽，買方對價格的敏感度，不同企業在這幅地圖上所佔據的不同位置。 

一個企業在擬定競爭策略之前，一定要弄清楚自己的定位。Michael E. 

Porter(1980)  

工業對手 

現存公司之間的對抗
供應商 

潛在進入者

替代品

購買者

新進入者的威脅

替代產品的威脅

供應商的 

議價能力 

購買者的

議價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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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大條件可創造醫美中心生存或競爭的條件，當產業著重於資源與技術等

方面之可利用性資訊，公司正確運用資源與投資之目標。對於大公司而言，它是

不惜任何代價，全力以赴的作為，而對中小型企業而言，能在追求此種策略時，

對其提供一個較為完善的環境。Michael E.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1980). 

三、SWOT 分析 

SWOT 分析是一種分析方法，用來確定企業本身的競爭優勢(Strength)，競爭

劣勢(weakness)，機會(opportunity)和威脅(threat)，從而將公司的策略與公司內部

資源、外部環境有效整合起來。 

因此，清楚地確定公司的資源優勢和缺陷，瞭解公司所面臨的機會和挑戰，對

於制定公司未來的發展策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一) SWOT 分析理論 

SWOT 是英文 Strengths、Weaknesses、Opportunities 和 Threats 的縮寫。 

SWOT 分析實際上是將對企業內部和外部條件各方面內容加以綜合和歸納，進而

分析組織的優勢與劣勢、組織所面臨的機會和威脅的一種方法。 

其中，優劣勢分析主要是聚焦於企業自身的實力及其與競爭對手的比較，而機會

和威脅分析將注意力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對企業的可能影響上，但是，外部環

境的變化給與具有不同資源和能力的企業帶來的機會與威脅卻可能完全不同，因

此，兩者之間又有密切的關係。 

SWOT 分析運用並列出各方面的相關因素，其目的在進行更加結構化的分析，綜

合性地提出關鍵問題，以便找到有助於制定策略的新發現。利用 SWOT 分析來

做策略決策的流程一般分為三大步驟: 

第一步:列出各種關鍵因素。即: 

1.列出企業的關鍵外部機會 

2.列出企業的關鍵外部威脅 

3.列出企業的關鍵內部優勢 

4.列出企業的關鍵內部劣勢 

第二步:進行內外部關鍵因素的配合與記錄。即建構 SWOT 矩陣。 

1.將內部優勢與外部機會相配合，得出 SO 策略 

2.將內部劣勢與外部機會相配合，得出 WO 策略 

3.將內部優勢與外部威脅相配合，得出 ST 策略 

4.將內部劣勢與外部威脅相配合，得出 WT 策略 

第三步: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克服劣勢，掌握機會，迴避威脅，篩選出最適

合自己的最佳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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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理論及理論綜述 

(一)關鍵性術語 

“策略＂(strategy)一名詞源於軍事學，原義是指導戰爭的謀略，後來用於政治、

經濟等諸多領域。大約在 1960 年代，。“策略＂被廣泛引入西方工商企業界，

出現了企業策略 (business strategy)的概念，並逐漸形成了百家爭鳴的局面。1999

年，英國著名學者傑森和哈勒提出了關於企業策略的最有影響力的定義:“策略

是運用有效地組合企業內部資源，以在變化的環境中確定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經營

範圍，從而獲得競爭優勢，以滿足市場的需求和企業擁有人的需求。＂這一定義

準確地表達了企業策略的具體內涵與意義。 

策略管理 ((Strategic Management)是指制定、執行和評估使組織能夠達到其

目標的跨功能決策之藝術與科學。 

策略管理流程(Strategic management Process)包括三個階段:策略制定、策略

執行、策略評估。 

策略制定 (strategy formation)包括確定企業(醫院)任務，認定企業(醫院)外部機

會與威脅，認定企業(醫院)內部優勢與弱點，建立長期目標，制定供選擇策略，

以及選擇特定的執行策略。 

策略執行 (strategy implementation)要求公司樹立年度目標、制定政策、激勵員

工和配置資源，以便使制定的策略得以貫徹執行。(David F.R.,2001) 

五、文獻理論綜述 

策略管理是一種以思想性創新為特色的整體性、長期性的管理方法，策略管理

不善是許多企業成長受挫的癥結所在，也是競爭力不高的根本原因(常華，

2003)。策略管理最早在 1950 年代提出，在 1960 年代中期到 1970 年代中期廣為

流傳。但是，隨著經濟的成長，由於各式各樣的策略管理模型並不能為企業帶來

較高的報酬，策略管理在 1980 年代受到冷落，在進入 1990 年代之後，策略管理

再次復活，為今天的商業界廣泛應用，成為管理學中日益成熟的一個學門。企業

策略理論的發展大致經歷了三個階段:早期策略思想階段、古典策略理論階段、

競爭策略理論階段。早期階段，沒有產生完整的策略理論系統，但已出現了一些

比較精彩的策略思想。第二、三階段出現了四個代表學派:設計學派、結構學派、

能力學派和資源學派。 

(一)策略管理的設計學派 

設計學派的策略思想聚焦於策略概念、組織與策略、環境與策略及他們三者之

間的溝通協調配合而展開，同時提出了策略管理的基本流程是制訂與執行策略，

提出了制訂策略流程中的 SW0T 分析架構(Craig S.,2004)。所有這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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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了策略管理思想的產生與基本研究架構的形成，奠定了以後策略管理思想的

基礎。 

(二)策略管理的結構學派 

結構學派認為產業結構決定產業內的競爭狀態，並決定了企業的行為及其策

略，從而最終決定了企業的績效。因此，其策略管理思想的基本是對產業結構的

分析。 

(三)策略管理的能力學派 

1980 年代中後期開始，以漢默爾 (Gary Hamel)、普拉哈(C.K.Prahalad)等人

為代表的核心競爭力與核心能力觀受到理論界的青睞(George S.,1992)，策略

管理思想由波特的結構學派轉向了能力學派，即從企業外部轉向了企業內

部。能力觀強調組織內部的技能和團體學習，以及對它們的管理技能，認為

競爭優勢的根源在於組織內部，新策略的採取受到公司現有資源的限制。 

可以將能力學派的策略管理思想歸納為:“內部環境分析-制訂競爭策略-執

行策略-建立和保持核心能力-競爭優勢-業績“，即運用企業內部環境分析，

瞭解企業自身的能力結構，制訂競爭策略，運用執行策略建立並保持企業的

核心能力，以此贏得競爭優勢，獲得業績。 

(四)策略管理的資源學派 

1980 年代中期開始，策略管理思想中出現了資源學派，資源觀承認公司特別

資源與競爭力的重要性，也承認產業分析的重要性，認為企業能力只有在產業競

爭環境中才能呈現出重要性。即分析產業環境、內部環境，比較與競爭對手的資

源優勢，運用競爭策略的制訂和執行來建立與產業環境相匹配的核心能力(李建

明，1998)，從而獲得競爭優勢，取得經營業績。 

它認為能力與資源作為企業競爭地位的核心，要考量需求(是否滿足顧客需

求，是否具有競爭領先優勢-結構分析)、稀少性(是否可模仿的，可替代的，還是

可持久的-企業核心能力)、適宜性(誰擁有利潤)等要素(David C.,1995)。 

資源觀的策略管理思想是“產業環境分析、內部資源分析-制訂競爭策略-執行

策略-建立與產業環境相配合的核心能力-競爭優勢-業績＂，即分析產業環境、內

部環境，比較與競爭對手的資源優勢，運用競爭策略的制訂和執行來建立。 

六、策略管理流程 

策略管理流程是一個動態決策系統。它由 4 個階段組成:環境分析、策略制

定、策略執行、策略控制(Darkel A.,2005)。 

(一)環境分析 

環境分析是對企業的外部環境和內部自身能力進行分析，包括研究整體外部環

境的一般環境分析，研究一般外部環境的競爭環境分析，以及研究局部環境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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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部環境分析。環境分析的結果，使企業能夠發現外部環境中存在的機會和威

脅，企業自身的優勢和劣勢。這一結果將幫助企業在市場上進行選擇，進行市場

定位:是放棄現有市場，還是繼續停留在現有市場上，並進入其他市場。 

(二)策略制定 

根據環境分析的結果，在明確了目標市場之後，根據環境分析的結果將能夠制

定企業的發展方向，進而明確企業的任務，最終確定企業在一定時期之內的策略

目標。以此種目標為標準，確定企業在競爭市場中的事業層競爭策略，以事業層

策略為指導，制定各個部門的策略，即功能階層策略，再根據是否向其他產業延

伸企業的業務，來制定企業階層策略。 

(三)策略執行 

將企業制定的策略加以應用，稱為策略執行。策略執行中，要求企業的管理者

正確地處理執行新策略時企業中出現的變化，改善企業文化，調整組織結構，以

滿足策略的順利執行。同時，策略執行要求管理者必需擁有較高的管理技能，才

能保證企業制定的策略能夠確實地加以落實。 

(四)策略控制 

策略控制是一種典型的組織控制行為，它的任務就是以策略制定階段設定的標

準，對企業策略執行的結果進行監測與評估，以保證策略執行的效果。成功的策

略控制要求管理者必須懂得如何應用企業的資訊管理系統和這一系統對策略控

制所發揮的功能。 

組織內部的策略管理流程完全取決於它所依賴的資訊的準確性。由企業的目標

將得到企業的策略標準，由各個部門的策略目標可以得到各個部門的策略標準。

在策略執行的流程中，企業策略的指導者與執行者一起衡量企業工作是否達到這

一標準，如果達到這一標準，繼續執行原有策略;如果不能達到這一標準，則要

分析原因，採取改正措施;如果是策略制定的問題則重新制定;如果是策略執行的

問題，則更正企業的經營行為。策略管理流程就是這樣一個不斷變化的動態流程。 

 

七、策略管理在醫院中的應用 

早在 1912 年，美國著名外科專家 Albert 曾經預言“一個醫院就是一個工廠:

健康和幸福的工廠。所以醫院應該掌握管理工廠的優秀原理，這些原理會使醫院

產生最高效率……＂。 

當時，他的話令人吃驚，一百年後的今天，他的預言不但成為現實，而且美

國整個醫療衛生事業被一個新名詞“  Health industry＂所囊括。許多管理企業

的科學原理被用於醫院，非盈利組織的管理者們都已認知和瞭解了策略管理的益

處，因此，策略管理的方法早已不僅僅侷限在企業、公司等盈利組織中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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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無數非盈利組織內廣泛而十分有效地應用著，例如紅十字會、圖書館、政府

機關、大學和醫院等。 

隨著環境的鉅大變化和醫療市場競爭的日趨激烈，我國醫院在經歷了作業管

理、經營管理之後，現在已經步入策略管理時代，許多醫院開始自覺不自覺地運

用策略管理的方法，更新開辦醫院理念，創新開辦醫院制度、革新組織結構、建

構人力資源、營造醫院文化以及主動性行銷服務等，並取得了初步成效。 

(一)歷史背景和發展現狀 

醫院應用策略管理(Strategic management)只有二十多年的歷史。美國在 1970

年代以前，私立醫院機構不願採用策略管理，因為大部分醫療機構是獨立的、非

附屬的、非營利性機構，醫療規劃是由政府規定，是以疾病為導向的。 

1990 年代美國醫療服務系統發生劇烈變化。一方面，大部分醫院投入大量資

金，進行設施更新和購買高科技醫療設備，使美國醫療服務達到非常高的水準;

另一方面，醫療費用快速上漲和 4000 多萬人並無任何醫療保險，導致全國的大

討論，紛紛祭出各種改革，使得 1990 年代成為醫療服務系統的動蕩時期和混沌

時期。環境變化來自各種層面，包括聯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改革措施，

國際和國內經濟和市場的影響，人口數量和年齡結構的改變，生活方式的變化，

醫療服務業的技術進步等。 

醫院面臨醫療服務系統的鉅大變化，而變化本身也在不斷變化。醫院管理者如

何處理這些重要的、複雜的，有時又是相互衝突的問題?這些問題中，哪一個是

最重要或最緊急的問題?未來幾年又會出現哪些新問題?醫療服務環境變化劇

烈，策略管理可以幫助醫院管理者應付這些變化。 

在美國前 100 位的公司之中，90%有策略規劃，前 1000 位的公司之中，92%

有策略規劃。不確定的環境和激烈競爭使經營者採用策略管理來實現目標和應付

外部環境變化，醫院當然也不例外(陳紹福，2001)。在多種因素影響下國外醫院

導入市場發展策略。相關實務也證實，市場發展策略的 

導入，不僅使西方先進國家的醫院取得了很好的生存環境，同時也促進了整個國

家醫療健康事業的發展和國民健康與生活品質的提昇。 

市場策略是一種組織功能，它辨認現時還沒有得到滿足的需求和欲望，規定和

衡量它們的範圍大小，確定一個組織能夠最好地為其服務的目標市場，以及決定

服務於這些市場的適當的產品、服務和計劃方案(Philip.k.,2002)。 

因此，國外醫院的市場發展策略基本上都是以滿足就醫顧客需求為導向的，並

且在醫療服務項目的確立，醫療技術執行，院前觀察與院後訪談都橫跨了這一理

念，可以說，就醫顧客的滿意度就是醫院市場發展策略的“晴雨錶＂。在美國，

日本及西歐先進國家的醫療組織中，早在 1970 年代就很重視策略研究。 

醫院開展策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研究就醫顧客的實際需求和潛在需求，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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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院力所能及的基礎上激發這些需求，使醫院的利益和就醫顧客的利益實現最

大化的交集，實現互利雙贏。在現代醫院組織中，策略是以醫院的發展核心而存

在的。對於醫院來說，面對激烈的醫療市場競爭，如何吸引更多的就醫顧客，並

為其提供令顧客滿意的服務，如何對醫院的競爭環境、競爭形勢以及醫院的各種

資源做出系統化而合理的分析，使醫院在競爭中佔有一席之地，上述國家已有成

功的策略研究。 

今天，美國醫院的外部環境政策發生了很大的變化，醫療市場從以前主要呈現

為醫院與患者的雙方關係轉變為醫院與患者、政府和醫療保險公司三方關係。這

樣，醫院就處在一個由患者、醫療保險公司和政府之間的特殊的供需市場環境之

中，醫院所採用的管理策略就成為其生死攸關的決策。 

美國目前的醫院管理策略，從內向型和外向型兩個角度大體劃分為五種類型，

即競爭力應變策略(外向型)、市場供需策略(外向型)、產品供應策略(內向型)、運

作管理策略(內向型)和組織結構應變策略(內向型)。這五種策略主要呈現在其策

略管理的傾向方面，其相互之間並無嚴格的區分，常常幾種策略之間相互具有交

集。 

1. 競爭力應變策略(外向型) 

這是一種外向型的管理策略，其特色是醫院根據其他醫院目前的策略，來制

定其本身的策略，也即根據其他競爭力來有聚焦性地執行自身策略。採用此

種策略的多為小型的營利型的社區醫院，其原因之一是此類醫院經濟規模較

小，他們必須強過本地區的其他競爭對手，方可維持其生存發展。 

其要點是:聚焦於完全可以盈利的措施上;根據競爭者的經濟實力，考量自身價格

制定和市場行銷政策;不斷評估自身競爭力的潛在邊際收益。 

2. 市場供需策略(外向型) 

其特色是重視對市場需求作出應變反應。採取此策略的多為大型非營利性的

公立醫院和私立醫院，此類醫院為符合免稅條件，必須重視社區的醫療需求。

其要點是:將注意力集中於四個要素上，即醫生、雇主、醫療消費者和衛生保

險計劃;運用市場導向或消費者導向的策略;重視市場導向的政策。 

3. 產品供應策略(內向型) 

其特色是將目標集中於醫院所提供的特別產品和特別服務上。採用此種策略

的為大型教學醫院，此類醫院具有醫學研究項目，其要點是:加強生產線的管

理;學習別人的成功經驗，不斷提昇自身研發項目的基準;加強特別產品和特別

服務的展示。 

4. 運作管理策略(內向型) 

這是一種把注意力集中在其內部運作上的管理策略。採用此策略多為小型的

社區醫院，他們必須更加重視管理運作的效率。其要點是:視服務產品的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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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要;重視服務的提供和醫療資源的成本;嚴格對員工和工作流程的財務管

理。 

5. 組織結構應變策略(內向型) 

此種管理策略的特色是: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來調整醫院內部的架構。採用此

策略的多為具有多家醫院的醫院公司集團。 

其要點是:水平整體化、垂直整體化、多樣化。上述五種醫院管理策略的選擇和

執行，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的背景和美國醫院目前的所有制結構，以及政府的醫療

衛生政策這樣一個大型的外部環境之下為基礎。在美國，醫院為一種特殊的企

業，而在自由經濟的大潮中由下而上發展的。根據醫院自身的特色，研究市場變

化，確定策略選擇已成為醫院管理的重點。 

(二)醫院發展整體策略模式 

醫院整體策略是由醫院最高管理層指導和控制的最高行動綱領，是在歸納經驗、

調查現狀、預測未來的基礎上，為謀求醫院的生存和發展而做出的長遠性、整體

性的規劃或方案，它研究醫院的發展方向和趨勢。運用醫院整體策略的長期規

劃，管理階層對醫院內部資源進行策略配置，使醫院在外部環境的變化流程中能

夠充分發揮其內部的整體優勢，從而使醫院保持長遠持久的發展。醫院整體策略

一般分為擴張型策略、穩定型策略、緊縮型策略和混合型策略四大類。穩定型策

略和緊縮型策略又稱防禦型策略。 

1.擴張型策略 

擴張型策略(expansion strategy)又稱為發展策略或成長策略 (growth strategy)，是

以發展為核心、以提昇競爭地位和增強醫院整體實力為目標的策略。一是加強型

策略，包括市場滲透、市場開發、產品開發三種策略。市場滲透要求醫院利用自

身的優勢，運用加強行銷的努力，擴大市場佔有率，獲得發展。市場開發策略是

指醫院利用外界環境的機會，進入尚未被人重視的市場，即鑽空隙策略

(Philip.k.,2002)。產品開發策略是醫院綜合利用環境和自己優勢，開發新的服務

方式，做特色經營，從而達到避開強勢競爭的目的。二是整體化策略，包括垂直

整體化策略和水平整體化策略。 

(1) 垂直整體化策略: 

又稱為垂直整體化策略。它是指醫院在兩個可能的方向上(顧客導向的終端和

原料供應商導向的上游)去擴展業務的策略。其又分為前向整體化策略和後向

整體化策略。前向整體化策略是指醫院運用建立分院(門診部)、連鎖經營等

方式直接擴大市場。後向整體化策略是指醫院運用自建、收購、合併等方式

向原料供應(例如藥劑、藥品、醫療器材等)的方向發展業務。 

例如許多醫院都研發有自己的藥劑或藥品，這些產品既降低了醫療成本，又

為醫院帶來了新的利潤成長，此即為後向整體化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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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平整體化策略: 

它是指醫院運用收購同產業競爭對手而擴張經營、擴大規模的一種策略。目

前，政府為了調整產業結構、形成規模化經濟，該醫院為出資者聯合所有，

實際情況包括中外合資、個人合資等多種方式。 

(3) 多元化經營策略 

包括集中多元化經營策略、水平多元化經營策略、混合多元化經營策略。集

中多元化經營策略是只增加新的但與原服務相關的服務項目，客戶不限於已

有的客戶，例如醫院開辦老年養老寓所，開辦保健諮詢服務等。 

水平多元化經營策略是為原有的客戶提供新的不相關的服務和產品，如在醫

院內開辦飯店、商場等。混合多元化經營策略增加新的但與原服務不相關的

服務，客戶不限於原有客戶。集中多元化經營策略是醫院策略中使用相對多

的策略，運用多元化經營，可以分散風險，增加獲利的機會。 

(4) 是合資聯盟策略 

包括合資經營策略和聯盟策略。合資經營策略是不同類型、不同制度的醫院

合資組成獨立的醫院，利用各自的資源增強競爭能力。聯盟策略是不同的醫

院因為共同的目的:佔有盡量大的市場佔有率，獲得最大利潤:而結成策略同

盟，可以是鬆散的，也可以是緊密的。 

2.防禦型策略 

防禦型策略包括收縮策略、剝離策略、清算策略。收縮策略要求醫院放棄不能與

大醫院競爭的服務，是資金得以發揮最有效的功能，增強醫院獲利能力。剝離策

略要求醫院能把不能加強醫院競爭能力的副業售出、關閉，保持主業的競爭能

力。清算策略是指醫院變賣資產結算，或者全盤售出(黎群，2000)。 

(三)醫療市場發展策略 

其主要呈現在技術優勢策略、完美品質策略、多樣化服務策略以及應用現代科技

策略等方面: 

1. 技術優勢發展策略 

 

醫療技術是醫院最根本最重要的東西，國外醫院在開展市場行銷活動中，大都以

醫療技術作重點，其他服務則是從醫療技術服務中延伸出來的。因此，國外醫院

雖然有大量的廣告宣傳等商業化運作，但他們卻從來沒有忽視過醫療技術的進步

和技術優勢的形成。 

2.完美品質策略 

醫院在行銷中想方設法來滿足就醫顧客的需求，並力爭超過就醫顧客的期望。完

美品質的策略，使西方先進國家的醫院既保持了良好的發展趨勢，又保證了優質

的醫療品質，使其他行銷措施有了進一步拓展的餘地，為患者提供優質個性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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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例如病房高階豪華，並可以按照每一位患者不同的需求，烹製可口的飯菜;

特殊的病人，醫院可派醫護人員上門服務;資歷較深、水準較高的專家全部上門

診，而年輕醫生則負責病房，這樣可使病人盡可能一步到位地把病看好，減少複

診和往返的次數，從而為病人節省費用。 

3.多樣化服務的策略 

國外醫院多樣化的服務策略事實上是一個以就醫顧客為尊的理念，也就是“以病

人為尊＂。國外醫院在市場發展策略和行銷活動中，無論是醫院經營者，醫生、

護士，還是保障部門的服務人員，都能夠以就醫顧客為尊，把每一項工作都紮紮

實實地落實在實際行動中。醫院的設置都充分地考量到人流量、交通便利程度、

周圍住地的人口數量等，都以方便患者就診為最高準則。不論是企業家還是馬路

工人，到了醫院都一視同仁，從入院檢查、治療到吃飯、洗澡等病人幾乎所有的

需求在醫院都能得到滿足。 

4.應用現代科技策略 

西方先進國家的科技發展迅速，特別是數位和網際網路在醫療衛生領域的廣泛應

用，為醫院市場發展策略的執行提供了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醫院執行策略管理的意義 

1.可以提昇醫院適應環境發展變化的能力，能順應市場經濟的環境需求，以市場

化作為策略目標，並根據總目標與實際條件來改善與配置各種要素，激勵員工的

士氣與創造性，提昇醫院經營管理效益，很好地適應了環境，為發展累積了力量。 

2.可以增強醫院的核心競爭力在自由經濟條件下，醫院之間的競爭已不再只限於

技術水準、服務態度等要素，進而延伸到服務內容、價格策略乃至品牌、商譽等

更高級層級。特別在衛生資源相對集中的城市之中，此種競爭更加白熱化。另一

方面，除了原有醫院之間的競爭，近年來出現的一些民營醫院，以先進的管理制

度、成熟的市場化操作程序、優質的服務異軍突起，加劇了競爭的激烈程度。 

於是競爭的焦點己經從技術能力、服務能力、財務管理能力、品質控制能力

等經營管理能力轉向更高層級的策略管理能力，因為只要誰成功地執行了策略管

理，誰就棋高一著，形成對手所不具有的核心競爭力，從而迅速地拉開差距，在

激烈的競爭中贏得先機。 

3.有助於醫院在競爭中變被動為主動策略管理是高層次、標準化的整體管理方

式。它從高層管理者的角度，以醫院為研究對象，將醫院投入到社會的大環境中

加以研究，為醫院的長遠發展確定宗旨、明確方向、分配資源。它可以使醫院在

激烈的競爭中主動設計並改變自己的行動，從而使其可以積極地掌握自己的未

來，而不僅僅是被動的應付環境變化而已(戴星，2008)。 

4.策略管理可以使醫院變得更富有組織性和紀律性，這正是一個有成效的管理系

統的基礎。同時，策略管理可以振奮士氣，使其對目前的策略充滿信心，或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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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措施以改正組織目前策略中所存在的問題(戴星，2008)。 

5.有利於醫院的可持續發展即使在目前的競爭中暫時領先的醫院，在自由經濟中

仍能時時感受到競爭的壓力轉瞬即來。要想長久地立於不敗之地，就要執行醫院

策略管理。 

因為醫院策略管理的實質是把醫院看作動蕩環境中的一個開放系統來加以管

理，運用對環境變化的調查與對自身競爭優勢、劣勢的客觀分析後，找到外部環

境的變化所蘊藏的機會，制定出一定時期的發展目標，並合理部署相關要素以確

保策略目標的落實，從而落實醫院的長遠發展。 

6.是適應國際競爭的需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任何競爭都不單單是本地區或是本

國之內的競爭，而是國際性的競爭。加入 WTO 使得此種其情況更加明朗。 

(五)醫院策略管理的性質與特色 

1.醫院策略管理的性質 

醫院策略是醫院根據其外部環境及內部資源和能力的狀況，為求得醫院生存

和長期穩定地發展，為不斷地獲得新的競爭優勢，對醫院發展目標、達到目標的

途徑和方式的整體規劃。 

醫院策略管理是指醫院為了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使之能長期、穩定地健康

發展，落實既定的策略目標而展開一系列事關醫院整體的策略性規劃和活動。醫

院策略規劃與醫療規劃最大的不同是策略規劃有下列特色 

(1)是市場導向，並以市場為驅動力的 

(2)更加重視質化分析.而不是量化分析 

(3)策略規劃的制定由院長直接領導.而不是其代表 

(4)需要明確闡述整個機構的任務和如何溝通 

(5)制定最終的目標.以及進行執行的項目 

(6)重視醫院經營有關細節資料的收集和分析 

(7)需要與其管理功能整合 

(8)非常重視獲得和保持競爭優勢(劉詩強，2001)。 

2.醫院策略管理的特色 

醫院策略管理是以外部為導向的醫院管理理念，並將策略規劃與經營決策

整合在一起。策略管理努力在醫院的外部環境(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社會

的、競爭的力量)和其內部情況(願景、使命、文化、財務、醫院、人力資源、市

場開發、資訊系統等)之間取得動態彈性的平衡。 

策略管理的基本原則是:醫院應該不斷地監控內部和外部事件和變化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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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以便根據無可奉告及時改變。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策略管理是一種決策活動。

一個醫院的策略是一系列管理者決定的結果。因為一個對醫院成功有重要功能的

決定並不都是策略決定。策略決策必須具有下列所有特色: 

(1)直接界定醫院與其環境的關係; 

(2)將醫院作為一個整體考量和分析; 

(3)其決策參考資料來自多個功能部門; 

(4)在整個醫院中，對行政管理和經營活動有指導功能和約束功能; 

(5)對醫院的成功很重要。符合以上所有特色的決定就是策略決策，否則就

不是策略決策(劉詩強，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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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行銷策略 

一、4P 行銷組合策略 

(一)產品行銷(Product Strategy) 

針對消費者製造所需的產品。本中心內建整形模擬引擎，可整合整形前後之資

料庫，並推薦整形手術之優質診所與醫師，運用上述客製化或獨特性服務與產品

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藉以提昇買氣，以增加獲利。 

(二)通路策略(Place Strategy) 

使得消費者能夠取得所需的產品網路。 

(三)促銷策略(Promotion Strategy) 

有效地將產品的訊息傳送給消費者。本中心會邀請當紅的知名明星做整形服務

與產品代言，在各大網站做關鍵字行銷與利用網路平臺隨時更新的最新資訊與消

費者分享。  

(四) 價格策略(Price Strategy) 

擬定賣價策略。由於本中心之服務與產品已能夠充分區隔其他診所之服務與產

品，所以本研究預計在價格上可以採取高價位策略，因全系列服務與產品種類多

樣化，以成本加成的方式較為省時簡便。 

行銷講求 4P 行銷組合，其分別為上述之 Product、Place、Promotion、Price，所

以美容整形網站之行銷策略也會從客層統計，模擬使用者之情境著手。 

但是此種方式並無法確定會因應世界新情勢變化之所需，因為，過去產品的客

層經濟分明的界限，似乎已被打破。因此華碩工業設計部門根據觀察，提出「無

客層就是客層(No target is target)」、「創造無縫隙生活」兩大策略，作為產品策略

的參考。 

商業智慧位分析導向的工作循環，能夠整合公司異質資料庫，並加以集中管

理，他能提供完整公司之營運資訊，導入分析工具，建立產業知識，改善及強化

作業流程，從而提昇公司的競爭力。(鄭秋霜，無客層設計，民 96) 

二、STP 理論 

STP 理論中的 S、T、P 分別是 Segmenting(市場區隔)，Targeting(目標市場)，

Positioning(市場定位)這三個英文單字的縮寫，即市場區隔、目標市場和市場定

位的意思。STP 理論是指企業在一定的市場區隔的基礎上，確定自己的目標市

場，最後將產品或者服務定位在目標市場中的聚焦點，STP 理論是策略行銷的核

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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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醫學美容 

一、緒論 

整形的定義 

 整形美容一詞源於英文“Aesthetic Plastic”意思是美的塑造，美的造型。它

既是醫學領域的一個新興部分，又是技術美學的範疇，手術本身要求很

高，只能做好不能做壞。 

整容的歷史 

 所說整容外科學是從 20 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開始基本整形外

科學架構確立下來了。 

 那時候產生現代美容外科的發展影響很大的一些技術，比如取皮刀，把皮

膚取下來的技術都是那時候產生。 

 過幾十年之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整形外科又是一大發展。 

美容整形術的幾大誤區  

 誤解 1：手術有助於改善自信心 

 誤解 2：術後恢復期很短 

 誤解 3：一次手術就可解決問題 

 誤解 4：整形的效果終生不變 

 誤解 5：整容術對醫師要求不高 

 誤解 6：整形不會引起惡性循環 

進行醫療美容前消費者該注意什麼 

 第一 留意醫師的專業資格證書  接受整形外科手術前，除了留意醫師診所

招牌，更要注意醫師到底是否曾接受完整的外科及整形外科訓練。 

 第二 術前照相  任何美容整形手術都要進行符合醫學攝影要求的局部照

相。 

 第三 保存每次的就醫資料  決定進行手術後，美容者一定要留下每次的就

醫資料，例如收據、掛號單、書面就醫記錄等。這也是糾紛發生時，美容

者可以申訴維護個人權益的基本證明。看診的病歷記錄也是很重要的證

據。雖然法律規定病歷記錄必須保存１０年，但院方篡改或銷毀病歷也不

無可能。若擔心自己的病歷被篡改，則可直接提起訴訟，由法院出面調走

病歷，以減低或避免病歷被篡改的危險。 

 第四 簽訂手術協議書  手術協議書是手術者和受術者之間取得共識所形

成的一種書面檔，是處理糾紛的法律檔依據。簽訂手術協議書既顯示出手

術的嚴肅性，同時也對美容者提供了法律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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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醫 學 美 學 

(一)醫學美學的定義 

1.美學是一門研究美與審美及其本質與規律的科學。 

2.醫學美學是以醫學和美學原理為指導，運用醫學方式和美學方式的結合來研

究，維護、修復和再塑人的健康之美，以增進入的生命活力美感和提高生命品質

為目的新興領域。 

3.醫學美現象:醫學美、人體美、醫學審美，醫學美感及其在醫學活動中展現出來

的現象。 

4.醫學審美意識，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活動，要注意其特點：美感的來源，美感的

時代性、美感的民族性、美感的個體差異性、美感的實務性。 

5.健康長壽本身就是一種美，一種醫學美，健美:健康和美兩片語成一個複合句。 

健康美:例如形容一個女人為黑牡丹。 

使自己的容貌和形體更符合形式美規律的要求，對於美的認識，審美觀和時

代、民族、種族、社會經濟，文化狀態、醫領域學水準相關。例：唐朝以胖為美，

太平洋島國亦是。 

6.基本點；以醫學審美為核心，以醫學與美學相結合的理論為基礎，運用醫學

與美學相結合的技術方式來研究醫學領域中的美學現象和審美實施及其規律。 

(二)任務 

1.醫學美學領域的基本任務研究醫學領域中的各種醫學美和醫學審美

規律。 

2.加強對醫學審美教育的研究和實施改善學校、醫院的環境，提高學生

的素質、修養、正確解決醫務工作者的自身的內在美，外在美和審

美修養，做好醫療保健工作。 

3.加強研發，醫學美學理論及相關領域的研究。 

(三)醫學美學與美容醫學的關係 

1.美容醫學是一門以人體審美理論為指導，採取手術與非手術的醫學方式，來

直接維護，修復和再塑人體美，以增強人的生命活力美感和提高生命品質為目的

的新興醫學科際整合領域。 

美容外科 

美容皮膚科 

美容牙科 

實體美容技術 

美容中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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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內科:可將其分為營養美容、藥物美容 

2.基本任務 

滿足社會族群愛美的需求。 

不斷改善美容醫學整體領域系統。 

深入研究醫學人體美學和美容醫學心理學。 

加大與相關領域的整合和借鏡。 

3.美容醫學領域的實施範圍 

(1)對一些不作為的疾病，但某些不盡完美，本人要求透過醫學美容來解

決，例如單臉，而這些人應稱為就醫者。 

(2)有先天或後天畸形，有外觀欠缺，又有功能障礙的人，應該認為是患者。 

(3)皮膚的美容護理（非醫療美容）又稱生活美容……。醫療美容是指運用

手術、藥物、醫療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創傷性或侵入性的醫學技術方法，

對人的容貌和人體各個部位形態進行的修復和再塑。 

(4)美容心理諮詢和自我保健 

注意醫療美容和非醫療美容。生活美容、醫學美容、健康美容等名稱的含義。

生活美容又稱“美容化妝＂它主要包括皮膚的護養美化，化妝品的選擇和運用，

五官的修飾與化妝，臉型的配合，髮式造型與梳理等。不屬於醫學專業，作為醫

學人員適當的學習是需要的，但是運用科學的方法來達到美化人體的技藝，以後

將形成一門獨立的領域。 

(四)美學概要 

1.形式美的基本含義 

形式美是指自然、生活、藝術中的各種因素（例如色彩、質感、形體、

線條、聲音等）及其有規律的組合所具有的美。 

社會美:社會生活中的事物美 

自然美:自然界的事物的美 

藝術美:藝術作品中的美 

科技美:科學美和技術美 

2.形式美的感性因素 

人的感官器官:眼、耳、是主要是審美器官，感性因素。 

(1)色彩 

三原色:紅、黃、藍暖色:紅、日本口腔科內牆以粉紅色、溫暖。 

綠藍:沉靜、是手術室牆壁的基本色彩。 

(2)形體 

①點:要素中的基本元素，隆鼻的黃金點圖 

②線:分為直線、曲線、折線（直線的轉折），曲線美。 

③面的形態可分為方、圓、三角形、（三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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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體:球體、方體、錐體。 

⑤聲音:節奏，旋律就成為聲音這一形式美的重要構成因素。 

3.形式美法則的應用 

(1)整齊、節奏（有規律的反覆） 

人體的組織結構、生理節律和活動規律，都是富有節奏的。 

(2)對稱、均衡 

①對稱是形式美的因素，人的形體構造佈局，在外部形態上都是對

稱的。 

②對稱也是均衡，機械的均衡是一穩定中的動態，比對稱更彈性。 

(3)調和、對比 

調和把兩個相近似的東西並列在一起 

對比把兩種極不相同的東西並列在一起，例穿衣黑白二色。 

(4)比例，和諧 

比例是指事物整體與局部，局部與局部之間的關係。 

和諧即多樣統一，它是整體、節奏、均衡、比例整合性美的形式。 

和諧是身體組織各部分之間組成的協調和配合的默契，人體為客體，其本身就

是美的統一整體，有對稱的造型，均衡的比例、柔和的線條、彈性的肌肉、光潔

的皮膚，顧盼的眼神，彈性的動作。 

4.美和美感 

美感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理現象，是指客觀存在的諸審美對象在人的頭腦中的

一種創造性反映。 

醫學整體觀與美學整體觀的整合，現代整體醫學模式則以系統整體性為特色，

整體反映人的本質，是醫學向整體觀發展的系統模式。 

(1)作為一個完整的人，即肉體（五官感覺）和精神（感覺的人性），兩個方面

的整合性反映醫學整體觀和美學整體觀相整合的結果，導致醫學美學整體觀的形

成。 

①頭面部五官 

面型是容貌美的基礎 

②頭面與全身 

體型—健康美—健美體型 

頭面與全身的比例，對稱、均衡 

③不同的民族 

眼、鼻、歐美與亞洲人的眼、鼻外形差異，反映在頭面外形審美要求 

④職業 

一個演員、如鋼琴家，他很注意側面形象，尤其是中線的鼻 

⑤時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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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以胖為美太平洋島國也以胖為美，人為知已者容，現在有一種錯

誤的認識，人為知已者瘦。 

⑥階級 

19 世紀俄國美學家車爾尼霍夫斯基所說的，在農民看來，美人應該是健康的，

而貴族心中的美人是病態、柔弱、萎頓、慵倦的。審美力是在生命過程中形成，

而美感的形成，則是審美力昇華的起點。美感在本質上是一種認識活動。美和美

感是在人的社會實務中產生的，它們是人類實務中形成的審美關係的兩個方面，

美是客觀物件的審美屬性，美感是對美的能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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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受術者行為分析 

一、相關概念界定 

(一)美容受術者(資料來源: 

Pang Hong ju，美容受術者的體像與自尊研究，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論文) 

為了更明晰地瞭解本文所界定的美容受術者的定義，我們先瞭解一下美容整形外

科與重建整形外科，它們是整形外科的兩個部分。具體細節茲闡釋如下： 

1.美容整形外科(Cosmetic Surgery) 

美容整形外科，是整形外科的一個分支，其工作內容為對具有正常解剖及生理

功能的人體進行形態的美學修整和再造。物件一般是容貌正常的人，他們為了使

自己的容貌或體態更加完美而選擇做美容手術，即俗稱的“美容手術＂或“美容

刀”。手術項目包含：點痣、割雙眼皮、去眼袋、隆鼻、植眉、下頜角整形、顴

骨整形、拉皮、乳房整形、抽脂、雷射去斑、除毛、換膚等。 

一則外文文獻這樣描述美容整形外科與整形外科的關係：美容整形外科是整形

外科的一種特殊應用，它的目的不在於修正先天性的缺陷，而在於調節受術者不

能接受的或者她認為不和某個時代審美觀點一致的體貌特徵，儘管並沒有達到絕

對的相衝突。因此，美容外科就帶有很大的主觀色彩，尋求美容手術的人活在他

們外在體貌和內在自我體像的一個徘徊狀態。 

2.重建整形外科(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重建整形外科是整形外科的另一個分支，是為那些因先天畸形、外傷或腫瘤而

造成肢體殘缺的族群做的手術，也就是將人們身上原本不正常的部分重建到正

常。這些手術可分為四大部分：燒燙傷的治療和重建；顱顏外科(臉部外傷、顏

面骨折、唇顎裂、其他先天顏面畸形的治療和重建等)；手外科及顯微外科(手部

外傷、先天畸形、斷肢重接、顯微皮瓣移植)；一般整形外科(皮膚腫瘤切除及重

建、褥瘡及皮膚潰瘍的治療及重建、頭頸部腫瘤切除及重建等)。 

本研究所研究的族群來自於美容整形外科，目前國內現有研究用不同的名稱標

識尋求手術的愛美人士，例如：何倫教授(1996)用“美容受術者”，邵雲(2000)

用“美容整形手術病人”；周正道等(2000)用“整形美容受術者＂；鄭錚(2007)

用“整形科求術者”；付文彬等(2008)用“整形美容受術人員”。本研究採用何倫

教授對愛美人士的稱呼，即“美容受術者”。 

3.美容受術者(Cosmetic Surgery Patient) 

翻閱國內美容受術者的相關研究發現，直至今日，美容受術者的界定還是很少

有人論及，鑒於本研究的需要與實習經歷，本研究參考美國醫療衛生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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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對美容受術者的定義將美容受術者定義如下： 

美容受術者是指那些具有正常的解剖及生理功能，並沒有先天性缺陷與發展障

礙、外傷、傳染病、腫瘤等疾病造成的肢體殘缺，只是借助美容手術來完善現有

的身體外貌以提高外貌滿意度的族群。 

(二)體像 

體像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念，它的研究在世界年輪上已走過了近 60 年的歷

史。不同的研究學者從不同的角度和研究假設對它提出了不同的界定，從簡單的

體像對身體的表徵功能到體像混合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從單一構面到多重構

面，充分證實了體像概念的複雜性。 

Paul Schilder，一位神經學家、精神分析學家，於 1950 年在其著作《體像與人

體外表》(The Image and Appearance of the Human Body，1935／1950)一書中首次

介紹了體像的概念，開創了體像研究的先河。他認為，體像(body image)就是我

們在自己心裏形成的關於我們自己身體的圖畫，包括身體知覺和身體概念兩部

分。身體知覺即對自己身體生理心理功能特徵的認識，身體概念即對這些特色的

態度。受他影響，此後體像形成了形形色色的深奧描述。 

Heinberg、Altabe、Thompson 和 Tantleff—Dunn(1999)這樣定義體像：“體像

是人們對自己外貌的內在表徵”。不同的內在表徵會引發不同的心理反應，而這

些各式各樣的反應就產生和描述了體像的內容。 

《簡明心理學百科全書》(1991)把體像定義為：個體對自己身體所具有的身體

表像。由個體對自身的內部感覺、情感、幻想以及對外部事物、人際關係的交往

經驗發展而來。 

Cash(1990)在《體像：過去、現在和未來》一文中，指出：體像不只是一個人

的外貌，它有很多構面，包括自我認識與態度、自我觀念、自我體驗和行為等。 

Sarge Grogan(1999)也認為，體像是一個多面體，包括對身體的知覺、想法及

感受，並且這些知覺、想法和感受不是一成不變的，是會隨著社會影響而改變的。 

《張氏心理學辭典》(1989)認為，體像是個人對自己身體特徵的一種主觀性

的、綜合性的、評價性的概念。此概念包括個人對自己身體各方面特徵的瞭解(例

如強弱等)與看法(例如美醜等)，也包括他所感覺到的別人對他身體外貌的看法。 

隨著體像研究的開展，與體像相關的名詞也層出不窮，諸如，身體自我、外貌

評價、身體圖式、身體概念、身體關注度、身體輪廓等等。就是“體像”的寫法，

也有一些爭議，有的寫做“體象”，有的寫做“體像”。國內首先提出體像一說的

東南大學何倫教授，開始也寫做“體象｀＇，後來在《幻想醜陋》一書中，更正

為“體像”。 

本研究中的體像採用何倫教授對體像的定義，即，體像是人們對自己身體的心

理感受，是對自己身體的姿態和感覺的總和。簡而言之，是個人對自己身體所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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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美醜、強弱等主觀評價。 

體像是所有傳入身體的感覺在大腦中進行整合的結果，它與人的情緒和人格聯緊

密相連，為身體活動提供一個參考的系統，同時，也為自我評價提供一個固定的

基礎，正如何倫在《幻想醜陋》一書中所指出的體像與人格的關係一樣。 

(三)體像障礙 

體像障礙，又稱為軀體變形障礙(BDD)，是歐洲的 Morselli 於 1886 年第 1 次

在醫學文獻中提出的，起初稱之為“畸形恐怖”。DSM-IV 中給出了明確的界定。 

何倫將 BDD 定義為客觀身體外表並不存在缺陷或僅僅存在輕微的缺陷，而個

人想像出自己的缺陷，或將輕微的缺陷誇大，並由此產生心理痛苦的病症。BDD

的共通病為疑心病、強迫症、社交恐怖症與焦慮症。 

BDD 在國內還屬於一個比較新的概念，大多數 BDD 患者不能意識到也不承認

自己的病症，而常常向美容整形外科、皮膚科或口腔科求助。 

有研究者稱，體像障礙(BDD)是繼正常體像心理、一般體像心理困擾之後的第

三種體像心理狀態。 

在下文出現的體像心理一詞，是指美容受術者所擁有的一種心理狀態評估，它

源于美容受術者對自己體像的認識和評價。就分類來說，有正常心理狀態(能準

確評價自我體像，有正確並科學的審美態度、觀念、求美動機和行為)、一般體

像心理問題(自我體像認識不準確、求美期望偏高、存在自我形象醜陋的先占觀

念、但整容願望並不迫切)、體像障礙(自我醜陋的先占觀念，過分誇大輕微缺陷

的體像認知，並由此帶來精神痛苦，影響工作、學習、生活和其他社會功能)等。 

(四)自尊 

國際自尊心理協會執行理事長 Branden 認為，“自尊是內心深處的一種感覺，

位於生命的中心。”Solomon(1991)認為“很難想像哪些行為與滿足自尊的需求無

關”，Brown(1988)認為“自尊是治療當代社會心理疾病的萬能藥”。 

詹姆士是心理學領域中研究自尊的奠基人之一。早在 1890 年，他就提出了自

尊是個人對自己抱負的實現程度，還提出了著名的公式，即自尊=成功／抱負。

庫利在詹姆斯的基礎上，用“鏡中我＂來說明白尊的發展，即個人在社會交往中

想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鏡像過程)，並從這些評價中攝取自己的形象，從而形成

與自我感覺相聯結的帶有情感和評價性質的觀念:自尊。 

國內外關於自尊的定義有很多，均是從不同的角度提出，在此簡單介紹幾種西

方心理學家對自尊的定義：R．E．Bill(1951)提出了差距理論，即個人的自尊是

由真實自我與理想自我之間的差距決定的。兩者差距越大，焦慮越高，自尊感就

越低。 

Steffenhafen(1983)提出自尊是指個人對自我的知覺的總和，其中包括它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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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自我意象和社會概念。 

Coopersmith 認為自尊是個人對自己做出的並通常持有的評價，它表達了一種

肯定或否定的態度，表明個人在多大程度上相信自己是有能力的、重要的、成功

的和有價值的。 

Rosenberg 認為自尊反應了知覺到的個人的現實自我狀態和理想或期望得到自

我狀態之間的差異。 

國際自尊協會執行理事長 N．Branden 認為：自尊指的是人們在面對生活基本挑

戰時的自信體驗和堅信自己永遠幸福的社會權利意志，由自我效能和自愛兩部分

所組成。 

國內學者對自尊的界定： 

朱智賢認為：自尊是社會評價與個人的自尊需要的各項反映。 

荊其誠認為：自尊是個人自我感覺的一種方式，一種勝任愉快值得受人敬重的自

我概念。 

林崇德認為：自尊是自我意識中具有評價意義的成分，是與自尊需求相關聯的、

對自我的態度體驗，也是心理健康的重要指標之一。 

黃希庭認為，自尊即自我價值感，是主體對自我的正向的情感體驗。 

綜合下來，國內外所有的自尊定義中都包含兩個基本因素，即自我評價和情感體

驗。 

根據本研究的預期，本研究定義的自尊是自我觀念中，一個具有評價性質的成

分，也就是說，一個人對其自我或人格等重要品質所做評價的整體感覺，是對一

個人作用和價值所做的整體性情感評價。與其相對應的是自卑，自卑表現為自 

我評價低、妄自菲薄、甚至自暴自棄。自尊與自卑在心理動力特徵上具有非常大

的互補性，就如同白晝和黑夜。 

現在對研究中經常與自尊概念相混淆的自信進行如下解釋： 

自信是一個人對自己能力或技能的感受，是對自己有效地應付各種環境的能力結

果的主觀評價，與自尊相比，它更為強調的是環境的作用，從來源上而言，自信

是在自尊需求的基礎上，因這一需求滿足狀況沉澱而產生的。自尊與自信密切相

連，但不同質。與自信相對應的是不自信，即人嘗試用自身有限的經驗去掌握這

個陌生世界時的內心產生的那種忐忑不安的感受。 

關於自尊的結構由最初的單一因素模型，發展到後來的二因素、三因素、四因

素、六因素乃至八因素，此外還有內隱和外顯自尊之分，並且近來研究又出現了

自尊異質性的探討，研究學者把高自尊分為安全的高自尊和防禦的高自尊、健康

的高自尊和不健康的高自尊等。在本研究中，定義的自尊仍然屬於外顯自尊層

面，也不涉及自尊的異質性方面，仍然是普通意義上的整體性情感評價。訪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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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析體像與自尊的互動採用的是 Shavelson 四因素模型，即從學業自尊、社會

自尊、情感自尊和軀體自尊的變化分析體像與自尊的動態過程。 

第一節國內外的體像研究 

二、國外的體像研究 

(一)國外體像研究的歷程簡介 

神經學家、精神分析學家 Paul Schi lder 於 1950 年完成著作《體像與人體外表》

(The Image and Appearance of the Human Body，1935／1950)，自此開啟了體像研

究的先河，至今已走過了 60 年的歷史，在研究者們的努力下，取得了比較豐富

的理論研究成果。現根據所查文獻就體像研究做以下簡單梳理。 

第一階段為 20 世紀中葉，著名代表人物為 Paul Schilder、Seymour Fisher 和

Franklin Shontz。 

在 1990 年之前，體像研究主要集中在神經病理學方面，大多研究腦損傷病人

對身體的知覺扭曲情況。Paul Schilderl950 年以《體像與人體外表》一書打破了

神經病理學一統天下的局面，開啟了體像研究的新時代。他從更為廣闊的一個視

野去闡述了體像，提出了生物、社會、心理學綜合研究導向，為後續人員的研究

打開了思路。 

同時，Seymour Fisher 也是體像研究的著名學者。他幾乎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用

精神動力學去研究體像，並且提出了“體像輪廓＂(body image boundaries)理論，

即通過分析個人羅夏墨蹟測驗的分數來測量他所擁有的體像輪廓，進而揭示身體

外表是個人心靈投射這一原理。 

Franklin Shontz 是認知行為導向的先鋒，他反對從精神動力學的角度去分析體

像，主張從實驗心理學的多種角度去整合各個理論和多種資料。他的著作《認知

身體體驗》(Perceptu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Body Experience)連 

同後期的著作把體像研究的視線從精神動力學導向轉移到了認知一行為導向。他

認為體像是多重構面的，並把他實驗得出的結果廣泛應用到瞭解和協助那些先天

有生理缺陷的人上。 

雖然體像研究的視角轉到了認知:行為導向，似乎精神分析動力學導向被擱

置，但是，後續研究證明精神動力導向在體像研究中確實發揮著無可取代的功能。 

第二階段，即現在，臨床心理學和精神病學主導了體像研究的方向，研究的主

題大多集中在年輕婦女以及青少年的飲食障礙。例如，Thomas F．Cash 的《實

際上的肥胖與想像中的肥胖：體像、飲食習慣、滿意度之間的關係》(Being Fat 

versus Thinking Fat：Relationships with Body Image，Eating Behaviors，and Well—

Being，1990)；Thompson 的《體像困擾：診斷與治療》(Body image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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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and Treatment，1990)、《體像、飲食障礙和肥胖：一個診斷與治療的

綜合手冊》(Body image，Eating Disorder，and Obesity：An Integrative Guide for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1996)、Thompson 和 Smolak 的《青少年體像、飲食

障礙和肥胖症狀的診斷、預防與治療》(Body Image，Eating 

Disorder and Obesity in Youth：Assessment，Prevention，and Treatment)。 

這一系列的研究拓廣了人們對體像的瞭解和認識，促進了體像研究的蓬勃開

展。 

但是，這一時期的研究也有一個局限，那就是把體像研究僅僅限定於只和女

性有關，只關乎體重和體形這兩個方面。 

就職於佛吉尼亞心理學專業協會(Old Dominion University，and Virginia 

Consortium for Professional Psychology)的心理學教授 Thomas F．Cash 在《體像：

過去，現在和未來》(Body Image：Past，Present，and Future)一文中提到，體像

研究必須跨越狹隘的視角去捕捉人類更為豐富多彩的身體體驗。 

他對體像研究的前景進行了積極的展望和大膽的設想，指出未來體像研究的著

眼點應該集中在具體的身體特色，如身高、外貌吸引度等方面，研究美容手術對

身體意象、心理功能、人際關係、生活品質等的影響；研究跨文化角度下的體像

特色；研究醫學和相關健康領域，如美容整形、牙醫、護理等領域中的體像；探

討身體多重構面問卷的效度；研究在人的一生中，促成積極和消極體像形成的多

種因素，進而研究積極和消極體像對個人心理產生哪些影響；探討體像與行為變

化(例如鍛練身體、飲食控制)等的關係；探討矯正消極體像，促進積極體像形成

的有效干預方法等。 

但整體來說，當前體像研究缺乏整合統一性，這一點，Franklin Shontz 和

Seymour Fisher 在幾十年前就已經提到過。 

本研究所做的研究屬於 Thomas F．Cash 所指出的第三個階段中的內容，即美容

整形領域下的體像研究，以及初步探討促成積極和消極體像形成的多種因素，及

對個人心理產生的影響。 

(二) 體像形成及影響因素的研究 

體像形成和影響因素大致說來有下列幾種觀點： 

 

1.社會文化觀 

體像的社會文化觀認為，個人所持有的價值觀與行為受社會文化價值觀的影

響。例如，一個社會、一種文化比較推崇外貌長相，並且傳達出它們尤其重要的

話，那麼，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必然也會非常看重自己和其他人的外貌。 

2.心理動力觀 

心理動力觀體像理論以其敏銳的透視力與層層解剖的功力來分析體像形成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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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其影響因素，為我們瞭解這一系列內容提供了一扇便利獨到之窗。 

Sandler(1994)強調身體自我是心理自我的源泉，體像是自我表徵的基礎，並且

十分強調護理人(主要是父母)在孩子體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功能。 

如果護理人能夠密切關注孩童的感覺和需求，並給予適當的回應與行為上的互

動，那麼，孩童就會形成一個比較明確且和諧的體像認知。相反，如果護理者不

能及時關注到孩子的情感需求，不能給之以適當的回饋和行為互動，甚至是無視

這些信號，那麼，孩童就可能會產生否認、防禦性、分離等消極感受的混合，並

且最終會發展出扭曲、消極的體像認知。然而，不管體像認知是積極的還是消極

的，原則上都要隨著身體的成熟而發展，而且伴隨著心理自我的發展，二者逐漸 

合為一體。但是，Krueger(1989)指出，如果～個人和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沒有建

立良好的關係的話，那麼，他的體像認知和心理自我的發展就會遭遇中斷，進而

形成消極的、扭曲的體像認知和心理自我。這一結果的影響之一便是這些人內 

在情緒調節能力降低，體像認知與心理自我之間更難聚合在一起。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他們還是想跟自己的身體有所連接與感知的話，他們就一定會想盡各種

辦法來強化自己身體的存在感與各種主觀意識。這一些方法中，有一些方法更為

極端 

一些，例如他們會通過過度運動、過度飲食、自殘、對肉體實施手術等強

烈刺激行為來重獲一個鮮活的身體存在感。Farber(2000)認為，各種各樣的

自殘、自我傷害行為之所以存在，其背後就是因為成長過程中有了一些發展

不完備而又內隱且難以表達的身體體驗存在。 

3.認知-行為理論 

認知-行為理論把影響體像形成的因素分為歷史因素與現實因素。歷史因素是

指那些影響自己對體像感覺和認知的過去事件和體驗，其中，人際關係體驗、身

體特徵以及社會文化是最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它們慢慢地滲入到個人認知中，影

響著個人基本的體像認知圖式和態度。現實因素是指目前面臨的生活事件，在認

知-行為理論看來，某些情境線索或事件會啟動人們一貫的外表圖式加工模式。

對於一些會讓人們不愉快的思想和情緒，處於保護自己的本能衝動，人們會採取

-些認知策略或者行為來應對。相關研究表明，人們一般會通過回避、外表固著

和合理接受這三種方式來應對。 

具有問題體像認知圖式的族群多採取迴避、外表固著等應對方式，而普通族群

則更多地採用合理接受的方式。在這些理論基礎上，Cash 提出了體像發展與體

驗的認知行為模式。對體像持有什麼樣的態度會影響人們的認知、情緒和行為之

間的互動，最終影響到人們對自己的體像關注程度有多大，以及怎樣看待自己的

體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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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女權主義觀點 

女權主義對體像的觀點是，社會建構了女性對自己身體的體驗，女性不滿意她

們自己的身體外貌，並不是她們心理有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現象。 

三、大陸的體像研究 

(一)大陸體像研究的物件主要集中在學生族群 

例如，西南大學黃希庭研究團隊自 2002 年起對中學生的身體自我做了一系列

的研究，編制了青少年身體自我量表等，在成渝兩地的中學開展了身體自我與其

他方面的關係研究。 

浙江教育學院的研究團隊高亞兵，彭文波，駱伯巍等人採用自編的《青少年學

生體像煩惱現狀調查表》等工具，於 2005 年對浙江大學(紫金港校區)、浙江教

育學院、杭州市安吉路實驗學校、杭州市電子職高等 10 所學校的學生進行了調 

查，合作探究了大中學生體像煩惱的一些問題，共發表相關文章 7 篇。 

朱曉慧(2006)、馮秋燕(2005)、路紅，祁祿(2004)等就對大學生的體像開展了

一系列研究。 

當然除了學生族群，也有關於特殊族群的研究，例行如，韶紅、張秋敏 2000

年採用問卷調查法對 240 名已婚、孕 28-40 周婦女的體像等做了調查。朱武、杜

乾君 2005 年採用問卷調查法對 100 個個案減 Hef-J 診女性就診者的體像、社會

支援、性格等進行了研究。此外，就是關於美容受術者的研究，這一部分在後面

會單獨詳細介紹。 

(二)體像相關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我價值感、憂鬱、社會迴避、自尊、應

對方式等方面。 

西南大學碩士生曾向的畢業論文《青少年身體自我及其與自我價值感關係的研

究》(2001)編制了青少年身體自我問卷的七個構面，指出隨著年級的升高，青少

年對於具體的身體指標的看重程度呈現下降趨勢，對健康等綜合指標的重視程度

提高；指出身體自我是自我價值感的重要源泉，驗證了 FOX 等人提出的身體自

我和自我價值感層次模型。 

黃希庭、陳紅、郭成在《中學生身體自我滿意度與自我價值感的相關研究》(2004)

中，指出整體上中學生身體自我滿意度與自我價值感有顯著的相關，高、低自我

價值感的中學生的身體自我滿意度有極其顯著的差異。 

謝原的碩士論文《大學生身體自我發展特色及其對自我概念自我價值感的影

響》(2004)一文，採用問卷測量法從性別、年級、專業等影響因素對西安大學生

的身體自我特色進行了初步探討，揭示了大學生身體自我對自我概念、自我價值

感的重要影響功能，驗證了大陸外有關身體自我影響自我概念發展的理論以及身



 

 35

體自我是自我價值感的重要來源等理論。 

祁祿在《性別、憂鬱、自尊與體像評估：關於大學生體像的調查研究》(2004)

一文中，從性別分析的角度，用問卷調查法對大學生的體像評估及其與自尊、憂

鬱水準的關係做了研究。指出，不同性別被訪者在體像態度、體像評估、求瘦行

為、減肥方式等方面存在顯著差異；低體像評估與低自尊、高憂鬱水平之間存在

顯著的相關性。 

美容受術者的體像與自尊研究者，山西大學碩士生馮秋燕在畢業論文《大學生

身體意象及其與憂鬱、社交迴避苦惱關係研究》(2005)一文中，通過質和量相結

合的方法，對大學生身體意象特徵及其與憂鬱、社交迴避苦惱的關係進行了全面

而細緻的研究。指出低身體意象的大學生更容易產生憂鬱心境、社交迴避苦惱。 

華東師範大學朱曉慧的碩士論文《藝術專業大學生的體像與心理健康的關係》

(2006)一文，採用問卷調查與訪談研究相結合的方法探討了藝術專業大學生的體

像與心理健康的關係問題。指出，藝術大學生比普通大學生有更差的體像狀況與

心理健康狀況，並且均達到顯著水準；體像狀況和心理健康水準呈現極其顯著的

正相關。 

鐘芳、雷良忻、高椿雷的《大學生體像與自尊的相關研究》(2007)一文採用多

維自我體像關係調查問卷和自尊量表對 355 名大學生的體像和自尊問題進行了

探討。結果證實，體像各個構面和自尊有顯著相關。整體來說，體像得分越高，

自尊越高。 

田禾豐、陳紅香、袁焱等人的《青少年學生體像煩惱、孤獨、應對方式的相關

研究》(2008)一文，採用調查問卷法收集了 293 名中學生的體像煩惱、孤獨和應

對方式有關指標及身高、體重等人口學資料。指出，有體像煩惱和孤獨的青 

少年學生傾向於採用消極應對方式。 

(三)體像障礙的研究在探索中前進 

目前，大陸關於體像的一種特殊狀態體像障礙的研究在資料庫中查到的有何家

聲、何倫、魯龍光等《體像障礙的流行病學調查》，他們運用《體像障礙調查表》

對隨機整群抽取的南京市 3 所高等院校(醫、理、工)、2 所中學(初中、高中)、1

所成人教育學院進行了調查。研究結果顯示，體像障礙主要集中在 18-25 歲，男

女發病率無顯著差異。此外，東南大學何倫教授在《幻想醜陋》一書中對體像障

礙做了較為精緻的介紹。 

文禎中等(2008)用體像障礙自評量表、青少年生活事件量表、控制圈等對 200

名大三學生和 180 名高三學生實施測量。結果顯示，高中生體像障礙比大學生嚴

重；負性生活事件與自我控制感可以預見體像障礙的程度。 

王瑩(2007)從個人因素、生物學因素、遺傳因素、社會文化因素、家庭因素、

應激因素、性別因素等方面論述了體像障礙形成的相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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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體像的測量 

就像在國外體像研究歷程裏所回顧的一樣，體像確實不是一個簡單構面的概

念，根據這多種的構面，以往研究者們發展出了不同的測量方法，例如問卷測量

法、畫人測驗法等。 

1.問卷調查法 

最為常見的體像測量技術就是問卷調查法，使用也最為廣泛。一般常用的測量

問卷有： 

(1)軀體自信量表(Body Esteem Scale，BES) 

軀體自信量表是由 Franzoi 和 Shield 在 1984 年編制的，它是用來評定自我概

念中可能與自尊有重要聯繫的特殊一面，即個人對自己的身體及外貌有什麼樣的

感受。整個量表共 32 個項目，5 點計分，1 代表“感覺非常不好”，5 代表“感

覺非常好”。該量表有男女性別上的差異，女性主要測量其性的吸引力、對體重

的關心、身體狀況三方面，男性則涉及到身體吸引力、體力、身體健康狀況三方

面。總分分值在 32-160 分，分值越高，意味著對自己的身體越滿意度。BES 與

其分量表具有相當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0.78。 

(2)多重構面自我身體關係問卷(Multidimensional Body-Self Relations 

Questionnaire，MBSRQ) 

多重構面自我身體關係問卷是測量體像態度的問卷，共有 69 個題目，為 5 點

計分，1 代表完全不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Brown，Cash&Mikulka(1990)指出，

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係數為 0.88，Cash(1994)指出 3 個月後的重測信度為 0.91。 

(3)身體部位滿意感量表(Satisfaction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Body Parts Scale) 

身體部位滿意感量表由 Berscheid、Walster 與 Bohrnstedtl973 年編制，量表要

求被試者對自己身體部位的 9 個部分做滿意度評估，採取 5 點計分，內在一致性

係數是 0.94，重測信度是 O.90。 

上述量表均為一般族群的體像測量工具。 

2. 畫人測驗法 

畫人測驗法是投射測驗中的一種，其使用原理類似於 Fisher 用羅夏墨蹟測驗來

研究體像與人格的原理。其具體方法為，邀請被試在一張白紙上隨意畫出人的身

體形象，由經過專門訓練的專家根據各項評估標準對其人物畫像加以分析，例如

頭部、軀幹、衣著等等。 

畫人測驗實施起來比較簡單，且很大程度上降低了被試者的防禦心態，更容易

讓研究者看到被試內心隱藏的人格特質，但是，因其主觀性較大，所以，對評估

專家的要求也比較高。 

畢竟，美容手術還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很難斷定通過談話就獲得了真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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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而房樹人測驗作為一個輔助工作能夠協助研究者深入到面具的背後去發現

更多的精彩。此外，相比較而言，房樹人測驗比畫人測驗更能全面透視一個人的

整體人格各方面特色，這也是研究者選用房樹人而非畫入測驗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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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美容整形醫院的服務行銷 

“服務行銷＂一名詞出現在 1960 年代。簡單地說，服務行銷是市場行銷的一

種，更進一步說，服務行銷既是市場行銷的衍生物，又是市場行銷領域的拓展。

醫院經營的宗旨就是在顧客整個就醫過程中儘量去滿足顧客的各種需求，同時在

這一過程中呈現出自己的價值，從而獲取更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服務行

銷，是市場行銷發展到相當階段而必然產生的二種新模式。它的優勢在於能夠比

較順利地爭取消費者再購或者長期購買，其中的附加價值呈現是無法用一般的產

品投入來計算的。 

如何運用服務行銷?如何將服務行銷在醫美中心的整體經營中運用的更好?都

值得我們去深入探討。 

一、服務行銷的涵義 

實際經濟生活中的服務可以區分為兩大類。一種是服務產品，產品為顧客創造

和提供的核心利益主要來自無形的服務。另一種是功能服務，產品的核心利益主

要來自形成的成份，無形的服務只是滿足顧客的非主要需求。貝瑞和普拉蘇拉 

曼(1991)認為，在產品的核心利益來源中，有形的成份比無形的成份要多，那麼

此種產品就可以看作是一種“商品(指有形產品)；如果無形的成份比有形的成份

要多，那麼這個產品就可以看作是一種“服務＂。 

與服務的此種區分相一致，服務行銷的研究形成了兩大領域，即服務產品的行

銷和顳客服務行銷。服務產品行銷的本質是研究如何促進作為產品的服務的交

換：顧客服務行銷的本質則是研究如何利用服務作為一種行銷工具促進有形產品

的交換。但是，無論是服務產品行銷，還是顧客服務行銷，服務行銷的核心理念

都是客戶滿意度和客戶忠誠度，運用取得客戶的滿意度和忠誠度來促進相互有利

的交換，最後實現行銷績效的改進和企業的長期成長。 

二、整形美容醫美中心的服務行銷策略 

(一)有感是整形美容醫美中心服務行銷的第一條件 

整形美容醫美中心服務行銷策略是做好醫療服務經營的核心內容。它為醫療機

構做市場經營決策的核心內容，具有豐富的內涵。行銷觀念的重點內容包括下列

幾個層面。 

1.就醫者需求導向的觀念 

近年來，各級醫療機構都提出了“客戶導向＂的理念和宗旨。從醫療機構與客

戶之間的關係來講這是十分正確的，它比在生產觀念和服務觀念指導下的做法大

大前進了一步。在理念上，要把客戶的看病過程看作是一個被尊重的過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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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是醫美中心發展的基本動力。要從兩層面認識客戶： 

(1) 要瞭解客戶價值的內涵。 

客戶價值由兩層面含義所組成，一個層面是客戶為醫美中心創造的價值，具體

地呈現為實際的醫療消費額、終身的消費額、需求貢獻、利潤貢獻等。另一層面

是醫美中心為客戶所創造的價值，其中包括客戶利益的獲得，滿足客戶的偏愛，

在物質上、精神上、環境上、安全上、技術上的滿意度。這兩個層面是相輔相成、

互相制約的關係。只有醫美中心首先給客戶做出貢獻，讓他們獲得利益，客戶才

會有所回報，而為醫美中心提供收入和利益。 

(2)認識客戶的重要性。過去把客戶稱為上帝只是表面上的尊重，並沒有把客戶

看作是“衣食父母＂、醫美中心生命的源泉，醫美中心的利益是客戶所賜予的，

員工的工資是客戶所發的。只有贏得客戶的青睞，醫美中心才能生存和發展，在

認識提昇之後，在行動上才能為客戶誠心誠意辦事；一心一意辦好事，盡心竭力

解難事，與客戶建立長久、互惠、互利、互相信任的雙贏合作關係。 

(3)要滿足就醫者有關醫療服務的全部需求 

在市場化經濟的前提下，從醫療服務行銷的角度而言，醫療機構就是為人們提

供平等的醫療服務的場所，人們到整形美容醫美中心是來追求美的，客戶和醫務

人員是處於平等的地位和關係之中。對客戶而言，其就醫時對醫療服務的需求，

核心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用最少的費用支出、獲得沒有副作用的診療措施

解除其痛苦。 

(4)要滿足就醫者不斷變化的需求 

整形美容需求，是運用整形美容專案的壽命週期理論，即不斷推出的新療法、

新技術來滿足此一需求。如果一所整形美容機構的服務專案總是一副老面孔，沒

有新的專案，就不會滿足人們的健康需求，必然會被市場淘汰掉。 

2.在管理上，要聚焦客戶，關愛客戶，關愛健康 

醫美中心管理上要以客戶利潤最大化為宗旨，以客戶為主導，整合經營策略、

技術策略、品質策略、行銷策略；整合人、財、物、資訊、技術各種資源；整合

各種企業功能，對醫美中心組織機構、業務流程加以重組與再造。首先，醫美中

心發展策略要以客為尊，關愛客戶，關愛健康。建構客戶導向的組織機構，建設

扁平式、高效率、精幹的矩陣型組織模式，水平整合上加強跨部門、跨功能的溝

通，促進醫美中心內部的溝通協調與合作，使內部客戶在服務上得到滿足感。在

垂直整合上減少不必要的層級，上層要充分授權，使客戶所提出的問題能夠及時

解決，客戶的需求更快地得到滿足。 

其次，醫美中心人力資源管理上要以客戶需求、客戶導向為基本價值導向，考

量到客戶需要什麼樣的人力資源服務，怎樣提供這種服務，讓人力資源部門從

“權力中心＂向“服務中心＂轉變，制定出以客戶為導向的人力資源政策，此種



 

 40

政策呈現在入力資源功能的各個層面，例如人才招聘、人員訓練、薪酬標準、職

業生涯的規劃等均聚焦於客戶服務，讓客戶受 

益。在績效考核上強化客戶滿意度的加權值；在人員訓練上樹立對客戶忠誠的觀

念，為客戶服務的原則，確實掌握必要的服務技巧和能力。以客戶為導向做企業

流程再造(BPR)，設計更簡捷、更暢通、更方便、更具績效的業務流程。使客戶

和員工在流程中互動，充分滿足客戶的需求。 

3.在服務上，要最大程度地發掘客戶的終生價值 

突顯服務已成為當今世界的整體發展趨勢，與時俱進，更新服務理念，採取嶄

新的加值服務技術、開拓新的服務領域；建構新的服務體系；實行新的服務模式。 

建構客戶滿意度系統工程，建立系統的、完整的、標準化的服務系統：嚴密的、

精密的、可以量化考核的規章制度；激勵、和諧、不斷創新的執行機制。每一個

單位的工作人員都必須摸透客戶需求的瞬間變化，滿足客戶實際的需求、潛在的

心理需求、預測未來的需求。最大程度地發掘客戶的終生價值，在客戶的終生價

值中贏得最大利潤。 

重點要確實掌握個性化客製服務，對於十分苛刻的客戶要聽怨言、平怨氣、順

其心意；對猶豫不決的客戶應增加選擇，加強溝通。對節儉客戶要創造需求，引

導消費；對貧困的客戶要出資相助，減免費用。樹立當好服務人員的認知，以客

為尊地將利益讓給客戶、把方便讓給客戶、把舒適讓給客戶、把尊重讓給客戶、

把選擇讓給客戶。 

不管客戶意見對與不對都要吸取教訓；不管客戶說話好聽不好聽都要認真和藹

回答；不管客戶投訴正確不正確都要儘快答復；在服務中善於解決棘手的問題，

故意刁難的仍微笑；雞蛋裏頭挑骨頭的讓其順心：百問不煩認真回答；受到委屈

能忍耐。 

將客戶滿意不滿意、需要不需要、高興不高興作為衡量醫美中心工作的尺度，

一切聚焦於以客為尊，為客戶提供全程、優質、價廉、便利、求精的加值服務。

整形美容醫美中心更應從下列服務來強化： 

(l)人性化服務 

醫美中心奉行人性化醫療服務是現代化醫美中心管理的基本理念，對醫美中心

來說就醫環境、診療流程、醫生和客戶接觸和溝通交流，均應充分呈現人性化的

氛圍。 

一方面醫務人員的行為儀表、周到熱情的生活關懷、親切溫馨的語言交流和精

神安慰以及醫美中心內部衛生環境中診室病房的色調、光線等都應充分呈現一種

人文的呵護和人性的關愛。讓客戶感受到一種踏實的歸屬感。另一層面應著重於

呈現對客戶人身權利及人格的充分尊重與平等。 

其中包括客戶的知情權、選擇權，醫生和客戶之間的溝通，讓每位客戶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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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和體貼。再者也包括個性化服務和心理護理。 

(2)知識化服務 

知識化服務是社會和廣大客戶的需求：此外知識化服務也是醫美中心參與醫療

市場競爭，完善服務功能所必備的條件，同時還是現代醫美中心社會公益價值的

呈現。 

可以運用發放健康教育知識手冊，建立宣傳欄位，醫護人員給客戶講解健康知

識等等，運用人性化、個性化健康知識傳播，實現醫生和客戶雙方的新型溝通和

互動，達到雙方的默契合作，建立真誠的友誼和信任，進一步提昇了診療效果，

也為醫美中心贏得了永久的忠誠客戶。 

(3)家庭人文化服務 

現代醫美中心全新服務理念的內涵是“以客為尊＂，情感關懷和心理護理是其

重要的一部分，以客戶的需求為出發點，客戶滿意度為終極的目標。使醫生和客

戶之間真正成為朋友，醫護人員發自內心的對客戶情感的關懷和體貼，充滿人性

和溫情，使客戶感受到家庭一樣的親人般的溫暖。 

(4)為客戶提供附加價值 

(a)精緻化的服務，例如住院整體解決服務方案，客戶入院有專人照護，顧客出

院醫生和責任護士送到大門口；客戶過生日，送上鮮花；客戶出院我們電話追蹤

回訪，徵求意見，繼續提供幫助等。 

(b)建立重點客戶檔案，加強大客戶的行銷關係管理，對客戶滿意度和員工滿意

度加以分析。 

©利用醫美中心的競爭優勢 

廣泛開展醫療技術專案合作或者其他相關專案的合作。 

(d)利用資料庫搜集和累積客戶資訊，並做好資訊整理、匯總與分析，根據醫美

中心定位選擇目標客戶群，聚焦地為相關部門提供行銷資訊；做好醫護人員和其

他人員的行銷訓練，開展行銷技能訓練，提昇全員、全程的行銷水準。 

三、結語 

服務行銷把企業的經營目標與客戶忠誠度、員工滿意度以及企業的內部服務品

質整合起來，運用提昇企業的內部服務品質，從根本上找到企業做好服務行銷的

解決之道。 

對於醫美中心而言，要確實認知到客戶的忠誠度是由於對內部服務品質滿意的

員工給他們提供優質服務的結果，在此基礎上加強對自身功力的內外兼修，做好

對外部客戶的加值服務，針對服務的每一個部位去找到提昇客戶忠誠度的整體解

決方案辦法，終極實現醫美中心的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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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醫學美容品牌傳播 

 

隨著大陸市場機制的不斷改善和發展，醫療機構之間競爭逐漸白熱化。尤其是

整形美容行業的興起，民營整形機構雨後春筍般湧現，面對著魚龍混雜的整形美

容市場，一些整形機構開始紛紛採取諸如進行品牌策略設計、經營定位以面對激

烈的競爭，樹立醫院品牌，不斷提高醫院核心競爭力。但整形美容起步較晚，很

多醫院在品牌塑造、推廣上還極不成熟：品牌形象相對粗糙，並無品牌文化的內

涵，品牌無持續維護，無鮮明品牌理念，推廣策略嚴重同質化 但面臨著大陸

一輪醫療改革，整形機構將在更大範圍內接受市場化、企業化、資訊化合全球化

的考驗，整形美容行業將迎來一個品牌傳播的時代。 

藉著醫療改革的春風，藉著大眾創新思維的開闢，整形美容走進越來越多大眾

的生活，全力打造整形美容行業知名品牌，研發行之有效的醫療品牌傳播策略，

使整形美容行業早日走向制度化發展道路，它是整形美容行業乃至整個醫療行業

面臨的迫切需要解決的問題。 

本研究以品牌傳播的相關觀念和理論為基礎，對品牌和品牌傳播的理論研究做

了一個簡要明確的脈絡梳理，並進一步闡述了以受眾為中心的創意品牌傳播理論

在其傳播過程中的應用。 

另外對整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的現狀做了詳細剖析，透過分析整形美容品牌傳

播特性，用理論與實務整合的方法對整形美容行業品牌的傳播提出有別於以往研

究的創新性策略，並以美麗時光整形美容醫院品牌傳播為例來做實例解析，從品

牌的建立、CIS 導入、整合行銷推廣、品牌生長管理、創意品牌傳播等多角度對

整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進行策略性探討。 

透過對美麗時光整形美容醫院品牌傳播的實證研究，建立了系統、完整和獨立

的整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模型，對在新經濟時代急需迅速提高品牌作業能力的整

形美容行業提供了一套標準的醫療品牌傳播作業系統。 

另外，在對美麗時光整形美容醫院的品牌傳播研究中，首次融入了“創意品牌

傳播理論＂，並透過“品牌整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策略研究-以美麗時-光整形美

容醫院為例，將“品牌體驗傳播＂開闢了新經濟下品牌傳播的新模式。另外，提

出“品牌生長管理＂理論，對品牌傳播的後期維護和延展開闢一定方向。 

自 1990 年代起，隨著消費心理的逐漸開放及社會多元化的強化，整形美容行

業開始在大陸興起。短短十幾年，沒有成熟的模式、理論、經驗可以借鏡，大陸

整形美容行業伴著鮮花和風雨，打造了今天的大陸整形美容產業。 

但伴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來，產業的底子越來越好，專家硬體也越來越權威，

整形美容品牌聲譽卻並未隨著經濟利益的增加而步步若趨，品牌傳播普遍存在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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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問題。 

近年來，大陸整形美容業發展迅速，老的整形美容品牌規模不斷擴大，新進的

整形美容機構不斷出現，但是，從整體的實際操作水準來看，許多機構並不具備

品牌個性文化形象，經受不起市場的波動，絕大多數整形品牌還停留在低層次的

產品競爭或專家會議加活動的行銷的層面，不能建立有個性魅力與文化內涵的真

正整形美容品牌。因此整形美容行業在品牌的塑造、推廣上普遍存在類似狀況：

品牌文化與品牌形象不一致，品牌無持續維護，無鮮明品牌理念，推廣策略同質

化嚴重，過於依賴專家和廣告，傳統廣告仍是主力宣傳方式  

而面臨 WTO 過渡期的逐漸終結，大陸醫療行業徹底全面開放，醫療機構將在

更大範圍內接受市場化、企業化、資訊化和全球化的考驗，醫療行業的發展亦將

迎來一個以品牌傳播為制勝要訣的新浪潮。整形美容行業作為醫療行業中投資門

檻最低、經營自主性更大、更具有可塑性及先進性的一份子，面臨著更大的壓力

和挑戰。 

整形美容醫院近幾年已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競爭逐漸白熱化，因此如何全力打

造整形美容行業知名品牌，啟動和突圍整形美容行業品牌發展規律，研發行之有

效的整形美容品牌傳播策略，提升其品牌的競爭力，成為大陸整形美容行業乃至

世界整形美容行業面臨的迫切問題。 

本研究以品牌和品牌傳播的相關觀念和理論為基礎，對品牌和品牌傳播的理論

研究做了一個簡要明確的脈絡梳理，並進一步闡述了以創意品牌傳播理論在其傳

播過程中的應用。 

另外對整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的現狀進行了詳細剖析，透過研究品牌傳播特

性，用理論與實務整合的方法對整形美容行業品牌的傳播提出有別於以往研究的

創新性策略，並以美麗時光整形美容醫院品牌傳播為例進行實例解析，從品牌的

建立、CIS 導入、整合行銷推廣、品牌生長管理、創意品牌傳播等多角度對以整

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進行策略性探討。 

本研究透過對美麗時光整形美容醫院的實證研究，建立了系統、完整和獨立的整

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模型，對在新經濟時代急需迅速提高品牌作業能力的整形美

容行業提供了一套標準的品牌傳播作業系統。 

另外，在對美麗時光整形美容醫院的品牌傳播研究中，首次提出“品牌生長管

理＂理論，對品牌傳播的後期維護和延展開闢一定的方向。 

一、大陸研究現狀 

在對醫療機構的品牌傳播研究中，大致有下列幾個層面，第一是關於醫療機構

品牌形象傳播，如郭彪、肖東生的《商業醫院的品牌建設與傳播》南華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6 年，靳建平、唐弘的《醫院品牌形象傳播策略分析一以復旦 

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百年院慶為例》《大陸醫院管理》第 29 卷第 2 期，李成修、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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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祥、林樂良《醫院品牌形象傳播的策略與實務》等。第二是關於醫療機構市場

行銷的研究，例如歐陽霞，李國琪，李小梅《醫院品牌行銷的實務研究》，2009

年 4 月， 

於芳、申俊龍《現代醫院行銷策略淺析》，《中醫藥管理雜誌》2007 年 5 月。第

三是關於醫療機構品牌文化建設的研究，其中貼近受眾本位理論的“以人為本＂

的醫療文化研究相對較多，在大陸期刊網上，以“醫院文化＂為關鍵字，從 1996 

年 2009 年搜索到相關文獻 2016 篇，加用“以人為本”為關鍵字搜索到相關文獻

211 篇，這些文獻大多是注重醫院觀念道德建設、醫德醫風建設及如何以病人為

中心等層面，將以人為本作為醫院文化建設的原則之一。如吳建貞(2001)提出以 

人為本是醫院文化建設的基礎。呂玉琴(2005)提出醫院建設必需展現以人為本。 

玉韓提出聚焦於以人為本的管理理念，打造企業醫院的核心競爭力。這些文章從

不同角度對醫院文化的內涵，醫院文化的作用，醫院文化建構的重要性以及建構

的方法、體會等加以闡述，而醫院文化是醫院品牌研究中中及其重要一部分。 

而以醫療行業之一的整形美容品牌傳播研究背景的文獻相對很少，且比較零

散，研究的層面也多停留在現象的單純描述、整體理論的表層分析上，缺少應時

應景的深入的案例分析和系統的理論研究。 

二、品牌傳播界定 

(一)品牌傳播的概述 

品牌傳播是指品牌經營者透過各種傳播方式在品牌接觸點與利害關係人交流，最

最佳化地增加品牌資產和價值的過程。該觀念主要包括下面幾個層面的內容： 

1.品牌傳播方式 

品牌傳播的實質就是利用各種傳播方式對品牌資訊進行重構，從各個層面、角度

傳達給所有利害關係人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如何利用好各種品牌傳播資源成為

品牌傳播的重心。品牌傳播的主要方式有傳統廣告、公共關係、人際傳播、事件

行銷及其他各種媒介資源等。 

2.利害關係人 

利害關係人主要指公司員工、媒體、社群、政府、目標受眾等在內的所有相關利

益族群。利害關係人理論是由以約瑟夫·斯蒂格利茨為代表的新經濟發展理論學

者所提出。企業品牌傳播的受眾物件不再僅僅純粹是指消費者或籠統地指社會公

眾，而是涵蓋廣大利害關係人。當然，消費者無疑是品牌傳播的核心受眾，消費

者與品牌的關係是整個品牌資產建立和發展的基礎。 

3.品牌資產 

依照大衛·艾克對品牌資產的界定，品牌資產就是一組與品牌的名字及符號相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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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產，它能增加或扣減某種產品、服務所帶給該企業或某顧客的價值。品牌傳

播的終極目的是為了增加品牌資產。品牌資產構成的 5 大元素分別是：品牌認

知、品牌聯想、品牌品質感知、其他品牌佔有資產、品牌忠誠度。 

(1)品牌知名度(brand awareness)：指品牌在受眾心中的印象度。 

(2)品牌認知度(perceived brand quality)：品牌認知是指在特定品牌的條件下，消

費者對品牌及產品的瞭解流程，包括典型的廣告、產品特點、品牌個性等。 

(3)品牌忠誠度：是指受眾在使用品牌的過程中表現出來的長期對某一品牌所具

有的特殊偏好。 

(4)品牌聯想度(brand association)：指透過品牌而產生的所有相關聯想，由產品功

能、品牌訴求、品牌利益點、品牌延伸點等各層面組合出一些新的意義，從而形

成特有的品牌形象。 

(5)其他品牌專有資產(Other Proprietary Brand Assets)，是指那些與品牌密切相

關，對品牌競爭優勢和附加價值能力有極大影響的資產。一般包括專利、專有技

術、配銷通路等。 

(二)品牌傳播基本範疇和法則 

1.品牌傳播基本範疇 

具體而言，品牌傳播學基本範疇如下： 

(1)品牌傳播策略 

品牌傳播策略是執行品牌傳播活動的依據，包括品牌定位、品牌形象、企

業識別系統(ClS)導入、品牌整合策略等。品牌傳播策略不僅要考量企業長期效

應，更應確實掌握實際可操作性，這樣才能保證目標的實現。另外，企業只有對

自身、受眾、競爭品牌等有深入的瞭解，才能制定出好的品牌策略。 

(2)品牌傳播元素 

品牌傳播元素是人們對品牌整合的感知，即品牌所有接觸點的品牌資訊傳

達。這些包括品牌的名稱、品牌標誌、品牌形象、包裝等各個層面。是品牌傳播

的基本內容。 

(3)品牌傳播方式 

廣告、關係行銷、體驗行銷、事件行銷、人際傳播及其他媒介或通路傳播是品牌

主要的傳播方式。現代社會品牌傳播常常是採取整合品牌傳播，而不僅僅限制於

傳統廣告及人際傳播。 

一個成功的品牌傳播在品牌和受眾接觸的任何點、線、面上均有所考量，最大

程度上增加品牌與受眾的接觸面積及接觸頻率，並在其中有效控制所有傳播層面

的元素，對所要傳播的資訊加以歸納、整理和分類，更好展現品牌的核心價值，

豐富品牌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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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品牌傳播媒介 

隨著經濟和科技發展，品牌的傳播媒介也日益多元化，過去傳統的傳播媒

介，例如印刷媒體、電視媒體、廣播媒體已經不再是品牌傳播唯一的重點通路，

各種新媒體的出現和快速發展，為品牌傳播提供了更加豐富、多元的傳播通路，

帶來了更多傳播可能性，也為品牌注入了更多新鮮血液和機會。 

(5)受眾心理 

受眾心理決定是品牌發展的方向，是品牌傳播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只有徹底

摸清受眾心理，才能在品牌的認識度、好感度、忠誠度上增加品牌資產，受眾心

理是受眾和品牌溝通的基礎。 

(6)品牌成長週期 

品牌並非一日之功，“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品牌的成功也經歷了初

建、成長、成熟，經歷了品牌的知名度，到好感度，再到忠誠度的過程，從而建

立絕對的品牌力。品牌也是沒有盡頭的，品牌成熟後，品牌生長管理決定了品牌

的持久性。 

(7)品牌傳播效果評估 

品牌傳播效果評估是品牌傳播不可或缺的一部分。及時的品牌效果評估可以

讓企業對現有的品牌傳播策略有更深刻的認識，以更主動地改善策略。 

2.品牌傳播法則 

(1)通俗法則：新經濟下資訊紛繁複雜，受眾注意力相對有限，受眾大多只願

意花非常短的時間和較少的精力去接受資訊，也就是是說受眾對於資訊的處理一

般傾向於最小努力和適度滿足法則，對接收範圍往往進行控制，只接受對自己有

用的資訊。 

(2)創意法則：在資訊爆炸的今天，受眾對紛繁複雜的資訊很容易失去著重點。 

如果品牌想做出“眼睛一亮＂的感覺，必須讓品牌“與眾不同＂，做出品牌的個

性，這其中，創意的作用非常重要，加強了受眾對品牌資訊的印象度。 

(3)體驗法則：所謂“體驗法則＂指受眾內心只接受與其已有的知識和經驗、

興趣和愛好相吻合的訊息，這就是所謂的“體驗法則＂。受眾在接受資訊時多採

取一種“累積＂模式，和原有的主觀觀念整合，而不是新資訊代替舊資訊。 

如果讓接受者更多參與、體驗到傳播者所表達的共同的資訊域，強調參與性

和體驗感，強調情感共鳴和溝通，傳播才有可能成功。因此，儘量擴大傳授雙方

彼此共享的資訊領域，是資訊傳播的一個重要方向。 

(4)整合法則：整合行銷傳播在近十年內成為一種趨勢，主要是將各種傳播通

路，例如商標、廣告、直接推廣活動(DM)、活動行銷、事件行銷、關係行銷、

企業任務行銷等整合起來，使受眾處在多元化、多層次的目標一致的資訊包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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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啊(三)受眾導向的創意品牌傳播理論 

3.創意品牌傳播理論概述 

在新的傳播環境下，企業所需要的已不是傳統的廣告傳播，因為企業所遇到的

問題已經不是廣告能夠解決的了。品牌傳播未來的趨勢就是探索創新一種新的行

銷模式，即創意品牌傳播。 

“新媒體時代的品牌傳播，是以人的智慧與數位技術相整合為基礎的創意品牌

傳播管理，是依託創意在新的傳播環境中透過創造溝通，創造內容而創造傳播效

果。”由於網際網路資訊的大量化，如何吸引關注並影響目標對像成為新品牌傳

播的重中之重。創意是新品牌傳播的核心，在這裡創意不再像傳統品牌傳播那樣

限制於廣告作品或公共關係層面，創意已經滲入到品牌傳播的各個層面。透過創

意創造內容，聚合傳播，在主動推廣的同時，更重要的是形成話題，引起關注，

並進而引發口碑自發傳播。 

創意品牌傳播最大特色在於突顯出“產品核心力+創意傳播，即在探勘產品核

心力的同時，將品牌傳播環境要素進行創意性重新建構，一方面突顯出產品本身

的個性，另一方面，對傳播呈現方式及傳播型式加以思考和創新，也就是說根據

市場情況，先找到產品最關鍵與最有力的資訊，然後用最精確最有效最具創意的

型式表達給觀眾。 

另外，創意品牌傳播更注重從品牌與社會的切合點上掌握整體傳播，注重從設

計呈現到傳播型式的創意性，依託創意在傳播環境中透過創造溝通，創造內容而

創造品牌行銷的效果。 

(三)創意品牌傳播六大步驟 

1.品牌分析 

品牌分析是所有品牌建構的基礎，其中包括對品牌所處環境的分析，即市場

背景分析；對品牌本身分析，即產品優勢、劣勢、機會、威脅等層面的分析；對

消費者即受眾的分析：對企業策略的分析，企業策略在相當程度上限制著品牌的

發展，品牌傳播多服務於企業策略。透過一系列嚴密的品牌分析來決定品牌的定

位和方向。 

2.品牌核心力探勘 

品牌的載體是產品，品牌的核心力在一定程度上可以瞭解成產品的核心力。

此處的產品包括產品本身、服務、消費者從中體會到的情感等各種產品附加價

值。在尋找產品最核心資訊時，可以將此歸納為“產品力｀＇的探勘，即產品獨

有力量的展現，只有“獨有性＂才能使產品立足於品牌大潮，並保持不敗之地。 

尤其在面對擁有強勢品牌的競爭者，如何突破壁壘企業，使得產品能另闢蹊

徑，獨得一片天空，這是品牌建構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接觸點和引爆點。在尋

找這個引爆點的過程中，創意品牌傳播更注重在行銷研究中發力，透過對市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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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和對消費者認知的研究，採用獨特的產品“互補＂定位來搶佔有利的爆發

點。 

3.品牌設計創意傳播 

品牌設計創意傳播是品牌創意傳播的核心，包括視覺設計呈現和創意型式傳

播。視覺設計呈現通常在第一時間掌握受眾眼球，留下品牌最基本“印象＂。 

良好的視覺設計能很好融合產品資訊、品牌文化及品牌附加值(情感感染)，更

深層次地表達品牌資訊。而創意型式傳播則是以產品核心力為中心，將創意融入

到品牌傳播的各個層面中，透過創意本質、創意獨有的型式、創意通路、創意載

體來共同感染受眾，由此產生關注磁場，並逐步延伸發展為品牌與受眾成長性互

動，從而建立受眾對產品的認知度及品牌的認可度。 

4.建立強勢品牌 

受眾對品牌認可度，一般經歷了對品牌的認知度、對品牌的美譽度，繼而達到

對品牌的忠誠度。品牌與受眾長期成長性互動是建立強勢品牌的基礎。 

5.形成絕對品牌力 

絕對品牌力的形成包括兩個層面的內容： 

(1)別人沒有，我有。即透過嚴密的市場背景及消費者調查，透過“互補”定

位來探勘產品的核心力，即品牌的爆發點，製造獨特性。 

(2)透過特有的方式將“爆發點＂傳達給目標受眾，在這一過程中貫穿創意品

牌傳播，將資訊最大化、最佳化、最高效率及促成性地傳達給受眾。在建

立強勢品牌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獨有品牌力，使得競爭者無法複製，獨

此一家。 

6.品牌深化與維護管理 

一個成熟的蘋果看似光鮮亮麗，卻離腐敗消失不會太遠，因為他不再生長。品

牌傳播也是如此。沒有生長機能的品牌傳播，也將很快失去生命活力，結果不言

而喻。 

大陸品牌設計公司集合品牌設計曾提出“Growth BI 品牌生長識別系統＂，闡

述如何使品牌識別持久“保鮮＂，並隨著消費環境的變化產生“自我調整＂能

力。這個系統改變了以往 CIS 系統的“強迫宣告＂式品牌傳達，而是賦予品牌新

鮮、親切的情感力量，實現品牌對顧客的心理感召。 

CIS 系統所描述的是“我想變成什麼＂，而 BI 觀念則是“我願意為您(顧客)

變成什麼＂，它令顧客更願意主動瞭解和嘗試品牌。Growth BI 強調顧客在品牌

裡的核心地位，品牌必須有技巧地站在顧客立場進行更具誘惑力的表達。 

將更多能量傾注於傳播的彈性度和豐富性的研究，以及可自我生長、自我繁殖

的品牌傳播管理機制的建構，使品牌“自我調整＂於未來消費環境，並實現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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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生長。品牌不是結果而是過程，我們在建立之初並不能完全預見品牌未來環

境的變化，因此，唯有生長才有無限的可能。 

大陸品度品牌推廣機構則更為直接、具體地指出品牌延伸、維護的幾個方向：

(l)追蹤品牌，維持品牌的一貫性。(2)保持品牌的獨特性與活力性。(3)時刻注意

品牌與受眾的互動。(4)拓展品牌時代的新意。 

三、大陸整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願景與反思 

(一)整形美容行業品牌傳播內涵和功能 

1.整形美容品牌內涵 

整形美容品牌是指社會公眾對整形美容醫院醫療技術、服務、文化等整合感

受，並由此而產生的信任、美麗託付和具有心靈佔有意義的整合 

一般來說，整形美容品牌與傳播醫療品牌有一定相似處，都是由多種因素的

相互組合，本身沒有物質實體，須透過文字、符號等載錄下在整形美容市場中醫

院的特色。除了技術層級、醫療品質、價格因素之外，還包括專家知名度、專科

特色、尖端儀器設備等無形資產，這些共同組成了整形美容醫院在社會上的認可

度。品牌具有排它性、專有性、持續性等特色，強勢的整形美容品牌能使其成為

市場的引導者。 

一個完整的整形美容品牌一般包括三個層面：技術品牌、文化品牌、服務品

牌。技術品牌是指整形美容醫院提供的整形設計方案、手術、獨有的專案技術支

援、專家支援及頂級設備等技術性整形美容服務所建立起來的品牌影響力。技術

品牌無疑是整形美容醫院競爭力的核心，是為醫院品牌“雪中送炭＂的。 

服務品牌是指醫院透過提供人性化、個人化的服務所樹立起來的品牌力量，

是創造醫院差異化影響的重要因素，並為醫院品牌“錦上添花＂。尤其是當兩家

整形機構的技術力差異不大時，服務品牌就可以顯示其獨特的品牌價值。 

文化品牌是醫院在長期的醫療實務中累積起的，上升到文化層面的內在價值核

心和精神風貌，是一種難以複製的、獨有性的品牌影響力。相對於傳統醫療行業，

整形美容作為人追求的更高層次:外形美，文化感知、精神追求在人求美的過程

中更為重要。 

(二)整形美容品牌功能 

1.識別功能 

識別功能為整形美容醫院自我宣傳提供了基礎，它能幫助顧客識別醫療

美容服務，對顧客購買和消費醫療服務發揮嚮導的功能。 

2.聚合和擴散功能 

透過整形美容醫院品牌的建構，打造出醫院名牌，可以聚合供應商和消

費者，進一步擴大醫院規模和增強醫院實力，並且可為整形美容醫院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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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許經營創造條件，有利於醫院未來的發展。 

3.競爭功能 

醫院品牌是形成醫院核心競爭力的平臺。整形醫院透過品牌的創立和發

展，提高醫療美容服務品質，創造自己獨有而其他醫院暫時無法比擬的優勢

和特色，實現競爭中的差別化，從而造就絕對產品力。 

4.促銷加值功能 

透過整形美容醫院品牌建構，來加大核心競爭力，以自身優勢吸引患者，

大幅促進醫療美容服務銷售能力，從而帶來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獲得比

其他同類整形醫院更大利益。 

(三)大陸整形美容行業發展背景 

隨著大陸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得到很大提高，民眾的觀念也逐漸

開放，越來越多的人能夠接受、願意接受甚至渴望借助於現代醫學整形美容技

術，改變和完美自己的形象。一方面整形美容技術越來越發達，另一方面人們的

接受能力，思考方式越來越開闊，大陸整形美容行業正是在此基礎上逐漸興起並

繁盛，並朝著越來越多元化的方向發展。 

1.整形美容業更加發達，整形美容機構急劇增加隨著經濟的進步、科學的

發達、社會觀念的變化、競爭的加劇，越來越多的人傾向於透過整形美容改變自

己的形象，希望能在生活、入學、求職、工作、戀愛、婚姻、社交等人生各個層

面獲得優勢，從而提高自己的生活品質，實現自己的夢想，甚至改變自己的人生。

在這種型式的催促下，大陸的醫學整形美容機構開始逐漸迅速遞增，越來越多資

金和人才注入到該行業，並逐漸向地級市和縣級市發展。 

2.服務對象將從服務“病人｀＇轉向服務“顧客＂二十年前的公立醫院的

整形美容外科絕大多數都是以整形修復為主，美容為輔。服務對象大多是那些外

傷、燒燙傷、因先天因素或疾病等所致身體有明顯缺陷或功能障礙的病人。 

目前的整形美容科除了展開傳統的整形修復外，則是以求美作為主要目的，更

多的將是藉助於現代醫學整形美容技術改變求美者的臉型、身材和膚質，美容為

主，整形為輔。服務對象多是沒有功能障礙的健康人群，包括生理和心理的雙重

健康，我們把這些人多稱為“顧客＂。 

3.服務內容、服務方式將從美容整形外科轉向整形美容科整形美容科包含醫

學整形美容和生活美容。美容整形行業服務範圍將涉及換膚、祛斑祛疤、祛斑、

除皺、雕琢五官、修改臉型、口腔整形、隆胸、吸脂塑身、脫毛、處女膜修補、

外陰整形、康復整形等數百個專案。其中很多大多屬於生活美容。｀生活美容

將成為未來整形美容業服務的一項重要內容。只有建立整形美容科，同時提供

醫學整形美容和生活美容服務，才能真正滿足“病人＂和“顧客”的需求。 

“病人＂與“顧客｀＇身體健康狀況不同，就診目的也不盡相同。“病人＂就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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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為了治病，為了改善原有缺陷；“顧客＂就診目的是為了求美，在原來的

基礎上盡善盡美。由於整形目的不同，他們對服務的要求也有著本質的區別。“顧 

客”希望得到的是高於一般“病人｀＇的更高品質更高水準的醫學整形美容服

務，而不是通常意義的常規醫療服務。更多顧客在關注醫生技術技巧的同時，開

始關注醫生對美的感悟即審美水準。 

現在的美容整形機構正逐步從服務“病人”的方式去向服務“顧客＂轉變，充

分認識到“病人＂與“顧客＂的差異，才能為他們提供更好的服務。 

現在的美容整形機構為了使顧客就診過程更輕鬆，畢竟談起“醫院＂，多數顧

客還是會有緊張感，於是淡化醫院特色，打造成具有醫學整形美容功能、環境悠

美、服務高品質的會所式整形美容醫院，稱為現今的趨勢。 

在這種趨勢下，整形美容機構一方面為“顧客＂提供高品質的整形美容醫療服

務，另一方面為“顧客＂提供優美的服務環境及生活的便利，做到醫學整形美容

服務和生活美容服務的高度整合，讓顧客得到更好的加值服務。 

4.整形美容領域涉及的內容將更加廣泛 

整形美容作為新興行業，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服務對象、內容、方式的變化，顧

客需求不斷在改變。為了適應這一變化，整形美容領域涉及的範圍也越來越廣

泛。開始涉及心理學、營養學、醫學、美學、倫理學、流行時尚、市場與行銷等

眾多領域。 

5.整形美容技術從“粗糙＂走向“精密＂ 

整形美容技術的精密化發展建立更完美的“整形設計＂上。在過去，簡單的

整形美容修復作為普通的外科手術，更多解決的是病理性的缺陷，手術的人性化

和精密度還沒有完全發揮。而今天的整形美容技術，開始逐漸偏重於生活美容，

顧客的主要目的是在“更美＂，因此精密化、個人化、私人化的整形設計成為顧

客就診的關鍵。 

一方面，整形美容多採用微創縫合技術，手術切口一般控制在 2 公分之內，切

口更精密，縫合技術也更完美。另一方面，不同專案開始開發獨有技術，這種技

術多運用在術前設計上，例如河南整形美容醫院開發的“黃金五線”隆胸，“十 

三圍度定位抽脂＂，“黃金三要素＂隆鼻，不管是為了品牌推廣的必要還是技術

本身的必要，這些都足以說明，隨著技術差異的縮小和同質化，整形美容正在朝

著更“精密＂的道路發展。 

6.設備更加先進，材料更加安全 

技術的不斷更新，直接促進了整形美容行業的發展。內窺鏡等先進的微創整

形美容設備的發展，廣泛應用於整形手術中，使得微創美容走進了更多人的生

活。技術的更新，使整形手術更安全、傷害更小、效果更好，而作為整形手術中

最常用到得假體材料也在逐年不斷更新和改進，更符合人體安全，與人體組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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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好的親融性，更切近人的生理特色，更自然更真實，使得越來越多開始接受整

形假體。 

7.人才溝通、學術溝通更加頻繁 

隨著近幾年國際化、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為了與國際先進技術保持同步

發展，大陸整形美容行業進行大規模的人才溝通、學術溝通已成常事。整形醫院

希望透過國際之間的交流，更新技術，開拓新市場，並在品牌推廣中常常用到國

際專家藉以發揮品牌效應。總之，世界的整形美容技術差異正在縮小，技術的同

質化加大。 

8.品牌整形美容機構引領行業風騷 

目前的整形美容市場魚龍混雜，良莠不齊。僅有少數幾家公立醫院的整形外

科已經得到廣大受眾認可，並初步建立起自己的品牌，例如上海九院、西京醫院。

但大型公立醫院由於經營理念和經營體制等層面的原因，短期內還只能以整形為

主，整形美容為輔，多是“雪中送炭＂服務，引進“錦上添花”式的生活美容、

高階會所式管理目前尚有不小難度。不少公立醫院不願意花精力進行大規模的品

牌推廣和宣傳。 

另外由於公立醫院多展開修復為主的整形美容，醫生的技術高超，但在審美

設計上卻常常有不足，因為整形美容已不是單一的外科手術，醫生的審美直接關

係到手術的效果。一些新生的民營整形美容機構經營體制機動彈性，注重引進現

代企業經營管理理念，實行醫學整形美容與生活美容的統一，為顧客提供高品質

醫學整形美容服務的同時，提供了生活美容服務和生活便利。另外民營整形機構

更注重專家和醫院品牌的建立、維護和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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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醫療法對醫療行銷的限制 

一般民眾在乍聽到“醫療行銷策略 ＂這個名詞時，時，心中往往浮現的是負

面的形象，像是「推銷」、「沒有醫德」、「不實廣告」或「欺騙手法」…等。 

醫療服務與一般消費性的產品或服務有別，醫療機構亦與營利導向 

的產業有其本質上的差異。但是如何將醫療資源的投入，經由消費者或病人導向

的機制，創造醫療服務供給者與病人雙贏的局面，行銷的概念能提供相當的助

益。醫療行銷要特別注意醫療法規的規範，否則醫師會受到醫療法規的處罰。 

表 2-1  醫療法對醫療廣告的限制 

第 五 章 醫療廣告 

第   84     條 非醫療機構，不得為醫療廣告。 

第   85     條 醫療廣告，其內容下列事項為限： 

一、醫療機構之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路線。

二、醫師之姓名、性別、學歷、經歷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

三、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美中心、診所字樣。

四、診療科別及診療時間。 

五、開業、歇業、停業、復業、遷移及其年、月、日。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 

利用廣播、電視之醫療廣告，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口語化方式

為之。但應先經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 

醫療機構以網際網路提供之資訊，除有第一百零三條第二項各款所

定情形外，不受第一項所定內容範圍之限制，其管理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   86     條 醫療廣告不得以下列方式為之： 

一、假借他人名義為宣傳。 

二、利用出售或贈與醫療刊物為宣傳。 

三、以公開祖傳秘方或公開答問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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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摘錄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 

五、藉採訪或報導為宣傳。 

六、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聯合或並排為宣傳。 

七、以其他不正當方式為宣傳。 

第   87     條 廣告內容暗示或影射醫療業務者，視為醫療廣告。 

醫學新知或研究報告之發表、病人衛生教育、學術性刊物，未涉及

招徠醫療業務者，不視為醫療廣告。 

 

醫療法對醫療行銷的限制有利於 A 個案醫美中心的發展： 

 醫療法對於網路行銷的限制較報紙、雜誌、廣播等媒體寬鬆。 

 醫療法規定整形診所整形前後的照片需經過當事人立約同意方可刊登，A 個

案醫美中心的整形照片為客戶自行刊登，並沒有適法問題。 

 A 個案醫美中心藉重於社會行銷的概念，充分瞭解民眾的醫療保健需求，而

後調整本身的服務內容與服務專案，再將民眾所須知曉的醫療保健消費資

訊，傳達給社區民眾，使民眾得到現代化醫療保健服務，並促進良好的醫師

與病患之互動關係，進而提升全體民眾的醫療水準，才是醫療行銷的真正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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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常見違規醫療(中、西醫)廣告： 

 機構名稱 刊播媒體 違規內容 辦理情形 

1 佳美診所 報紙 

雜誌 

胖到那裡抽到那裡，免開刀、雙

眼皮…特別推薦美容整型新手

術…等描述。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1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同法第 77 條) 

2 十仁整型外科 雜誌 免開刀的美容術、一次手術、永

久負責…等詞句。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1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同法第 77 條) 

3 徐永康整形外

科 

雜誌 超音波巨釀量抽脂（全身雕塑一

次完成）、內視鏡拉皮…等描述。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1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同法第 77 條) 

4 崇光診所 報紙 

雜誌 

抗衰老、治本、強身、預防老化…

減輕老化皮膚…等。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1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同法第 77 條) 

5 崔伯良美容外

科 

雜誌 雙眼皮、不開刀、不縫合、十分

鐘成形、永不變形、最近懸吊式

拉皮，切口小、損傷少、不遺留

任何疤痕、隆乳…等描述。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1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同法第 77 條) 

6 傑出專業吸脂 雜誌 巨量脂肪吸除胸部平坦，大陸外

一萬五仟人真人實證…等。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1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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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 77 條) 

7 漢華美容整型 雜誌 抽脂減肥、局部一次完成…矯治

女性發育不良…高品質優質手

術。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1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同法第 77 條) 

8 藝術家美容整

型診所 

雜誌 乳暈乳頭微痕改小，獨家引進美

國 oxyhealth 高壓氧…本院貴賓

免費使用等詞句。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1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同法第 77 條) 

9 正和中醫診所

(桃園縣) 

廣播 1.有研究一帖漢藥比威而剛更可

靠 

2.皰疹、菜花擦了就好 

3.主治腎功能不全 

違反醫療法第 85 條

第 2 項 

處 5 千至 5 萬元罰鍰

(同法第 77 條) 

資料來源：蘋果日報(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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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旅遊美容 

一、赴韓整形旅遊攻略    

（資料來源:ＩＣＴ國際整形旅遊公司，www.ictour.kr）    

(一)赴韓整形魅力    

在大陸，隨著人們經濟生活水準的提升，觀念越來越開放，對美的追求越來越

高，使赴韓整形目前已經成為很多大陸富裕群體的潮流之一了。很多人去韓國旅

遊的時候，也會順便給自己做個小手術，讓自己變得更美。     

韓國首爾江南區正在成為大陸的“醫療旅遊聖地”。前不久，韓國保健福祉部門對

在大陸外資醫院就醫的 145 名“經濟寬裕”的大陸人進行了一項調查。從調查結果

來看，其中 71%表示想要在韓國接受整形手術。《紐約時報》報導說：“繼美國

和巴西後，大陸成為全球第三整容大國。”    

(二)赴韓整形的魅力究竟在哪？    

對於赴韓整形人數的急劇成長，很多人不免要問，赴韓整形的魅力究竟在哪？

大陸大大小小的整形醫院隨處可見，為何那麼多愛美者會選擇飛去韓國進行手術

呢？    

1 韓國整形起步早，發展快，韓國整形產業發展至今已有 40 餘年，整形醫師的

臨床經驗還是手術必須的硬體設備，均已達到了空前先進的水準。  

2 韓國整形美容觀念的精髓是微創。在大陸整形醫師還在糾結於整形外科手術如

何才能縮短手術恢復期以及手術所帶來的創傷時，此時的韓國整形已進入了完全

無痕無創時代。  

3 韓國美容比較講究人性化和一種整體的和諧美。他們認為整形就像穿衣一樣，

需要量身訂做。韓國整形醫院專家會為每個客戶做一個最適合他的整形設計方

案，手術不僅改變了局部，更要和整體效果，達到自然和諧的效果。  

4 韓國整形手術的在麻醉方面會比較用心，盡力將患者的痛苦降低到最低程度。

手術恢復期比大陸的要縮短一半左右，手術後會有相關的注意事項和效果追蹤。   

5 對於一些大陸藝人和知名人士來說，赴韓整形可以避開媒體的關注，達到悄悄

變美的目的。    

6 赴韓整形非常方便。現在韓國的簽證越來越好辦。韓國部分整形醫院從接機-

安排住宿-和醫院專家溝通-術後護理-術後旅遊觀光等，以消除愛美者他鄉異地陌

生感與術前的恐懼心理。提供一條龍服務，從前期瞭解、詢價，到辦理準備手續，

如護照，簽證，往返機票，兌換韓幣，到接機，辦理手機漫遊或租用當地手機，

安排酒店住宿，飲食，陪同到醫院參觀諮詢，醫療翻譯，手術後的看護，以及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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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購物，送機等等，都一一考量周全。真正將整形和旅遊相整合，能讓手術者感

覺輕鬆與自在。  

(三)赴韓整形啟程前小叮嚀  

1.當您確認好赴韓手術意願之後，需要將您的手術意向時間、手術專案，韓國

逗留時間以及需要隨時解決的事情最好做一個詳細的記錄，以保證萬無一失。  

2.現鈔兌現：赴韓人員可在韓國當地的銀行直接將人民幣兌換成韓幣，但需要提

前預約，另外在首爾明洞、東大門及梨泰院等地有個人貨幣兌換點。    

3.旅行支票：現鈔攜帶出鏡有額度限制(5000 美金)，因此建議您在大陸購買外匯

旅行支票，您也可以直接用美金購買或用人民幣先購匯美金再購買旅行支票(請

注意，根據外匯管理條例，每人每年購匯金額不得超過 5 萬美金)旅行支票可在

銀行櫃檯購買，需要提前預約，但並不是每一個網點都銷售旅行支票。銀聯卡及

VISA 卡在韓國取款機可直接完成取現，韓國大多數商場、交易場所都提供 VISA

刷卡服務。   

4.另外，赴韓國整形的客戶，除醫療交通費外，其他所有交通費用都需要自己支

付。   

5.插座：韓國的插座與大陸的不同，一般使用兩個圓孔的插座，所以客人最好自

備轉換插頭或向酒店的服務台租借。  

6.漱洗用具：韓國注重環保，多數酒店不具備一次性牙刷和牙膏（酒店裡具備的

洗漱用具均為收費），顧客自備為宜。  

7.網路：星級酒店無線網路另收費（2 萬韓幣/晚 約 110 無人名幣左右）一般酒

店都可免費使用無線網    

8.7-8 月為韓國的梅雨季節，赴韓整形的顧客應該帶好防雨工具，為了您的美觀

太陽眼鏡當然也是必備用品。    

9.赴韓醫療觀光通訊及緊急聯絡方式： 

 

A.國際漫遊：大陸 3G 手機或聯通公司 CDMA 手機申請開通國際漫遊後可在韓

國使用。 

B.手機租賃：韓國當地諮詢專家免費為客戶租借一部韓國手機供客戶在韓國通訊

使用，產生的通訊費用需要使用者自理。因韓國手機顯示不出中文，所以 SIM

卡中所儲存的電話人名將會亂碼，建議將親友號碼另做記錄。    

10.韓國急救電話：警察局 112，消防所：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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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辦理簽證？    

表 2-3: 簽證類別 

簽證類別：  申請人需具備條件  申請人需要準備的材料  

個人旅遊簽證  有足夠經濟能力的人，以家庭為

單位或個人旅遊目的  

※ 5 人以上的團體觀光，原則

上需申請團體簽證    

1. 一張照片(3×4cm)、一張

簽證申請表    

2. 護照、身份證、戶口本原

件及影本   

3. 旅行計畫書(須申請人按

照實際旅行日程，親自準備)

4. 經濟能力證明材料原件

及影本  

- 6 個月內信用卡帳單, 能夠

確認最近 6 個月內存取款情

況的存摺, 在職證明及營業

執照副本影本中提供一樣以

上    

- 車輛所有證明、房產所有

證明、納稅證明中提供一樣

以上    

醫療觀光

(C-3-3/G-1-10)

簽證   

以治療疾病或療養為目的，想在

韓國專門醫療機構或療養機構

住院者及去照顧病人的父母、配

偶、子女等隨行家屬   

※ 治療及旅行期限為 90 天以

下：C-3-3(單次、兩次簽證)   

※ 治療及旅行期限為 91 天以

上：G-1-10(滯留期限為 6 個月

的單次簽證)  

1. 一張照片(3×4cm)、一張

簽證申請表   

2. 護照、身份證及戶口本原

件及影本   

3. 證明治療和療養為目的

的醫院診斷書或醫生意見書

等   

4. 韓國大陸的醫療機構或

療養院的預約相關資料  

5. 治療、療養及滯留經費支

付能力的證明材料(是否有

醫療保險、銀行存款及收入

證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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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以文獻探討為基礎，探討 A 個案醫美中心產業環境分析、A

個案醫美中心局部環境分析、A 個案醫美中心整體環境分析，並以此為基礎來深

入探討 A 個案醫美中心策略規劃制定與 A 個案醫美中心策略規劃執行方案，由

此演譯與歸納出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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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流程 

 

 

 

 

 

 

 

 

 

 

 

 

 

 

 

 

 

 

 

 

 

 

 

 

 

 

 

圖 3-1 本研究的研究流程 

 

 

 

 

文獻探討 

A 個案醫美中心

產業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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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對象 

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運用制定滿足市場競爭需求的發展策略，對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的

內外部因素和能力做了細部的分析，找出影響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目前生存與

未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瞭解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目前所處環境條件和相對競

爭地位，找出存在的機會和威脅，確定自身的優勢和劣勢，尋求 A 個案醫學美

容中心的核心競爭力。 

並透過 SWOT 分析形成了發展策略，同時分析了策略執行和控制流程中關

鍵性因素，為策略方案的執行制定了詳細而具體可行的實際的內容和步驟。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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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個案研究與分析 

 

第一節 個案公司簡介 

A 個案醫美中心開設門診部、住院部。住院部現有床位 40 張，除了普通病房之

外，同時設有優質的病房，可以滿足不同階層患者的不同需求。 

A 個案醫美中心設備精良，擁有從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外引進尖端醫學美容

檢查及治療儀器，例如準分子雷射治療儀(美國)、綜合驗光儀舊本)、手術顯微鏡

(德國)、超音波乳化儀(美國)、眼內雷射儀(法國)、全自動視野計(美國)、角膜地

形圖(日本)、角膜測厚儀(日本)、眼 A/B 超(美國)、角膜內皮細胞儀、眼電生理

儀、眼底血管熒光造影儀(日本)、全自動磨邊機(法國)等等，為開展各類眼科美

容與醫學美容手術創造了良好條件。 

隨著大陸醫藥衛生制度改革的逐步深入化，公立醫美中心的壟斷地位將被打

破，醫療市場業已形成，醫美中心之間的競爭日趨激烈。醫美中心處在市場競爭

的大環境下，醫美中心外部的環境、醫美中心內部的因素對醫美中心生存與發展

相當重要，醫美中心制定策略必須因應外部環境、內部因素等加以系統化分析。 

醫美中心面臨機會的同時，也在與威脅抗衡。正如 A 個案醫美中心在策略管

理中使用 SWOT 分析，運用瞭解組織的優勢(Strength)與劣勢(Weakness)，掌握外

部機會(Opportunity)，規避威脅(Threat)，從而制定良好的策略。 

所以醫美中心只有有效地利用客觀環境給醫美中心帶來的機會同時又能避開

不利因素的影響和威脅，所以整體而正確地認識市場環境也是醫美中心的成功之

道。 

有關美容整形的基本及特殊需求層面，由於海峽兩岸觀光階段式開放，台灣醫

療水準及硬體設備遠超過於歐美先進國家，而台北為台灣核心觀光城市，台北東

區更是台北頂級消費核心地區，而且『大陸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辦

法已修訂，可申請『健檢醫美』為事由赴臺，而台北為台灣核心觀光城市，台北

東區更是台北頂級消費核心地區，而本院位於台北市大安區緊鄰高價黃金地段信

義區、中正區，交通樞紐便利，台北市大安區為台灣人口密度最高之區域，近

30,000餘人，大安區、信義區居住在此範圍區塊的消費者，消費能力較高，對於

高單價醫學美容療程比較願意嘗試。 

 

台北市為台灣第一名，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29萬元;預估 台北市醫美一年可

達600億商機，每年還以13%速度成長，依統計顯示,大安區為醫美診所首戰地區，

超過200家醫美中心，密度居冠，而A個案醫美中心緊鄰此高價黃金地段，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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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無限。A個案醫美中心之醫美服務專案以先於試樣醫美中心（萬華）已建成，

旗艦店已開始施工。配套措施VIP美療室、手術室、問診間、休憩區等…，本院

位於忠孝東路4段『阿波羅大廈』大安區精華地段， 醫美診所圈，目前尚未打出

有主打眼週美容成功案例，此即為A個案醫美中心之加值核心利基所在。 

 

美容整形醫療之目標客層以台北白領階級為主，海外鋪設城市以開放觀光入台

之城市為範圍；A個案醫美中心於2012年鎖定上海滬西/浦東，2013年範圍將擴大

至北京，四川…等地。以戰養戰，以利養利！  

 

除了開幕促銷活動之外，A個案醫美中心旗艦店每月推出一個產品折扣方案，

每月一次主題活動，每季舉辦一次美容課程積點兌換活動，與各單位異業合作，

將旗艦店設為形象旗艦店，增加知名度與本旗艦店的營業額。 

 

依相關統計證實，民眾對台灣醫美存在著高信任度，但並沒有品牌忠誠度，一

旦失去主力專案，熱銷現象也將隨之消退醫美服務良莠不齊，醫療效果保障不改

善，影響一般消費者觀感部分醫美診所藉由價錢戰術，攻打低階消費族群，大打

以量致勝的東區目前為的台灣醫美集散地，開發市場，光打低價以量取勝，，無

法有效達到消費者所期待之成效，應依重點專案經營形成有效競爭力方式。 

 

而臺北東區目前為的台灣醫美集散地，開發市場光打低價以量取勝，A個案醫

美中心應依重點專案經營形成有效的競爭力。 

 

醫美服務專案以先於試樣醫美中心（萬華）已建成，旗艦店已開始施工。配套

措施有VIP美療室、手術室、問診室、休憩區等… 。 

一、組織結構 

組織結構調整 

1.設立人力資源部門，負責招聘、訓練、激勵員工，為醫美中心擴張作好人力資

源儲備。 

2.成立市場行銷部門，其核心功能定位為策略規劃、市場拓展、品牌推廣、客戶

管理和服務訓練。 

3.目前由於醫美中心規模不大，沒有專業的財務人員，院長對醫美中心的財務狀

況也不甚瞭解，更無從加強財務管理。因此，必須成立專業的財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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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之後的醫美中心組織結構圖如表 4.1 所示: 

               

表 4-1: 調整之後的 A 個案醫美中心組織結構圖 

二、產品線 

A 個案醫美中心的門診部的產品線除了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普通門診之外，還

設有眼部整型、雙眼皮、眼袋、肉毒桿菌注射、玻尿酸注射等診療專案。 

A個案醫美中心產品線之醫療方案為: 雷射光療、針劑系列、健檢配套方案(現場

抽血、驗尿、糞便)涵蓋了女性癌症標記篩檢方案與男性癌症標記篩檢方案。 

A個案醫美中心醫學美容之專案涵蓋:雷射光療、針劑系列、健檢配套方案(現場

抽血、驗尿與糞便)與舒體SPA之服務專案(無齡輕肌回溯療程、纖體深肌重溯專

案、嫩白雪肌經典療程、全方位腹腔環保療程、局部雕塑部位療程、背部美白養

護療程、美胸護理療程、玉足護理療程、修復療程)。 

 

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美容整形特殊需求是在滿足基本的眼科、醫學美容與美

容整形需求前提下，A個案醫美中心依照市場的需求重新配置醫美中心的醫療服

務資源，滿足居民對眼科美容、醫學美容與美容整形醫療的不同需求，尤其是滿

足中高收入者對眼科與美容整形醫療的特殊需求，核心包含了準分子雷射手術、

眼部美容(眼部整形、雙眼皮、眼袋、肉毒桿菌注射、玻尿酸注射)、糖尿病視網

膜病變三個專案，而A個案醫美中心的核心競爭力為具備獨特的關鍵性眼週美容

成功案例，而在目前的醫美診所圈，目前尚未打出有主打眼週美容成功案例，而

A個案醫美中心主打眼週美容且已經累積了無數的成功案例。 

 

 

院長 

副院長 

財務部門 

人力資源部

行銷部門 

醫務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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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環境分析 

一、競爭對手分析 

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療經營企業核心包含兩種類型:綜合醫美中心眼科、私立

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中心。目前，A個案醫美中心核心競爭對手如下: 

 

(一)綜合醫美中心眼科與醫學美容中心 

各大綜合醫美中心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中心之規模較大、專業齊全、設備先

進、技術力量雄厚的集醫療、教學、研發、預防、急救、康復於一爐的大型綜合

性醫美中心，其優勢是知名度較高、設備精良，其劣勢是缺乏管理自主權、診療

價格較高、價格較高、缺乏有效激勵制度。 

依據美容整形市場之統計證實,大安區為醫美診所首戰地區，超過 200 家醫美

診所，密度居冠，部分醫美診所藉由價錢戰術，攻打低階消費族群，大打以量致

勝的方式，無法有效達到消費者所期待之成效。東區目前為的台灣醫美集散地，

開發市場光打低價以量取勝，應依重點專案經營形成有效競爭力。 

(二) A 個案醫美中心機會與威脅 

根據眼科美容與美容整形醫療市場的發展趨勢，眼科與美容整形醫療發展的需

求及競爭者的優劣勢分析， A 個案醫美中心所面臨的外部機會為: 

1.醫療制度改革加快 

藉助於醫療制度的深入改革，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存在著鉅大機會來做

策略聯盟及產業併購。 

2.眼科與美容整形基本及特殊需求加快 

根據臺北市醫學會統計，全市近視眼患者中，兒童與青少年占有 7 成多的

比例，目前由於市民對眼睛美容非常重視，所以近視眼患者前往醫美中心檢查的

比例逐年成長;並且在中高收入族群中，做準分子雷射手術和眼部美容(眼部整

形、雙眼皮、眼袋、肉毒桿菌注射、玻尿酸注射)的比例也是每年以超過 2%的速

度成長。 

有關美容整形的基本及特殊需求層面，由於海峽兩岸觀光階段式開放，台灣醫

療水準及硬體設備遠超過於歐美先進國家，而台北為台灣核心觀光城市，台北東

區更是台北頂級消費核心地區，而且『大陸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辦

法已修訂，可申請『健檢醫美』為事由，本院位於台北市大安區緊鄰高價黃金地

段信義區、中正區，交通樞紐便利，台北市大安區為台灣人口密度最高之區域，

近30,000餘人，大安區、信義區居住在此範圍區塊的消費者，消費能力較高，對

於高單價醫學美容療程比較願意嘗試。台北市為台灣第一名，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過129萬元;預估 台北市醫美一年可達600億商機，每年還以13%速度成長。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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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醫美中心的核心競爭力為具備獨特的關鍵性眼週美容成功案例，而在目前的

醫美診所圈，目前尚未打出有主打眼週美容成功案例。 

3.競爭對手相對弱小 

臺北市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的核心競爭對手的市場佔有率是不相上下，

其相對威脅也不是很大。 

 

4.臺北市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所面臨的威脅: 

(1)潛在進入者的威脅不斷加大 

相對於其他產業，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療產業的產業平均利潤率為

40%，這對於外來投資者具有很大的吸引力，隨著私立醫學美容中心及

連鎖診所經營的成功，產業利潤率將更高，因此，潛在進入者的威脅進

一步加大。 

(2)醫療技術容易模仿 

醫療技術容易被模仿核心呈現在兩個層面:醫療機構都在強化技術開發

的力量，而且目前在臺北是藉助於先進的診療設備來進行技術更新，所

以擁有先進的設備就可以開展一個新的技術專案:擁有先進醫療技術的

人才現階段的流動很簡單，他們很容易被競爭對手搶走。 

(3)病患的需求不斷變化 

隨著臺北市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提昇，市民的醫療需求也在

發生變化，由原來的純醫療型邁向保健型發展，由維持生命、延長壽命

向提昇生命品質轉變。 

二、五力分析 

(一)發展策略制定 

制定發展策略需求醫美中心全體成員的努力，因此明確策略發展路徑，在醫美

中心上下達成共識，不僅可以加深對的 A 個案醫美中心存在價值和策略定位的

瞭解，而且還將在今後幾年之中引領 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與 A 個案醫美中心邁

向成功之路。在經過對臺北市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療產業的深入調查分析以及

對實際情況的準確掌握之後，A 個案醫美中心規劃未來 5 年的策略發展架構不僅

具有可行性，而且也是必須的。 

此一策略規劃是建立在 A 個案醫美中心自身資源和能力之上的，因此具有較

強的可操作性和極大的成功可能性。其發展策略可以歸納為三種最基本的類型，

即成本領先策略、差異化策略和重點集中策略(Gerry Johnson、Scholes Kevan，

2003)，同樣，A 個案醫美中心也利用成本領先策略、差異化策略和聯盟策略產

生競爭優勢。見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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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A 個案醫美中心也利用成本領先策略、差異化策略和聯盟策略產生競爭

優勢 

1.成本領先策略 

成本領先策略又稱為低成本策略，它是指企業在提供相同的產品或服務時，其

成本費用明顯低於產業平均水準或核心競爭對手的競爭策略，其意義在於運用成

本優勢使企業在相同的規模經濟下，取得更大的盈利，累積更多的發展資金，或

者在不利的經營環境中具有更強的生存能力。 

此種優勢的可維持性，就是競爭對手在相當時期內難以達到或接近這種成本水

準。醫美中心管理正在向企業化管理轉化，為了生存和發展，一層面，醫美中心

必須不斷進行技術創新，引進新的診療技術，購買新型診療設備，以追求技術領

先狀態，這是醫美中心的重要競爭優勢、對小型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而言，

可以說是“立院之本＂。 

另一方面，採取“成本領先策略＂。成本領先策略就是努力使 A 眼科與與 A

個案醫美中心的業務成為臺北市眼科與醫學美容產業所有競爭者中成本最低者

的策略，是努力運用降低客戶成本以提昇客戶價值的策略。依靠低成本優勢，獲

得比其他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及診所高的利潤，也可以吸引眾多的價格

敏感型客戶。 

面對整個市場，在競爭中以價格取勝，獲得較大的市場佔有率。此種策略重點

3.成本集中 4.集中差異化 

l.成本領先 2. 差異化 

低成本 差異化 

競爭優勢 

競爭範圍 

較窄範圍 

較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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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對價格敏感的區隔市場，提倡的是不與有相同市場的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

心進行競爭，而是吸引一部分低收入的市場客戶;或者是在降低價格的同時努力

保持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療服務的品質，但弱點是其他的類似醫美中心易於對

其加以模仿。此種策略獲得競爭優勢的唯一辦法是降低成本，維持成本領先。 

一是成立聯合採購中心，採購中心將參加市級醫美中心統一採購及醫美中心集

中採購，另外，鑒於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自身不易受外界限制的特性，聯合採

購中心可採取更多更有效的採購方式，統一採購醫美中心所需所有物資，實行同

廠商直接訂貨，避免其他中間部位的費用產生，其目的就是降低所有採購物資的

成本。 

二是進行醫美中心整體成本管理，降低成本不僅指降低診療成本，成本發生在

醫美中心診療經營的整體流程。運用價值鏈分析方法，從醫療收費專案的可行性

分析、專案立案、專案設計、專案定價審批、人員和設備配置、材料採購，到行

銷規劃、收治病人、開展診療服務等，都要發生費用支出，都有成本控制問題。

降低成本還包括管理費用和財務費用的降低，還要考量供應商的成本和病人的成

本。單獨降低某項成本，不顧及其他成本，成本就像在 u 型管中的水銀，若壓縮

這邊的成本，那邊就會增加，此種成本節省永遠不會呈現在利潤之中。 

三是引入價值鏈方法來進行成本差異化管理，對 A 個案醫美中心診療經營流

程的每一個部位、每一項工作都要用價值鏈分析方法，分析其是否有效地利用資

源為醫美中心創造了最大化的價值;使用投入產出的概念來分析每一個部位、每

項工作是否都能獲得正面效益，為醫美中心整體價值最大化產生正面的功能。讓

醫美中心診療經營的各種要素，包括人、財、物及資訊和流程都能得以最佳的配

置，讓有限的醫療資源得到有效利用。 

四是擴大規模優勢，A 個案醫美中心本身需求運用規模擴張改善條件，使設備

得到充分利用。擴大規模不但改善了醫療條件，提昇了設備利用效率，增加了競

爭實力。而且活絡了衛生資源，使原來閑置資源的利用率提昇:把分散的資源整

合起來統一管理，使衛生資源佈局更加合理。老百姓則享受到了更好的診療環

境，更佳的高水準服務。同時，適當的規模可以有效的降低營運成本，增加醫美

中心效益。 

五是併購，合併一些無法繼續經營的小眼科與醫學美容診所，盡快達到眼科美

容與醫學美容診所經營規模水準。選擇一些社區位置佳，裝修較好，管理不善的

小眼科與醫學美容診所加以合併。策略性併購有利於減少競爭對手、加強診療能

力，落實規模化經濟、提昇企業的盈利水準。運用併購的方式，可以在極短的時

間內擴大臺北市 A 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規模:可以快速爭取客戶、進入

陌生的市場，取得該市場的客戶與通路，擴大市場佔有率，降低開發新市場的成

本，從而帶來利潤，使得醫美中心掌握時機，贏得先機，獲得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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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異化策略 

差異化策略是一種試圖使自己的產品或服務區別於本產業其他公司的策略

(Richard L.Daft., 2002)。此種策略需求企業在產品的品牌設計、生產技術、客戶

服務、銷售通路層面等增加企業產品和服務的競爭策略。由於產品或服務的獨特

性，增加了對客戶的吸引力，減少了客戶對價格的敏感性。 

差異化策略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隨著競爭的不斷深入

化，過去效益較差的專科醫美中心愈益證實出其競爭力，這些醫美中心的獨特性

和相對優勢使其在激烈的競爭中具有相當程度的競爭力。 

而一些綜合性大醫美中心的效益反而降低。這深刻地證實了波特(Porter M.E.，

1985)競爭策略中的差異化策略，對醫美中心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是

醫美中心參與市場競爭的重要方式之一。 

A 個案醫美中心採取差異化策略，是以相同或略高於其他眼科與醫學美容中心的

價格向病患提供更高的附加價值(Value added)。其目的是運用更好的診療服務來

獲得競爭優勢。獲得的方法是提昇診療服務的獨特性，同時運用相當的行銷方法

向病患證實比競爭對手更能滿足病患的需求。 

一是技術差異化;對於新的診療服務產品加大開發的力道，引進了在本市最為

先進的準分子雷射手術儀，開展了全市最為先進的 LASIK 近視治療技術:加強醫

美中心之間的技術交流，保證 A 個案醫美中心在醫療技術上能領先同業競爭者。 

A個案醫美中心之加值醫療方案為: 雷射光療、針劑系列、健檢配套方案(現場抽

血、驗尿、糞便)涵蓋了女性癌症標記篩檢方案與男性癌症標記篩檢方案。A個案醫

美中心醫學美容之專案涵蓋:雷射光療、針劑系列、健檢配套方案(現場抽血、驗尿

與糞便)與舒體SPA之服務專案(無齡輕肌回溯療程、纖體深肌重溯專案、嫩白雪

肌經典療程、全方位腹腔環保療程、局部雕塑部位療程、背部美白養護療程、美

胸護理療程、玉足護理療程、修復療程)。 

二是服務差異化;建立客戶檔案，對於首次就醫病患建立電腦檔案，在病患下

次就醫時可以方便快捷地就診，醫生可以從電腦中調取病患檔案。加強就診流程

重建，將眼科與醫學美容病患整個就醫流程加以區隔，並對每一個步驟皆落實執

行細則。 

三是市場差異化;A 個案醫美中心以特別高的價格向客戶提供更高的診療服

務。它意味著醫美中心將在特定的區隔市場中進行經營和競爭。在目前的診療服

務條件下，重新確認高階目標市場，進行市場區隔，並對區隔市場加以定位，以

落實與其他競爭對手的差異化。 

加強市場行銷，成立行銷部門，其核心功能定位是策略規劃、市場拓展、品牌

推廣、客戶管理和服務訓練。運用各種媒體從醫療技術、服務措施、方便程度等

層面來宣傳自己。將廣告、新聞、公關、形象策劃、品牌推廣等所有的行銷活動

進行整體化整合式行銷，讓公眾從不同的資訊通路獲得對醫美中心一致性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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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從而使他們對醫美中心達成最大程度的認知，達到提昇知名度和忠誠度的目

的。 

(1)提昇公眾對醫美中心的忠誠度。 

A 個案醫美中心將根據 STP 理論，認真地分析臺北市醫療市場內外部環境，

做出適合自己的市場行銷策略。 

所謂醫療服務市場區隔就是醫美中心運用對醫療服務市場加以調查，根據就醫

者的性別、年齡、職業、需求等層面的差異，把就醫者劃分為不同的客戶族群，

每一個客戶族群就是一個區隔市場。實際的醫療市場區隔步驟為:首先運用市場

區隔的原理把所有就醫者根據需求的不同區隔為具有共同特色的同質組合。 

分析不同就醫族群的基本需求和潛在需求，以及不同需求的特色，據此來確定

區隔市場的標準和分類;測定各區隔市場的規模。根據 A 個案醫美中心的實際情

況，將臺北市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療市場分為: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療基本

需求市場、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特殊需求市場。 

所謂醫療服務目標市場的選擇是在醫療市場區隔的基礎上，醫美中心準備進入

的市場，也就是對醫美中心的經營和發展最有利部分的市場。醫療服務目標市場

的選擇核心是要整合醫美中心自身的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還要考量本醫美中心

的各種資源，包括人力、設備、資金、技術力量、管理水準等，A 個案醫美中心

根據臺北市醫療市場狀況，將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基本需求市場作為其核心目標

市場，將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特殊需求市場作為其次要目標市場。 

醫美中心的市場定位，就是要使自己的醫療服務在就醫者心目中占有一個明確

的、與眾不同的和具有吸引力的地位，以適應就醫者相當的需求和偏好，從而樹

立自己的“醫療服務形象＂或“醫美中心形象＂。 

市場定位比較常用的方法是繪製產品或服務的定位圖。例如，某醫美中心運用

調查瞭解就醫者最關心的營利性醫美中心的幾個指標為“醫療品質＂、“醫療費

用＂和“客製化個人服務程度＂，假定目標市場上已有 A、B、C 三個競爭區域，

其醫療服務市場定位見圖 4-2 所示，根據 A 個案醫美中心的實際情況，將醫美中

心的市場定位在“技術整體，為市民做整體服務解決方案的優質醫美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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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醫療服務市場定位 

(2)聯盟策略 

一是策略聯盟 (Strategic alliance)，它是指兩個或兩個上述的企業為了落實優勢

互補、資源共享、風險共擔等策略目標，在保持自身獨立性的同時，運用各種方

式來建立較為穩固的合作夥伴關係，並在某些領域採取合作行動，從而落實“雙

贏＂或“共贏＂( Johnson Gerry.、Scholes Kevan., 2004)。 

民營醫美中心在參與醫療服務市場的激烈競爭中，不僅要運用自身的努力去與

公立醫美中心競爭，也應該運用策略聯盟此一有效方式，加強與公立醫美中心的

聯盟合作，以共同開發醫療服務市場的潛在需求，共同做大醫療服務市場這個

“大餅＂，從而落實從“零和賽局＂(Zero sum game)到“正和賽局＂(Positive 

sum game)的飛躍，在與公立醫美中心的競爭與合作中達到“雙贏＂(Both win)

或者“多贏＂(Multiple win)。   

在進行策略聯盟時，民營醫美中心和公立醫美中心都應努力落實醫美中心資源

共享、核心能力互補。例如，民營醫美中心可以充分利用公立醫美中心的人力資

源和技術資源，用“派出去，請進來＂的方式，提昇自己的醫療技術水準;公立

醫美中心也可以利用民營醫美中心較先進的醫美中心經營模式和理念，提昇自己

的醫美中心管理水準。 

醫美中心要完成的策略目標角度可分為三種策略聯盟:合作研究與開發聯盟、

聯合生產聯盟，市場開拓與發展聯盟(David Collie、Cynthia A Mont ornery., 1995) 

建立聯盟的動機有三點:產品交換、共同學習和獲得市場力量。A 個案醫美中心

選擇與其合作盟友應具有下列需求: 

第一，對方在資源層面具有比較優勢，且這種優勢與醫美中心本身的資源優勢形

成互補性結構: 

A:醫療費用

低，個性化服務

程度較低。 

B:醫療費用中

等，個性化服務

程度適中。 

C:醫療費用高，

個性化服務程

度較高。 

醫療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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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雙方資源的重疊最小化; 

第三，對方在產業中佔有獨特的經營優勢，在某一層面處於產業的競爭領先地位; 

第四，資源對於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來說，有很好的運用性，並對企業的發

展具有核心的意義 

第五，生產經營與管理系統改善且健全的醫療機構: 

第六，醫美中心發展目標一致。 

A 個案醫美中心計劃與先進的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機構實行策略聯盟，引進先

進技術;二是品牌策略，由醫美中心管理顧問公司所設計、建立醫美中心 CIS 形

象識別系統。 

A 個案醫美中心品牌的建立有多層面的因素，A 個案醫美中心的品牌建立核心

依靠三大因素首先是醫療技術力量;其次是醫療服務品質;再其次是長時間的品牌

經營。 

雖然 A 個案醫美中心的技術力量相對比較雄厚，但服務品質目前並不是很高，

因此迫切需求改善服務品質。醫美中心品牌需求長時間營造的傳統，隨著醫美中

心產權多元化改革也將發生變化。品牌策略的關鍵是如何創造品牌，盡快樹立品

牌，其具體的方法是:首先要轉變觀念。 

尤其是全院上下樹立品牌觀念。其次是培育品牌。要在創造品牌的流程中培育

和發展醫美中心的一流人才、一流技術、一流設備、一流管理和一流效益，營造

品牌的底蘊。要扶植新人新事，允許改正錯誤而重新崛起，鼓勵科技創新，執行

管理創新，主張永續發展。 

再其次是包裝品牌。醫療服務認定的是產品，評估的是醫美中心，要重視營造

品牌的外部環境。要在包裝醫美中心的品牌，創立優質服務，培育名醫、愛護專

家，發展具有特色的技術和創新技術等，確實掌握整體宣傳、策劃、包裝對象和

效果的各個層面。 

最後是傳播品牌。醫美中心品牌終極是由病人以及社會大眾認定的，媒體傳播

只是一個層面，而且是間接的。直接的傳播方法是運用醫美中心全體醫護人員在

醫療服務整體流程中直接傳遞給病人。 

A 個案醫美中心發展整體策略模式:擴張型策略。選擇加強型策略和多元化策

略。從醫美中心的內部優勢分析中看出，醫美中心的綜合實力及經濟基礎已經發

展到相當的階段，完全具備擴張的實力。A 個案醫美中心以加強眼科與醫學美容

建構、增加重點學科五官和頭頸科、改善基礎醫療學科為擴張的方向。以兒童、

青少年、老年患者為核心擴張的對象，認真做好市場調查並分析擴張的可行性，

積極穩健地落實低成本擴張。規模經營商機和風險並存，為了防範擴張失敗或背

上沉重的包袱，規模效應量力而行，先效益、後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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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發展策略需求醫美中心全部成員的努力，因此明確策略發展路徑，在醫美

中心上下一心達成共識，不僅可以加深對 A 個案醫美中心存在價值和策略定位

的瞭解，而且還將在今後幾年中引領 A 個案醫美中心走向成功。 

在經過對 A 個案醫療產業的深入調查分析以及對實際情況的精準掌握之後，A

個案醫美中心規劃未來 5 年的策略發展架構不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須的。這

一策略規劃是建立在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自身資源和能力之上的，因此

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和極大的成功可能性。 

發展策略可以歸納為三種最基本的類型，即成本領先策略、差異化策略和重點

集中(專一化策略)策略，同樣，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也利用成本領先策略、

差異化策略和重點集中策略產生競爭優勢。 

(二)成本領先策略 

成本領先策略又稱為低成本策略，特色是競爭範圍廣，競爭優勢較弱。實行成

本領先的策略，就是要在有效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同時，提昇醫美中心的營運效率

和供應鏈的管理水準有效地降低成本，在競爭中保持優勢。這種策略獲得競爭優

勢的唯一辦法是降低成本，維持成本領先。但弱點是其他的類似醫美中心易於對

其進行模仿。 

根據對消費者的調查結果證實:消費者在選擇就醫時，首先考量價格的占 96.1%;

服務品質的占 83.6%;品牌知名度的占 55.8%;就醫方便性的占 32.5%;環境舒適程

度的占 27.6%。這證實目前消費者就醫時考量的因素中，價格因素佔據主導地位。 

執行成本領先策略的實質就是提昇客戶成本價值，它包含兩個層面:一是降低

客戶成本，二是提升客戶所付成本的價值，獲得比其他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

及診所高的利潤，也可以吸引眾多的價格敏感型客戶。面對整個市場，在競爭中

以價格取勝，獲得較大的市場佔有率。 

1.加強服務、提升價值:從服務和成本層面來看，目前醫美中心面臨的核心問題: 

一是醫療消費價格水準上漲很快，與大多數普通民眾的收入水準比較，醫療價格

已經很高，繼續大幅調高收費價格的空間不大;二是醫療服務功能發揮的程度很

低，醫美中心尚未真正認識到並落實作為服務提供者基本定位。在此基礎上，眼

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在不大幅度提昇收費水準的前提下，顯著地提昇自身的服

務水準，使患者感到物超所值，顯然會獲得強勁的發展。 

從行銷學角度而言，醫療費用僅是公式中患者總成本的一部份，患者就診價=

患者總價值(治療效果+服務品質+醫務人員素質+醫美中心榮譽)-患者總成本(醫

療費用+耗費體力+耗費精力)。醫美中心要吸引更多的患者就診除了要重視價格

行銷外在可控因素層面同樣要下功夫，一層面必須提昇治療效果、服務品質、醫

務人員素質和醫美中心聲譽來增加患者的總價值，另一層面可以縮短就診時間、

減少患者就診時所付出的體力和精神壓力來降低患者的非貨幣成本，從而提昇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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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診療附加價值。如果單純或核心採取低價策略，只能誤導同時又吸引不了患

者。 

2.落實醫美中心整體成本管理，降低成本不僅指降低診療成本，成本發生在醫美

中心診療經營的整體流程。運用價值鏈分析方法，從醫療收費專案的可行性分

析、專案立案、專案設計、專案定價審批、人員和設備配置、材料採購，到行銷

策劃、收治病人、開展診療服務等，都要發生費用支出，都有成本控制問題。 

降低成本還包括管理費用和財務費用的降低，還要考量供應商的成本和病人的成

本。單獨降低某項成本，不顧及其他成本，總成本就不會呈現利潤。 

3.引入價值鏈方法進行成本差異化管理，對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診療經營流

程的每一個部位、每項工作都要運用價值鏈分析方法，分析其是否有效地利用資

源為醫美中心創造了最大化的價值;使用投人產出的概念分析每一個部位、每一

項工作是否都能獲得正面效益，為醫美中心整體價值最大化產生正面的功能。讓

醫美中心診療經營的各種要素，包括人、財、物及資訊和流程都能得以最佳的配

置，讓有限的醫療資源得到有效利用。 

4.擴大規模優勢，目前 A 個案醫美中心本身急需運用規模擴張改善條件，擴大醫

療範圍，增加業務專案，使人才、設備得到充分利用，增加綜合競爭實力，使原

來閒置資源的利用率相對提昇，使衛生資源佈局更加合理。同時，適當的規模可

以有效地降低營運成本，增加醫美中心效益。 

(三)差異化策略 

差異化策略是一種試圖使自己的產品或服務區別於本產業其他公司的策略。其

特色是競爭範圍較廣，競爭優勢較大。由於產品或服務的獨特性，增加了對客戶

的吸引力，減少了客戶對價格的敏感性。差異化策略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義。醫療服務責任重大，醫療工作具有很高的標準化程度，這可能是

形成醫療產業管理的重要原因。在大多數情況下，臨床醫療工作的標準化程度很

高，技術標準和技術規程很嚴格。除了研發專案之外，從診治方法層面很難有容

易為醫療消費者識別的創新，造成執行一般性差異化策略的困難。在這種局面

下，醫美中心實行差異化策略的空間比較小。 

但是醫療服務具有倫理性、及時性、互動性和不可儲存性等特色，這些特色為

醫美中心落實差異化策略提供了機會。醫美中心可以在充分掌握患者需求的基礎

上，為患者提供便利、舒適的就醫環境，快捷、安全、有效和人性化的醫療健康

服務來提昇患者的醫療健康服務附加價值，將自己與競爭對手區分開來，保持持

久的競爭優勢。 

目前一些綜合性醫美中心的效益反而降低。這深刻證實了波特競爭策略中的差

異化策略，對醫美中心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是醫美中心參與市場競爭的

重要方式之一。 



 

 76

其目的是運用更好的診療服務來獲得競爭優勢。獲得的方法是提昇診療服務的

獨特性，同時運用較為合適的行銷方法，向患者證實比競爭對手更能滿足患者的

需求。 

一是技術差異化:在醫療市場中，大醫美中心靠實力雄厚的設備、人才、技術

及規模優勢競爭，而中小醫美中心靠優質服務和低成本策略在求生存，特色經營

策略小醫美中心比大醫美中心顯得更加重要。 

過去效益差的專科醫美中心愈益證實出其競爭力，這些醫美中心的獨特性和相

對優勢，使其在激烈的競爭中具有相當程度的競爭力。就技術而言，人無我有稱

為“獨一無二＂，是獨創技術;人有我多叫“優秀＂，是優勢技術;人多我精叫“特

殊＂，即特殊技術。構成特色經營的就是這些技術，這些技術也可籠統的稱為技

術特色，其“附加價值＂大小則是形成有效競爭力“資本＂。 

醫美中心執行特色經營的基礎是:“院有重點學科、科有專科特色、人有技術

專長＂。例如對於新的診療服務產品強化開發的力道，引進了在全國最為先進的

準分子雷射手術儀，開展了全市最為先進的個人化近視治療技術，開展視網膜顯

微手術。保證 A 個案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在醫療技術上能領先同行競爭者。 

二是服務差異化: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採取差異化策略，是以相同於其他

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的價格向患者提供更高的附加價值。例如建立客戶檔

案，對於首次就醫患者建立電腦檔案，患者下次就醫時可以方便快捷的就診，醫

生可以從電腦中調取患者檔案，使患者感到自身的重要和被尊重。加強就診流程

重建，將眼科與醫學美容患者整個就醫流程區隔，並對每一個部位實施執行細則。 

三是市場差異化;市場差異化即服務行銷差異化，提昇不同層級的公眾對醫美

中心的忠誠度。根據 STP 理論(市場區隔、目標市場和市場定位)，認真分析醫療

市場內外部環境，做出適合 A 個案醫美中心自己的市場行銷策略。 

醫療服務市場區隔:運用對醫療服務市場進行調查，根據就醫者的性別、年齡、

職業、需求等層面的差異，把就醫者劃分為不同的客戶群，每一個客戶群就是一

個區隔市場。醫療市場區隔步驟是:首先運用市場區隔的原理把所有就醫者根據

需求的不同區隔為具有共同特色的同質組合。 

分析不同就醫族群的基本需求和潛在需求，以及不同需求的特色，據此來確定

區隔市場的標準和分類;測定各區隔市場的規模。並以此為重點，調整醫美中心

的經營策略及資源配置。根據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實際情況，將 A 個案眼

科醫美中心與 A 個案醫美中心之醫療市場分兩大類: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基本需

求市場、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特殊需求市場，醫療基本需求市場又分為兒童市

場、青少年市場、中老年市場。 

醫療服務目標市場:目標市場的選擇是在醫療市場區隔的基礎上，醫美中心準

備進入的市場，也就是對醫美中心的經營和發展最有利的那部分市場。醫療服務

目標市場的選擇核心是要整合醫美中心自身的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還要考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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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美中心的各種資源，其中包括人力、設備、資金、技術力量、管理水準等，以

不同的區域環境確立核心病人資源客戶群;並打造專家品牌向目標市場延伸、延

伸、造勢吸引更多的病人資源;在條件許可的前提下，發展醫美中心的優勢專案，

以形成專業的特色，落實某些專案上的高階服務目標，擴大市場佔有率。在經營

中不斷聚焦於上述目標來進行市場運作，加強對醫美中心缺點的改進和改善。A

個案醫美中心根據醫療市場狀況，將醫療基本需求市場作為其核心目標市場，將

醫療特殊需求市場作為其次要目標市場。 

醫美中心的市場定位:市場定位就是要使自己的醫療服務在就醫者心目中占領

一個明確的、與眾不同的和有吸引力的地位，以適應就醫者相當的需求和偏好，

從而樹立自己的“醫療服務形象＂或“醫美中心形象＂。將 A 個案眼科與醫美

中心的市場定位在“為市民提供技術整體化、服務安全的眼科與醫學美容診治中

心＂。 

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運用特定導向的醫療消費群，提供專科、專病醫療服

務，形成在區隔化醫療市場上的整體競爭優勢。它意味著醫美中心將在特定的區

隔市場中進行經營和競爭。專科專病的特色，既容易吸引特定病人，也易於集中

病材，有利於提昇醫務人員技能，兩者相互正面促進、良性互動。例如成立患者

俱樂部，舉辦一些座談、講座等聯誼會活動。在目前的診療服務條件下，重新確

認高階目標市場，加以市場區隔，並對區隔市場加以定位，以落實與其他競爭對

手的差異化。A 個案醫美中心以特別的價格向病患提供更高階的診療服務。 

(四)集中化策略 

集中化策略，是指醫美中心選擇一個區隔市場，集中資金、技術、設備和人員

等全部資源，提供區隔市場所需求的醫療服務，集中滿足該區隔市場的需求。例

如選擇專門為老年人白內障的白內障手術中心。集中化策略可以同總成本領先和

差異化策略分別整合。例如在區隔市場上，著重於從成本層面建立競爭優勢稱為

成本集中化策略，A 個案醫美中心核心是針對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基礎市場。反

之，如果在區隔市場上從高品質高科技等層面來建立競爭優勢，則稱為差異集中

化策略，核心針對特種高階市場。例如準分子雷射屈光手術中心與眼部美容整型

中心。 

1.醫美中心功能策略 

(1).品牌策略 

在激烈的醫療市場競爭中如何經營、管理好醫美中心?如何佔有更多的

醫療市場佔有率?是醫美中心管理者思考和探索的永恆課題.按照市場規律

的需求轉變觀念和思維方式，調整醫美中心管理結構，樹立良好的醫美中

心品牌形象，制定並執行醫美中心品牌發展策略，是醫美中心在優勝劣敗

的激烈競爭中尋求更大的發展空間、保持永續發展的唯一選擇。 

醫美中心品牌的建立有多層面的因素，A 個案醫美中心的品牌建立核心依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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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素。首先是醫療技術力量;其次是醫療服務品質;再次是長時間的品牌經營。

醫美中心的品牌，除了產品固有的技術層級，產品品質和價格三大要素之外，還

應有專家知名度、專科特色、高階儀器及技術水準等要素形成的無形資產，包括

醫美中心的社會商譽較高、專家知名度較高、在相關族群中口碑較好等等。 

雖然 A 個案醫美中心與 A 個案醫美中心的技術力量相對比較雄厚，但服務品質

目前相對並不高，因此迫切需求改善服務品質。 

醫美中心品牌需求長時間經營的傳統，隨著醫美中心產權多元化改革也將發

生變化。 

品牌策略的核心是如何創造品牌，盡快樹立品牌，其具體的方法是:首先要轉

變觀念。以需求為導向，創新建構高品質的服務品牌管理理念:以誠信為基礎、

以品質求生存、以尖端科技促進發展。全院上下樹立品牌觀念。 

其次是培育品牌。求先:“求先＂一是品牌搶先，即搶先進入患者心理;二是實

力搶先，確立第一選擇為主，佔據優勢;求新:醫美中心的醫療品牌的生命力在於

求新，只有開展新技術、新專案、新特色、新服務，才能適應醫療市場的需求;

避強:不與綜合實力強大的醫美中心競爭，另闢通路;選擇空隙:任何強大的專科，

再有優勢，也有相當程度的空隙存在，誰能尋找到了這個空隙，誰就贏得了市場;

超強化:醫美中心品牌的樹立流程就是一個市場化經營不斷強化、再強化的流

程，即追求名牌更大、更強、更新的流程，市場佔有佔有率也就更多、更大。 

再其次是包裝品牌。醫療服務認定的是產品，評估的是醫美中心，要重視營造

品牌的外部環境。要在包裝醫美中心的品牌，創立優質服務，培育名醫、醫護專

家，發展特色技術和創新技術等，做好整體宣傳、策劃、包裝對象和效果的各個

部位。設計、建立醫美中心 CIS 形象識別系統。 

最後是傳播品牌。醫美中心品牌終極是由病人以及社會大眾認定的，媒體傳播

只是一個層面，而且是間接的。直接的傳播方法是運用醫美中心全體醫護人員在

醫療服務整體流程中直接傳遞給病人。 

直接傳播方式:　需求全體員工要參與品牌的研究與決策;落實全體成員的訓

練，向員工解釋和推銷品牌;　需求員工關心並培育和推銷品牌，獎勵對品牌有

促進功能的人員，特別是要把提昇員工覺悟視為建利醫美中心品牌之靈魂，因為

在人的知識、智力、素質和覺悟四者之中覺悟是最基本又是最重要的。這樣做的

目的:一是要讓醫護人員以及全體員工都能把語言:視覺品牌，轉變為語言-視覺-

行為品牌;二是要運用醫護人員與病人的接觸，讓病人真正感到醫美中心品牌的

存在和好處;三是病人得到的“服務滿意度＂，會把醫美中心的品牌優勢傳播給

他周圍的族群，使醫美中心產生良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2.人才策略 

科技的競爭追根究底就是人才的競爭，人才是醫美中心生存和發展的根本。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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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陸衛生改革的深入化，大陸醫療市場的人才競爭會更加激烈，人才策略對醫

美中心的競爭力的形成顯得更加重要。在此必須指出，醫美中心以將心比心、設

身處地幫員工著想，以用事業留人的做法是可行的;在市場的激烈競爭中，更重

要的是用人才管理機制挽留優質員工。 

市場機制其實是利益機制，在市場機制的參與者來看，服務什麼、服務內容、

為誰服務都是次要的，關鍵是要有利潤或報酬。面對在大陸建立的具有國際水

準、裝備一流的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以及這些醫美中心高薪等條件招

聘人才的誘惑，醫美中心的高級人才流失在所難免。這將給部分醫美中心以致命

的打擊。所以醫美中心必須高度重視人才團隊的建構，要愛護人才、工作上支援

人才、生活上照顧人才。尤其是要為專業醫師提供優惠措施，例如建立實驗室、

改善住房、改善工作環境、工資待遇水準的提昇等。 

只有真正留住人才，才能發揮人才潛能創造力。加強人才培養和適當引進人才

是醫美中心改革與發展的必經之路。人才的成長不僅需求自身的努力，也需求有

一個良好的外部環境。 

A 個案醫美中心在人才培養工作中注重實務，正確處理品質與數量的關係，即在

立足於全員教育的基礎上，針對不同層級不同科別加以分類指引和做有選擇性的

重點培養。 

人才引進工作則更具聚焦性，在開展工作之初就應明確制定出引進人才的條

件、提供的待遇、目標管理責任制、評估標準及應對措施，嚴格把關。 

要保證引進的人才能在最短時間之內能夠整體啟動，開展新業務和研發專案，

迅速提昇所在學科的水準和影響。對於在人才培養流程中顯露出來的優秀人才，

要不拘一格，大膽啟用，同時給予各層面的優惠措施，鼓勵有真才實學的人能夠

脫穎而出。 

將促進 A 個案醫美中心的發展作為人才管理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將人力資源

作為第一資源，隨著市場激烈競爭的情勢，人力資源將成為經營理念和管理業務

的核心與基礎。對人而言，工作績效核心取決於對一個團體的忠誠度，一個部門、

一個企業不僅需求一流的業務人才，同樣需求高素質的管理人才和不同層級的後

勤服務人員。 

因此要整合 A 個案醫美中心的實際情況，在人力資源管理中，合理定位，推

進人才結構調整;創造一個使每一位員工得以充分展示才華的環境，給員工營造

最大的發展空間，最大程度地激勵人員的動機，以激勵各類人員的潛能和智慧，

開創一個人才輩出、人盡其才的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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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體環境分析 

   

醫美中心的整體環境核心是由一些整體的社會限制力量所構成，其中包括政治

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和科技環境等，根據策略管理的理論架構，在制

定醫美中心策略發展規劃之前，需求對醫美中心目前所處的外部環境加以分析，

以瞭解外部環境對醫美中心發展的核心影響，使得所制定的醫美中心發展策略規

劃能與外部環境相互配合。 

(一)醫美中心整體環境分析 

整體環境(macro environment)又稱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是指在國家或

地區範圍內對一切社會組織都將產生影響的各種因素和力量。對醫美中心而言，

這些因素和力量往往都是不可控制的，只能努力去適應。在策略管理中，整體環

境分析的因素對象核心是指由一些大型的社會約束力量所構成，包括政治和法律

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與自然環境、技術環境，因此常被稱為 PEST(political、

economic、social、technological)分析。根據策略管理的理論架構，在制定醫美中

心策略發展規劃之前，需求對醫美中心目前所處的外部環境加以分析，以瞭解外

部環境對醫美中心發展的核心影響，使所制定的醫美中心發展策略規劃能與外部

環境相配合。 

(二)政治環境分析 

政治環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制度經濟制度相當的歷史時期，影響醫美

中心經營活動的政策決議，以及法律法規與有關的管理制度等政治環境對醫美中

心的影響，核心呈現在政策層面，例如大陸的醫療保障制度醫療機構分類管理制

度等對醫美中心的經營活動就發揮重要的導向性功能。 

1.醫療保險制度改革對醫美中心的影響 

醫療保險系統是指一個國家各種醫療保險制度的集合，醫療保險是社會保險系

統的重要部分，是一項基礎性建構，只有建立起新型的員工醫療保險制度，使它

和員工養老失業保險制度一起形成比較完備的社會保險系統，才能使員工的基本

生活得到較好的保險，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各項改革的繼續深入進行。現階段，

大陸的醫療保險系統核心包括基本醫療保險、大額醫療費用互助制度、企業補充

醫療保險、公務員醫療補助、社會醫療救助和公司醫療保險。隨著大陸醫療保險

系統的逐漸改善和保險制度的深入改革，醫美中心將面臨由於健保制度改革而帶

來的病患分流，但同時也會帶來更多新的商機，民營醫美中心可以更快、有效地

進行自身的改革而去適應新的健保制度，從而占領更多的市場佔有率。 

(三)經濟環境分析 

一個國家的經濟狀況直接影響到實際企業和產業的呈現。因此，醫美中心需求

研究經濟環境，以發掘其變化和趨勢及其蘊涵的策略意義。經濟環境指的是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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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所屬的或可能會參與其中競爭的經濟體的經濟特色和發展方向，包括國民平

均收入、居民的平均收入及支出狀況、市場物價水準、消費信貸、居民儲蓄以及

經濟制度改革進程市場系統改善程度等。2009 年是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大陸經

濟繼續保持良好的發展趨勢，政府採取的積極財政、金融政策，加大投入規模，

強化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等對 GDP 發揮了拉動的功能。大陸推出的增加居民收

入、擴大內需市場、加大對醫療衛生事業的投入、拉動消費等一系列改革措施，

必將有力地拉動醫療消費成長。 

影響醫美中心經營決策的最直接的因素是社會購買力，影響購買力水準的核心

因素有收入、價格、儲蓄以及信貸等。相關事實也證實一國的醫療消費水準與該

國的經濟發展有著直接的關係。在先進國家，例如美國之此一比例為 14%，瑞典

為 9%，英國為 5%，韓國、日本、香港等亞洲國家和地區為 6%-8%。從人均醫

療消費而言，美國為 4090 美元，德國為 2339 美元，日本 1741 美元。有專家預

測:隨著人們生活水準的提昇、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人口老齡化行程的加快，

大陸醫療市場可能會出現與 1970 年代美國相類似的爆發式成長，醫療消費在

GDP 中所占比重也將很快提升至 8 份 10%。 

(四)科技環境分析 

科技環境指與醫療科學技術、設備相關的大陸外科學技術水準、發展速度和發展

趨勢，技術引進和技術創新。關注科技發展對醫美中心產生重大影響，坐擁技術

的高度，有利於提昇醫美中心競爭實力。 

1.醫療資訊數位化 

隨著醫療制度改革的不斷深入化、醫療保險服務族群的快速擴大、醫療服務價

格調整、醫療消費透明化、醫藥分家等，無一是傳統資訊管理模式所能勝任。醫

療市場競爭日趨激烈，社會對醫療品質、醫美中心工作效率和服務品質的需求越

來越高。降低成本、減少醫療差錯和事故，改善就診流程，提昇醫美中心工作效

率和服務品質，提昇醫美中心形象，擴大影響，占有更大的醫療市場，成為管理

創新的內在原動力，只能運用加快數位化醫美中心建構才能達管理創新的目的。 

醫美中心數位化建構不僅使醫美中心管理流程、管理方式和方法更加標準化、

有秩序、有效，而且使資訊流程更簡化、更準確、更及時，使醫美中心業務流程

更加改善、服務行為更加提昇附加價值、服務品質更加優良，使醫美中心“以病

人為尊＂的服務宗旨和服務理念得到充分的呈現。 

2.醫療技術突飛猛進 

醫療技術的發展日新月異，新的治療方法和儀器設備不斷推陳出新，一些劃時

代的成就給社會醫療保健帶來了鉅大的變化，整體醫療水準上升。但臨床新技

術、新專案的運用，增加了醫療上的風險，而昂貴的進口儀器帶來科技進步的同

時也帶來沉重的醫療負擔及隨後維護藥品的費用居高不下，影響了人們的醫療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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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文化環境分析 

社會文化環境通常是由價值觀念、倫理道德觀念、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內容

構成不同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就醫者的觀念態度和行為標準產生不同的影響，使

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差異，因而其對醫療需求也有相當大的差異(張英，2005)。

醫美中心在開展各項活動時必須深入調查研究社會文化環境。 

教育程度不同，則對健康的認知也不同，教育程度較高的人可能更有保健意

識，從而願意增加對醫療保健投入;而教育程度較低的人，由於經濟層面的原因

或者保健意識不強，而不願增加對醫療保健的投入。 

醫美中心在制定發展策略時，相當要綜合考量各種人口因素，有目的地開展適

合不同族群不同層級的醫療需求。 

人口因素包括人口的數量、自然構成、成長速度、地區分佈等因素。這些因素都

會從不同角度影響醫美中心的經營狀況。 

隨著人民生活水準的不斷提昇，對健康也有了更高的需求。醫美中心只要挖掘

潛力，其市場前景還是相當廣闊的。另外由於生活水準的提昇，國民的健康水準

逐漸上升，目前大陸人口的平均期望壽命已達到 70 歲上述，呈現出老齡化的傾

向。由於老年人在人口結構中的比例增加，由衰老而導致的慢性衰退性疾病(例

如老年性青光眼、白內障)隨著年齡成長而增加，而離、退休人員生活的不適應

症，老人孤獨症等諸多新問題的出現，也將導致老年患病率的增加。 

 

四、產業環境分析 

台灣醫療水準及硬體設備遠超過於歐美先進國家，且由於海峽兩岸觀光的階段

式開放，加上『大陸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辦法已經修訂，大陸地區

人民可以申請『健檢醫美』為事由赴臺，而台北為台灣核心觀光城市，台北東區

更是台北頂級消費核心地區，而本院位於台北市大安區緊鄰高價黃金地段信義

區、中正區，交通樞紐便利台北市大安區為台灣人口密度最高之區域，近 30,000

餘人，大安區、信義區居住在此範圍區塊的消費者，消費能力較高，對於高單價

醫學美容療程比較願意嘗試。台北市為台灣第一名，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 129

萬元;預估台北市醫美一年可達 600 億商機，每年還以 13%速度成長，依統計顯

示,大安區為醫美診所首戰地區，超過 200 家醫美，密度居冠，光美妍醫美中心

緊鄰此高價黃金地段，實在商機無限。 

A個案醫美中心之醫美服務專案以先於試樣醫美中心（萬華）已建成，旗艦店

已開始施工。配套措施VIP美療室、手術室、問診間、休憩區等…，本院位於忠

孝東路4段『阿波羅大廈』大安區精華地段， 醫美診所圈，目前尚未打出有主打

眼週美容成功案例，此即為A個案醫美中心之加值核心利基所在。 

(一)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療基本需求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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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臺北市居民對生命健康的保險需求為基礎，構成了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基本

需求市場，眼科醫療基本需求核心包含了眼部普通疾病的診斷、眼鏡的配製等內

容，據統計大陸近視眼疾病患者人數眾多，而且呈現出“整體基數越來越大，起

始患者年齡越來越小＂的趨勢。據教育部所提供的資料證實，目前全國中小學生

中患有不同程度近視眼疾病的比例己經達到63.77%。依此類推，臺北市眼科醫療

基本需求僅近視眼一項的內容就具有鉅大的市場空間。 

美容整形醫療之目標客層以台北白領階級為主，海外鋪設城市以開放觀光入台

之城市為範圍；2012年鎖定上海滬西/浦東，2013年範圍將擴大至北京，四川…

等地。以戰養戰，以利養利！ 除了開幕促銷活動之外，A個案醫美中心旗艦店

每月推出一品產品折扣方案，每月一次主題活動，每季舉辦一次美容課程積點兌

換活動，與各單位異業合作，將旗艦店設為形象旗艦店，增加知名度與本旗艦店

的營業額。  

(二)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療特殊需求市場 

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美容整形特殊需求是在滿足基本的眼科、醫學美容與美

容整形需求前提下，按照市場的需求重新配置醫美中心的醫療服務資源，滿足居

民對眼科美容、醫學美容與美容整形醫療的不同需求，尤其是滿足中高收入者對

眼科與美容整形醫療的特殊需求，核心包含了準分子雷射手術、眼部美容(眼部

整形、雙眼皮、眼袋、肉毒桿菌注射、玻尿酸注射)、糖尿病視網膜病變三個專

案。   

美容整形特殊需求為消費者對台灣醫學美容水準存在著高度的信任度，但並沒

有品牌忠誠度，一旦失去主力專案，熱銷現象也將隨之消退醫美服務良莠不齊，

醫療效果保障不改善，影響一般消費者觀感部分醫美診所藉由價錢戰術，攻打低

階消費族群，大打以量取勝的方式，無法有效達到消費者所期待之成效。而臺北

東區目前為的台灣醫美集散地，開發市場光打低價以量取勝，應依重點專案經營

形成有效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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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部環境分析 

一、組織資源分析 

策略管理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在複雜多變的內外環境條件下，求得醫美

中心外部環境、內部條件和經營目標三者之間的動態平衡。對醫美中心進行內部

環境分析就是要運用對醫美中心內部資源、條件等層面的系統評估，找出醫美中

心的優勢與劣勢，發現影響醫美中心發展的關鍵性策略要素，揚長避短，使有限

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利用。 

(一)診療環境 

一個眼科醫美中心的地理位置是方便患者就醫的重要條件。 

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就占了這個地利，該眼科醫美中心位於臺北市萬華區萬大

路，周邊有龍山寺、萬華觀光夜市及著名的西門盯電影街觀光景點，四周商業區

林立，交通方便，四通八達，有利的地理位置，方便了患者前來就近就診。但同

時這個黃金位置也限制了醫美中心空間的發展，周圍寸土寸金的地價使醫美中心

在現有位置上無法擴建，目前門診擁擠、住院床位緊張，很多患者因不堪排隊等

待而轉往其他醫美中心治療。 

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最近進行了就診環境改造，增設了候診室，配備了候診

椅，彩色電視中播放衛生常識，使病患的候診時間不再枯燥:中央空調系統調解

環境溫度，冬暖夏涼，使病患感到舒適愜意;交款取藥大廳設立玻璃隔斷，拉近

了醫美中心與病患之間的距離，便於工作人員與病患交流:門診大廳設總服務

台、各個門診區設有導診人員，隨時解答病患疑問，指導病患就醫。但是隨著時

光轉換，這些曾經領先的環境條件已隨著市內其他幾家醫美中心的改進，失去了

曾經具有的優勢。 

而A個案醫美中心位於台北市大安區緊鄰高價黃金地段信義區、中正區，交通

樞紐便利，台北市大安區為台灣人口密度最高之區域，近30,000餘人大安區、信

義區居住在此範圍區塊的消費者，消費能力較高，對於高單價醫學美容療程比較

願意嘗試。 

 

台北市為台灣第一名，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129萬元; 預估台北市醫美一年可

達600億商機，每年還以13%速度成長依統計證實,大安區為醫美診所首戰地區，

超過200家醫美診所，密度居冠群眾對台灣醫美存在著高信任度，但並沒有品牌

忠誠度，一旦失去主力專案，熱銷現象也將隨之消退醫美服務良莠不齊，醫療效

果保障不改善，影響一般消費者觀感部分醫美診所藉由價錢戰術，攻打低階消費

族群，大打以量致勝的東區目前為的台灣醫美集散地，開發市場，光打低價以量

取勝，應依重點專案經營形成有效競爭力方式，無法有效達到消費者所期待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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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醫美服務專案以先於試樣醫美中心（萬華）已建成，旗艦店已開始施工。 

A個案醫美中心之配套措施有VIP美療室、手術室、問診間、休憩區等… 。本

院位於忠孝東路4段『阿波羅大廈』大安區精華地段，而光美妍醫美中心，主打

眼週美容且已經累積了無數的成功案例。 

 

(二)人員管理 

由於 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純粹是私立醫美中心，在人事制度上獎罰分明，醫

美中心採取有效的激勵方式，將工作量、服務品質、醫療技術水準三項整合起來

做員工獎罰評量的重要依據，合理而有效地提昇所有員工的工作效率、醫療技術

水準、服務態度。 

但由於該醫美中心財務狀況不是非常良好，在物質激勵層面有相當缺陷，所以

出現了部分中堅力量的外流，人是一切生產要素中最為關鍵的，醫美中心功能的

發揮、各項任務的完成都需求各級各類人員去推動，因此，醫美中心對人員的管

理需求做進一步的改善。 

(三)醫療水準 

醫療水準是醫美中心實力的重要代表，A 個案醫學美容中心的整體醫療水準在

全市較為先進。醫美中心能夠完成各項醫療任務，同時醫美中心努力開創新技

術，在激烈的市場競爭中形成了具有醫美中心自身特色的診療專案。 

醫療設備是醫美中心現代化的實體基礎，也是醫療水準的重要保證，醫療設備的

廣泛應用促進了醫學科學的發展，提昇了臨床診治水準，減輕了病患的病痛。醫

美中心醫療設備精良，醫美中心擁有從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外引進尖端眼科與

醫學美容檢查及治療儀器，例如準分子雷射治療儀(美國)、綜合驗光儀(德國及日

本)、手術顯微鏡(德國)、超音波乳化儀(美國)、眼內雷射儀(日本)、全自動視野

計(美國)、眼角膜地形(日本)、眼角膜測厚儀(日本)、眼 A/B 超音波(美國)、眼角

膜內皮細胞儀、眼電生理儀、眼底血管瑩光造影儀、全自動磨邊機等等。A 個案

醫美中心一向注重設備管理，從設備的引進、使用到維修嚴格把關，有效地提昇

了設備的利用率，延長了設備的使用壽命，保證了臨床第一線的工作需求，為醫

美中心取得了良好的經濟效益。 

A個案醫美中心醫學美容之專案涵蓋:雷射光療、針劑系列、健檢配套方案(現場

抽血、驗尿與糞便)與舒體SPA之服務專案(無齡輕肌回溯療程、纖體深肌重溯專

案、嫩白雪肌經典療程、全方位腹腔環保療程、局部雕塑部位療程、背部美白養

護療程、美胸護理療程、玉足護理療程、修復療程)。 

 

(四)醫療資訊化 

A 個案醫美中心十分重視資訊化系統的建構工作， A 個案醫美中心引進了醫

美中心資訊管理系統，落實了從門診掛號開始到病人出院整體流程電腦資訊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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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基本落實了 E 化辦公室，大幅度提昇了診治和管理效率。最近又引進了遠

距醫療會診系統，做到了病人足不出戶即可以享受大陸外知名專家的會診服務。 

醫美中心主管將堅持資訊化建構的合理佈局，為醫美中心提昇產業競爭力而打下

堅實基礎。 

二、價值鏈分析 

(一)A 個案醫美中心之五力分析 

1.現有的競爭者: 

現在在美容整形的診所市場上，競爭相當激烈，隨著現在消費者的消費

意識逐漸抬頭，不只比較價格，更比較服務與產品的品質與素質，因此 A

個案醫美中心必須不斷地提昇競爭力，有效整合眼科與醫學美容之眼週美

容核心技術，以發揮更大的綜效(Synergy)。 

2.潛在競爭者 

愛美為人的天性，隨著美容整形市場需求逐年增加，加上電子商務的發

達，因此想進入美容整形的消費者會有越來越多的趨勢。 

3.替代品的威脅 

化妝品、美妝品與彩妝品雖為對美容整形醫療產生威脅的替代品，但

相關行業之服務與產品廣告亦為本醫美中心之利潤來源之一。 

4.消費者的議價能力 

在美容整形的市場中，消費者的議價能力偏低，除非其大量訂購或促

銷期間才給予折扣。 

5.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在美容整形產業中，由於手術與相關產品配方皆不盡相同，所以供應商的議

價能力較高，所以 A 個案醫美中心幫助消費者找到單價較低的服務與產品，才

能有效節省消費者的成本。 

Michael E.Porter (1980)之三項衍生性基本策略為： 

(1) 千方百計降低成本(Cost Leadeership Strategy) 

成本一旦降低，在別人賺不到錢的情況下，你卻能賺到；別人賺得到，

你賺得更多。採用此一策略的企業需要購買先進的生產設備，必要時可按低

於成本的價格出售產品，以奪取市場。市場佔有率一大，先進設備能充分發

揮潛力，大量生產可以將總成本降低。多銷未必薄利，關鍵在於壓低成本。

Michael E.Port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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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案本醫美中心以標準化製程控制成本，使得醫美中心的成本比競爭者

低，從而有效降低客戶與業者的交易成本。 

(2)產品差異化，獨具一格(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在產品設計、售後服務、產品工藝上力求與眾不同。顧客如對你的產

品有特殊的好感，願付高價，即使競爭者生產便宜貨，你也有恃無恐。採用

這一重點策略的企業，必需嚴格管理好原料品質，大力開發產品研發和設

計，市場行銷技巧要高人一等，售後服務要精良周到。如此一來，產品成本

自然提昇，不過你不是在價格上與人競爭。Michael E.Porter(1980)  

A 個案醫美中心可整合整形前後之資料庫，並推薦整形手術之優質診所與醫

師，運用上述客製化或獨特性服務與產品來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藉以提昇買氣，

以增加獲利。 

(3)集中力量，獨佔一方(Focus Strategy) 

同一種工業往往可以按照顧客的不同需求，劃分為幾個各有特色的

小市場。採用這一策略的企業選定一方，或降低成本，或標新立異，在有限

的範圍內，建立競爭優勢。大企業不可能面面俱到，如果你有意縮小目標，

專攻一方，就能鑽他們的漏洞，以小克大的條件。Michael E.Porter(1980) 

若同一工業內各大企業爭相效法，長期火併，到頭來，鷸蚌相爭，漁

翁得利。相反地，如果各大企業根據買方的需求採取不同的策略，各據一方，

發揮特長，則皆有厚利可圖。Michael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1980) 

 

圖 4-3 三種衍生性策略 

資料來源: Gray and.Smeltzer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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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個案醫美中心聚焦於所針對的市場為同質性較高的 18-30 歲女性客群(例如

職場女性、粉領族與學生)，主要為喜愛美容整形之變化風格與品味的消費者，

以便提昇服務與產品定位的明確度以及提昇客戶的滿意度。。 

本研究預計 A 個案醫美中心能夠利用上述的差異化集中策略，也就是在下列

四個構面(產品、價格、推廣、通路)上都以差異化來突顯與市面整形服務與產品

的不同，以贏得消費者的青睞。 

三、資訊化分析 

(一)資訊回饋計劃 

資訊回饋是指及時發現計劃和決策執行中的偏差，並且對組織進行有效地控制

和調節，如果對執行中出現的偏差反應遲鈍，在造成較大失誤之後才發現，這樣

就會給工作帶來損失(倪義芳、吳曉波，2000)。因此，組織必須把管理中的追蹤

檢查、監督和回饋放在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嚴格規定監督回饋制度，定期對各種

資料、資訊作深入地分析，運用多種通路，建立快速而靈敏的資訊回饋系統。 

A 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的資訊回饋需求各種資訊回饋通路，其中最為重要的

是網際網路通路: 

1.建立 A 個案醫美中心對外宣傳網站，配合市場行銷部落實行銷目標的完成，並

運用此網站加強病患與醫美中心的交流溝通。 

2.繼續改善資訊化系統的建構工作，在未來 1-2 年內，完成醫美中心臨床醫生工

作站及電子病歷系統，並於後期藉助於 IBM SPSS Clementine 資料挖掘統計資訊

軟體繼續改善醫美中心的資料挖掘(Data mining)分析軟體，建立起更為有效的全

院資料分析系統，為醫美中心管理、統計分析提供有效的依據。 

3.資訊收集、報告和回饋系統 

首先，採取醫療資訊月報制度。全院各科協助策略執行小組執行行程控制工

作，指定專人負責報告本科室行程資訊報表;策略執行小組按月收集、匯總執行

行程資訊報表;其次，策略執行小組在按照月收集執行行程資訊報表之後，並對

月度匯總表加以初步評估;對資訊報表中所存在的問題及時向執行小組報告，同

時向有關單位回饋;再次，策略執行小組組長按季度召開全體成員會議，分析、

評估季度報表，分析所存在的問題，提出進一步改進建議，提出書面檔案。 

四、人力資源分析 

(一)策略執行措施 

1.組織結構調整 

(1)設立人力資源部門，負責招聘、訓練、激勵員工，為醫美中心擴張作好

人力資源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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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立市場行銷部門，其核心功能定位為策略規劃、市場拓展、品牌推

廣、客戶管理和服務訓練。 

(3)目前由於醫美中心規模不大，沒有專業的財務人員，院長對醫美中心

的財務狀況也不甚瞭解，更無從加強財務管理。因此，必須成立專業的

財務部門。 

調整之後的醫美中心組織結構圖如圖 4-4 所示: 

 

 

圖 4-4: 調整之後的醫美中心組織結構圖 

2.人力資源策略 

民營醫美中心是醫療市場中的主流，醫美中心人才管理制度比較新，運作機制

靈活多變，特別是在用人層面與公立醫美中心相比具有其特殊的優勢。但由於建

院時間不長，經驗不足，人才管理仍不夠制度化。 

尤其是社會對民營醫美中心持有一些偏見和疑慮(郭一龍，2006)，使得人員進

出之流動性較大是很多民營醫美中心普遍存在的現象，在市場的日益激烈的競爭

中，如何引進人才、留住人才一直是困擾許多民營醫美中心發展的一大難題。整

合臺北市 A 醫美中心實際情況及臺北市醫療市場狀況，下面就人才引進及管理

方法的實際執行方式加以闡述: 

(1)廣招人才計劃 

運用人才招聘繼續吸引一批高水準的眼科與醫學美容專才和老專家，作為醫美

中心各部門的業務和管理幹部:其次運用廣告在社會上公開招聘，選拔一些能適

合我院發展的可塑型人才，運用職業訓練，使之成為能獨當一面的專才。同時把

各類人才的培養納入醫美中心重要的議事日程，以高標準、嚴格需求、培養人才

為原則，制定了培養工作計劃，力求落實“人才＂向“專才＂的快速轉化。 

院長 

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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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吸引人才創造更好的條件 

(a)改變現有的分配機制，實行效益連動，加大第一線人員之獎金激勵機制。

促使員工積極參與管理，促進員工之間、員工與管理者之間的相互信賴與合作，

促成員工能力的開發。實行利潤分享，將護士納入到利潤分配中來，以提昇其工

作績效。 

核心措施:拉開人才層級。一是建立績效整合的激勵機制。工資收入做到無上

下限之限制。只要做出成績，取得效益就可得到應有的收入，而且效益越高，分

紅的比例就越大，充分激勵第一線醫務人員的誘因。二是拉開分配比例，將分配

比例由過去醫護之間的 6:4 調整到現在 8:2;將過去後勤機關人員拿醫療第一線人

員平均數的 30%，降到現在的 20%，下一步完全取消後勤人員。另外，從院長

基金、辦公室基金中拿出很大的比例用於獎勵醫療技術幹部和有貢獻的科技人 

員。醫美中心中人才專家人數僅占員工總數的 11%左右，但專家的收入卻占到的

工資分配總領的 30%上述。三是加大辦公室的管理和責任範圍，將醫療、護士、

管理人員的利益相互整合。把固定成本、變動成本、能源消耗等過去由醫美中心

負責的指標，全部承包核算到辦公室，加大辦公室所承擔的責任，加強辦公室管

理力道和主動性。同時，以醫療護理品質、醫德醫風、工作紀律、衛生為重點，

制定「醫美中心獎懲條例細則」。堅守從嚴治院的方針，實行重獎重罰。 

(b)解決人才後顧之憂及為人才提供發揮平臺 

A 個案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與當地人才交流中心商定，對凡是招聘入院的

所有員工，其人力資源檔案均由人才交流中心託管，人才交流中心可以依照政府

的相關政策規定，外包新進人員轉為正職人員、調整檔案工資和計算工齡，保留

原有幹部身份，出具以檔案為依據的考核、學歷、出國審核、計劃生育等相關證

實材料。在職稱評定、晉升時，也享受與公立醫美中心同樣的待遇。 

醫美中心為員工購買健保、醫療保險等社會保險專案。建立了婚假、產假及病

假制度;為員工提供就醫優惠，門診免掛號費、治療費，醫療費用報銷 30%;住院

醫療費用除了“健保＂報銷之外，自付費用還可報銷 30%;員工家屬的手術費用

也享受到優惠待遇。院長還親自聯絡，解決引進人才的戶口和孩子的入學問題;

對引進的高階專業技術人才，醫美中心提供購屋補貼，為選擇到民營醫美中心的

專業人才解決了後顧之憂。 

另外，A 個案眼科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的主管也認知到，要提昇人才的利用效

率，就必須最大程度地去挖掘人的潛能。不少醫療技術和管理人員具有很強的事

業心和責任心，醫美中心只要給他們提供做事的條件，哪怕是物質待遇相對低也

不要緊，因為自身價值的落實與否是人才流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醫美中心

努力營造一個“識才、愛才、聚才＂的用人環境，制定優惠政策，吸引高階人才。

工資分配與責任輕重、技術量高低、貢獻大小連動，吸引一些專業人才相繼應聘

到我院工作。醫美中心為其提供了一流的醫療設備和工作環境，同時委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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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完成一些重要的專業技術工作，讓他們感覺到醫美中心重視自己，最大程度

地發揮個人的潛能和才幹，落實個人的價值和專長的發揮。 

(c) 加快人才培養及儲備 

在 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人才培養上，將實行老醫生與年輕醫生一對一的師徒

方式來進行基礎理論、研發水準的訓練:首先在院內建立“A 眼科論壇＂，投入

十幾萬元購買了現代化的教學工具及電子醫學期刊，購買了許多基礎醫學教育的

光碟，為本院的高難度手術錄影，建立示範教室。為提昇手術操作技能，醫美中

心要開設訓練基地，配備手術顯微鏡以及練習使用儀器，每天晚上提供豬眼，讓

年輕醫生有更多的機會來進行動物眼睛的技術練習操作。 

根據醫美中心“五年發展規劃＂預期目標，確定相對應的人力資源需求，包括

人員數量、結構，人員所擁有的知識、能力和水準等，利用資訊技術的發展建立

醫美中心人才庫，運用招聘會、報紙廣告把有意向到我院工作的各類人才儲備起

來，以備長遠之用，保證關鍵性單位有適度的力量儲備。這對於醫美中心來說，

就像儲備了一個取之不盡、用之不竭的“血庫＂(程宗湘、唐雲錦，2006)，同時

醫美中心可作為大學畢業生臨時或短期實務和臨床實習、進修的基地，進而成為

醫美中心發展的人才聚集、鍛練、儲備、輸送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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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個案公司 SWOT 分析 

一、SWOT 矩陣 

經過上述的分析，本研究將 A 個案醫美中心內外部環境中存在的優勢、劣勢、

機會和威脅逐項排列出來，形成表 4-2 所示的 SWOT 矩陣: 

外部環境 內部條件 

機會 O: 

1. 醫 療 制

度的深入

改革 

2. 人 均 醫

療消費增

加 

3. 人 口 老

齡化帶來

的潛在病

患增加 

4. 國 家 對

非公經濟

政策支持

  

威脅 T: 

1. 公 立 醫

美中心對

民營醫美

中心的競

爭壓力 

2. 病 患 分

流，需求

進行重新

市場定位

3. 醫 美 中

心管理面

臨挑戰 

   

優勢 S: 

1. 便 利 的

地理位置 

2. 高 超 的

醫療技術

3. 高 效 率

的資訊化

建構 

4. 知 名 的

專家、教

授 

5. 精 良 的

設備 

 

6. 比 較 改

善的法人

治理結構

SO 策略 

1. 拓 寬 經

營範圍，

加設滋補

餐廳和休

閑 娛 樂

廳，強化

新的利潤

成 長 點

(O2、S1) 

 

2. 併 購 或

聯盟同行

醫美中心

(O4、56)

 

3. 實 行 差

異化競爭

策 略

(S2、S4、

S5、O1) 

 

   

ST 策略 

1. 適 當 降

低醫療收

費，吸引

更多的病

患 (T1 、

T2、S1、

S2、S4 

 

2. 加 快 資

訊 化 建

構，提昇

醫美中心

管理水準

及工作效

率 (T3 、

S3、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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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 

 

W 劣勢 

l，對醫療

市場競爭

認知不足 

 

2. 以 利 益

為核心導

向的經營

方式 

 

3. 缺 乏 有

效的激勵

機制 

. 較 差 的

財務狀況

 

  

WO 策略 

1. 考 量 與

其他醫美

中心進行

技術合作

(O1 、

O2、O3、

Wl、W2) 

 

2. 引 進 人

才、改善

激勵機制

(W3、O1)

3. 採 取 低

成 本 策

略，提昇

市場競爭

力 (W4 、

W2、O4、

O1) 

 

   

WT 策略 

1. 引 進 科

學管理理

念，制定

系統的策

略規劃和

績效考核

方 案

(W2 、

T3、T1、

W1、W3) 

 

     

 

表 4-2 SWOT 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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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面的矩陣，我們可以得出如圖 4-5 所示的優勢與劣勢、機會與威脅的四

種組合，據此來確定 A 個案醫美中心的發展方向(成紅玲，2003)。 

 

 

 

 

 

 

 

 

 

 

 

 

 

 

 

 

 

 

 

 

圖 4-5 優勢與劣勢、機會與威脅的四種組合 

第一種是環境中出現了機會，而醫美中心本身恰好在這層面具有優勢，可以採

取充分利用環境機會和內部優勢的大膽發展策略。 

第二種是環境中存在一些威脅，但醫美中心在這層面屬於優勢，這時可採取兩

種策略:一種是利用現有優勢採用分散化或多樣化策略，在市場上尋找長期發展

的機會;另一種是採取適當的策略來化解環境中的威脅，但此種做法只有在醫美

中心優勢非常明顯時才可以使用。 

第三種是環境中存在機會，但醫美中心在這層面是劣勢，力量不夠，這就需要

醫美中心致力於改變內部劣勢，採取防衛策略，同時有效地利用市場機會。 

第四種是環境中存在一些威脅，而醫美中心在這層面也處於劣勢，這時最好採

取減少或者改變產品市場的退出策略。 

機會 opportunity)氏 ity) 

威脅(Threat) 

優勢

(Strength)

劣勢

(Weakness) 

1.大膽前進策略 

2.分散策略 

3.防衛策略 

4.退出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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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 個案醫美中心發展的 SWOT 分析 

(一)S:醫美中心優勢分析: 

醫美中心優勢是指在相當的區域之內，或者是在相當的競爭市場範圍之內，A

個案醫美中心與競爭對手相互比較，在某些層面有其他醫美中心不可相比不可模

仿的獨特能力。醫美中心優勢的形成，有許多主客觀層面的原因，從客觀層面而

言，例如地理位置、管理制度、行政隸屬關係等。從主觀層面而言，有人員素質、

技術水準、服務品質以及管理能力等。 

1.機制靈活。A 個案醫美中心屬於民營的營利性醫療機構，管理制度較新，營運

機制較活，特別是在用人層面與競爭對手相比有其特有的優勢;經營機制靈活，

只要符合政策，定位和策略轉換的速度更為適應市場。 

2.自由定價。營利性醫美中心實行市場調節價格，A 個案醫美中心可以根據實際

服務成本和市場供需情況來靈活地自由定價，從經濟學的角度來看，更為符合市

場規律，也更容易獲得市場競爭的主動權。 

3.注重服務，一切以客為尊，比競爭對手更具人性化，更多的“微笑與關懷＂，

更具親和力。對於目前越來越重視品質生活和服務品質的消費者來說，這一點非

常重要。 

4.已經建立了良好的發展平臺、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服務網路、全新的創新力以

及展業構思，擁有自身的技術優勢、人才優勢、專業優勢。累積了相關營運的經

驗基礎，管理水準基本上與國際接軌，獲利能力比較強。 

5.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與 A 個案醫美中心前期營運流程中藉助於其管理層面的特

色和優勢，大打服務品牌和宣傳攻勢，已形成相當程度的品牌知名度和公眾忠誠

度、忠實的客戶群、優勢的醫務資源。 

(二)W:醫美中心劣勢分析 

醫美中心劣勢是指醫美中心在醫療市場的競爭中與其對手相比，在某些層面存

在的缺陷和不足之處。同醫美中心優勢一樣，它也呈現在各個不同的層面，例如

醫美中心制度、機制、設備、資金、技術、服務等各個層面。 

1.A 個案醫美中心不僅得不到政府的財政補助，而且還要承擔納稅的義務，為了

挽留人才他們還必須支付比較高額和優厚的薪酬福利，因此，醫美中心的經濟壓

力一般都比較大，如果經營不善或決策失誤將會給醫美中心的進一步發展帶來極

大的不利。 

2. “民營醫美中心就是為了賺錢＂或者“民營醫美中心看病要比公立醫美中心

貴＂的片面看法在相當的時期內仍然存在，這對醫美中心延伸病源，開拓市場是

相當不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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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期以來，大陸形成了衛生署“署立醫美中心＂的格局，雖然政府一再提出衛

生署要由“辦醫美中心＂向“管醫美中心＂方向轉變，但這畢竟要有一個過渡時

間，在相當的時期內，衛生署仍然會充當署立醫美中心“婆婆＂的角色，所以，

衛生署在執行政策上可能對公立醫美中心相對寬鬆甚至是照顧一些，而對營利性

醫美中心就會嚴格一些，這種執行政策的相對不公平，也會影響到 A 個案醫美

中心此種營利性醫美中心在市場中的競爭。 

4.收入單一化。A 個案醫美中心的核心收入核心來自於診療專案:眼部整型、雙眼

皮、眼袋、肉毒桿菌注射、玻尿酸注射等門診收入，住院收費和藥物費所占比重

很小，不像公立大型醫療機構那樣以住院患者帶來的收入為主。 

5.民營醫美中心整體外界形象較差，暴露出來的一些管理、醫療服務等層面的問

題引起了人們的關注，一些虛假誇張療效的廣告受到消費者質疑，它們嚴重破壞

了民營醫美中心的整體形象。這在很大程度上也影響了 A 個案醫美中心品牌宣

傳和市場推廣活動。 

(三)0:商機分析 

商機是指在環境變化的趨勢中對 A 個案醫美中心生存與發展有吸引力的、

正面的、有促進功能的層面。 

1.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在經營管理上具有很大的靈活性，看準了眼科美容與美容

整型治療和護理的商機，所以醫美中心的策略是興辦眼科美容與美容整型專科醫

美中心來進行特殊醫療服務專案，這正是大型公立醫美中心醫療服務的弱項所

在，具有鉅大的市場空間和發展空間。並且，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與 A 個案醫

美中心已經形成相對明顯的專業優勢。 

2.有相對的技術優勢和人員優勢“賣點＂，有利於口碑傳媒的落實;全新的靈活機

制和民營化，有利於充分激勵各種正面因素，從而落實創新的發展。 

3.公立醫美中心“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十分突顯出來，使很多受薪階層患者有

可能轉向民營醫美中心。A 個案醫美中心收費相對低廉，服務態度好，對病人更

具有吸引力。 

4.隨著社會整體素質的提昇，患者對醫療服務的期望越來越高，有些地區將患者

視為消費者之後，患者被服務的意識越來越強。人們對於專科醫美中心的需求，

希望醫美中心越來越專業。 

(四)T:市場威脅分析 

市場威脅是指在環境變化的趨勢中對 A 個案醫美中心的生存與發展不利

的、消極的、有抵制功能的層面。 

1.醫療市場佔有率是有限的，A 個案醫美中心必須時刻要有搶占市場佔有率的企

圖和行動，否則，不僅不能保證醫美中心的發展，而且連生存也會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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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十一世紀，醫美中心將整體進入知識經濟時代，人力資源是第一資源的理念

將更加深入人心，人才爭奪戰將會進一步白熱化，A 個案醫美中心也會受到人才

流失的威脅。 

3.由於人們文化素質的提昇和法律知識的加強，就醫者將會對醫美中心的技術和

服務提出更高的需求，如有不滿意之處，就極有可能發生醫療糾紛，醫美中心和

醫務人員的壓力將會進一步加大，醫美中心必須用相當的人員和精力來處理就醫

者的不滿。民營醫美中心內部競爭也十分激烈。 

4.市場競爭日益激烈。醫療制度改革整體啟動，各種醫美中心勢力不斷壯大，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與 A 個案醫美中心都將面臨著強大的競爭對手，對醫美中心

的發展帶來很大的競爭壓力。 

5.上面就 A 個案醫美中心所擁有的各類資源和經營環境、經營機制等層面的優勢

和劣勢等加以分析，我們不難發現 A 個案醫美中心必須有很好的經營機制和極

強的市場敏感度，能夠精耕、深入眼科與醫學美容之區隔性市場，從而將品牌與

口碑打響，醫美中心資本營運是其最佳發展策略的第一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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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個案公司發展策略制定 

 

A 個案醫美中心未來預計之方針目標為第三年達成 A 個案醫美中心 5000 萬年

度營業額，力打眼周微整形、抗衰老療程為主軸，臉部微整形為輔，打造個案醫

美中心專業形象創造兩岸新商機，第二年觀光醫療業務達成每月 100 人消費。 

一、A 個案醫美中心 2012 年之策略建構 

1.以忠孝旗艦店為火車頭，帶動整體擴店列車，朝第三年達年度營業額 5000 萬

年度營業額的目標穩步前進。  

2.旗艦店的使命為整體品牌建構，形成良好的口碑，為整個中心後續的發展打好

基礎。 

3.探討並建立成功的經營模式，整合潮流、回春術、頂級與交流，形成強大的競

爭力。  

4.與對岸醫療產業密切合作，保持溝通管道的暢通，整合各地資源，掌握取勢、

明道與優勢之道 ！ 

二、A 個案醫美中心的核心營運策略 

A 個案醫美中心的核心營運策略下列: 

1.積極爭取曝光宣傳:運用媒體的力量，建構知名度;使用網路宣傳模式，創造新

話題。  

2.利用地理位置與交通環境，建構主打專案行銷工作:整合市中心便利交通樞紐，

建立完整的醫療服務功能，提昇民眾消費的意願 。 

3.帶進來，走出去的經營模式 :在醫美專業的基礎上，在大陸地區建構醫療觀光

推廣之有效網點。 

4.本中心定位為頂級醫療美容:頂級的定義為精挑細選的頂級聖品，以 A 個案為

品牌識別，為整體醫美品牌建構做鋪墊  

5.分店經營定位為生活醫美:整合平價醫美產業特色，使愛美的消費者，也能輕鬆

地消費。 

三、4P 行銷策略 

1.產品 

針對消費者所需的產品與服務，推薦整形手術之優質診所與醫師，運用上述客

製化或獨特性服務與產品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藉以提昇買氣，以增加獲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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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價格 

以精簡為主,依合理價格訂價。利用公司與兩岸醫學美容協進會的良好關係，

降低時間成本，與各地單位建立人脈關係，減少人員投入，降低人力成本，研發

新產品，不經過代理商、經銷商，降低成本。  

 

3.地點 

營業時間為週一至週日；國定假日不營業，本醫美中心、網站團購銷售及觀光

醫療團並進，全方位做市場滲透，採取團進方式來加以推廣，形成整區的貴婦圈，

達到集客效果。 

4.促銷 

目標客層以台北白領階級為主，海外鋪設城市以開放觀光入台之城市為範圍；

2012年鎖定上海滬西/浦東，2013年範圍擴大至北京，四川…等地。以戰養戰，

以利養利！除了開幕促銷活動之外，本館每月推出一品產品折扣方案，每月舉行

一次主題活動，每季舉辦一次美容課程積點兌換活動，與各單位異業合作，將本

館設為形象旗艦店，增加知名度與本館 

 

四、發展策略宗旨 

只有明確策略宗旨及策略目標，醫美中心才能制定有效的策略。A 個案醫美中

心的策略宗旨是:滿足市民對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服務的需求。它主要包含下列

幾個層面: 

(一)醫美中心以永續發展為本 

A 個案醫美中心屬於營利性醫美中心，開辦醫美中心首先要有一個長遠的經濟

效益目標，同時又要肩負起社會效益的發展目標。所以在病患就醫時讓病患得到

方便、周到、及時的診療服務，讓健康病患得到專門的健康保險方案的前提下，

A 個案醫美中心要運用發揮自身的優勢，集中一切資源和力量，塑造自己的核心

競爭力，不斷提昇內部管理水準，將服務品質提昇到產業的先進水準，培養醫美

中心持續競爭能力，改善醫美中心資源組合，提昇醫美中心資源的使用效率，成

為產業內的知名醫美中心，同時落實醫美中心經濟利益的最大化，為醫美中心所

有者、病患和醫護人員創造財富並獲得永續發展。 

(二)醫美中心經營理念 

以服務優勢來吸引病患，醫療、優質、高效率的服務是醫美中心經營理念發展的

核心課題;救死扶傷，發揚人道主義精神，提昇服務品質，改善服務態度是醫美

中心改革的精神支柱，效益加滿意是醫美中心的奮鬥目標。要用真心、誠意、細

心、愛心去面對社會，面對病患，並以軟硬體環境上造就醫患之間對服務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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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全方位塑造醫務人員的服務熱誠、無私奉獻精神。為 A 個案醫美中心經

營理念不斷提供動力，形成大家為我服務，我為病患服務的服務文化氛圍。 

(三)醫美中心形象 

一流的醫療技術形象，這是塑造醫美中心形象的關鍵。因為病人到醫美中心的

核心目的是為了治病，不能為病患解除病痛，病患就不會滿意。A 個案醫美中心

形象的建立將遵循下列幾個層面: 

一靠雄厚的實力做後盾。塑造醫美中心形象，終究要靠實力。 

二靠媒體的宣傳營造。現代社會是資訊化社會，人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一刻也

離不開媒體。塑造良好的醫美中心形象，同樣需求媒體的大力宣傳和傳播。 

三靠病患的口碑來造就。病患對醫美中心方層面面的體驗最深，感受最直接，每

一名病人的背後都牽動著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四靠員工的言行去贏得。人員是醫美中心建構的靈魂，他們既是醫美中心文化的

呈現者，又是醫美中心形象的代表者。因此，塑造醫美中心形象，重要的是教育

人，提昇人的素質，提昇人的形象。 

五、發展策略目標 

策略目標是對企業策略經營活動預期取得的核心成果的期望值。策略目標的設

定，同時也是企業宗旨的展開和落實，是企業宗旨中確認的企業經營目的、社會

使命的進一步闡明和界定，也是企業在既定的策略經營領域展開策略經營活動所

要達到水準的實際規定。 

學者貝依斯將企業的策略目標歸納為下列四類:盈利能力;為客戶、客戶或其他受

益者的服務:員工的需求和福利;社會責任。A 個案醫美中心將會按照這四類來進

行目標制定: 

(一)盈利能力 

盈利目標的達成取決於 A 個案醫美中心的資源配置效率以及利用效率，包括

醫療資源、人力資源、資本資源等的投入產出比，它是 A 個案醫美中心生存的

基礎。市場目標核心是指市場佔有率，是 A 個案醫美中心落實盈利目標的必要

條件。 

(二)為客戶、客戶或其他受益者的服務 

客戶滿意度是指客戶在把一個產品或服務能察覺到的呈現(或產出)與自己的

期望加以比較之後的一種高興或失望的感覺。客戶價值與客戶滿意度具有相當大

的相關性。客戶滿意與醫療服務的價值是成正比的，當客戶的價值最大化時，客

戶的滿意程度也是最高的。A 個案醫美中心將按照下列幾個途徑提昇客戶服務價

值:降低病患支付的價格;降低病患的服務的獲得成本;提昇醫療服務流程品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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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醫療服務技術品質。 

(三)員工的需求和福利 

根據馬斯洛(Maslow)的需求層級理論，人有生理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

尊重需求和落實自我價值需求五個層級的需求，這就需要 A 個案醫美中心在管

理實務中要把尊重員工作為第一的任務，滿足員工一些必要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

求。 

(四)社會責任 

在美國權威的協助會員公司執行社會責任策略的組織  Busi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把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運用尊崇倫理價值以及對人、社區和自然

環境的尊重，落實商業的成功。A 個案醫美中心主管堅信一個良好的口碑會帶給

企業很多的便利和更強的競爭力，一個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也會得到更多人的認

同，它的發展更具有持續性，我們在為社會負責的同時，也把企業推向了一個新

的方向。 

將企業制定的策略加以應用，稱為策略執行。在策略執行中，需求企業的管理

者正確地處理在執行新策略時企業所出現的變化，改善企業文化，調整組織結

構，以滿足策略的順利執行;同時，策略執行需求管理者必需擁有較高的管理技

能，才能保證企業制定的策略能夠順利地加以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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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研究從發展策略管理的基本原理出發，分析了大陸醫美中心發展策略的現

狀、發展趨勢，運用對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產業發展趨勢、臺北市眼科與醫學美

容醫療市場需求預測、臺北市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產業競爭者三個外部因素的分

析，得出了 A 個醫美中心所面臨的機會和威脅，運用醫美中心內部環境的分析，

得出了 A 個案醫美中心的優勢和劣勢;運用一般發展策略理論，規劃出 A 個案醫

美中心的發展策略。 

本研究證實:A 個案醫美中心在產業競爭中處於中等競爭地位，雖然市場佔有

率有所下降，但只要發揮核心優勢，避免劣勢，掌握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市場不

斷增加的契機，採取成本領先策略、差異化策略、聯盟和併購等策略，可以落實

搶占市場佔有率，落實利潤最大化的目的。 

A 個案醫美中心發展策略的執行包括:組織結構的革新、激勵措施改變、加強成

本管理、加強行銷管理、加強企業文化的建構和發展策略的控制系統。 

本研究是在大陸目前對醫美中心策略研究較少的情況下，根據 A 個案眼科醫美

中心與 A 個案醫美中心的實際情況所做出的，它對於眼科與醫美中心醫學美容

醫美中心參與市場競爭，獲得競爭優勢具有相當程度的實務價值。 

本研究從發展策略管理的基本原理出發，對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產業發展趨

勢、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市場需求預測、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產業競爭者三個外

部因素的分析，得出了 A 個案醫美中心所面臨的機會和威脅，運用醫美中心內

部環境的分析，得出了 A 個案醫美中心的優勢和劣勢;運用一般發展策略理論，

規劃出醫美中心的發展策略。 

運用對外部環境的研究，認為:今後大陸醫美中心改革的重點將是市場化加

快，允許多種產權和經營方式並存。政府加大對公立醫美中心基本建構和大型設

備購置、重點學科發展等補償和經費支持。經濟的發展、政府基本醫療系統投入

加大帶來更大的商機和佔有率。 

因此，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與 A 個案醫美中心存在相當大的商機來進行策略

擴張。 

由於眼科與醫學美容保健預防意識不斷加強;眼科與醫學美容特殊需求，在近

十年來，以 25%的速度遞增，眼科與醫學美容需求市場在未來的幾年將會不斷成

長;同時，A 個案醫美中心目前的核心競爭對手除了佔有的市場佔有率較少，其

他醫療機構的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對 A 個案醫美中心的威脅並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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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眼科與醫學美容門診經營的成功，潛在進入者的威脅進一步加大;

就醫患者的議價能力不斷加強;患者的需求不斷變化，由原來的純醫療型邁向保

健型發展，由維持生命、延長壽命向提昇生命品質轉變;利潤空間受到第三方付

費的限制。運用對內部環境的研究，認為: 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在專業品牌、經

營特色、管理效益、基礎力量(包括自然條件、設備情況、人力資源情況、核心

利潤、技術)等層面具有很大的優勢;同時在綜合實力、醫美中心規模、人才團隊、

資訊建構等層面具有劣勢。 

本研究證實 A 個案醫美中心在產業競爭中處於良好競爭地位，但市場佔有率

具有較大的提昇空間，只要發揮優勢，避免劣勢，確實掌握眼科與醫學美容醫療

市場不斷增加的契機，採取差異化策略、成本領先策略等策略，可以落實搶占市

場更大的佔有率，落實建成眼病診治中心的目的。 

A 個案醫美中心發展策略的執行包括:擴大醫美中心規模、擴大醫美中心經營

業務範圍、組織結構的變革、激勵措施改變、加強科際整合建構、加強資訊化建

構、加強人才團隊建構、加強品質安全管理、加強成本管理、加強行銷管理、加

強醫美中心文化的建構和發展策略的控制系統。 

本研究是在大陸目前對醫美中心策略研究較少的情況下，根據 A 個案醫美中

心的實際情況所做出的，它對於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參與市場競爭，獲

得競爭優勢層面具有相當實際的意義。 

在策略執行流程中，A 個案醫美中心要密切監控關鍵的內外部限制因素，隨時

隨地的針對限制因素的變化對策略，做出相對靈活的調整或改變，從而落實發展

策略的動態性管理。 

美容整形診所的新興科技，在開啟新的應用領域時，可以大量地減少時間與成

本。 

本研究得出以 Michael Porter 之五力分析為主軸的三大焦點： 

1.千方百計降低成本(Cost Leadership) 本醫學美容中心以標準化製程控制成本，

使得成本比競爭者低。 

2.產品差異化，獨具一格(Differentiation):內建整形模擬引擎，可整合整形前後之

資料庫，運用上述客製化或獨特性服務與產品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藉以提昇買

氣，以增加獲利。 

3. 集中力量，獨佔一方(Focus): 本醫學美容中心針對的市場為同質性較高的客

戶群(例如 18-30 歲之職場女性、粉領族與學生)，核心為喜愛美容整形變化風

格與品味的消費者，以便提昇服務與產品定位的明確性以及提昇客戶的滿意

度。 

本研究得出 A 個案醫美中心能夠利用差異化集中(Focus and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也就是在下列四個構面(產品、價格、推廣與通路)上都以差異化來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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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與市面上相關服務與產品的不同，並且鎖定喜愛美容品味與風格變化的消費

者。 

一、A 個案醫美中心之 SWOT 分析 

在策略規劃的過程中，掃瞄企業內部以及外部環境的各項影響因素是非常重要

的部分，A 個案醫美中心內部的資訊可以歸納成優勢(Strength)以及劣勢

(Weakness);外部的環境因素可歸納成機會(Opportunity)以及威脅(Threat)。 

綜合上述四項所證實的資訊而成 SWOT 分析。 

下列為本研究針對 A 個案醫美中心美容整形所做的 SWOT 分

析: 

由於 A 個案醫美中心為一個嶄新的美容整形診所，在研究目的之七大項競爭

優勢上都具有相當的機會優勢，但相對的面對市面上眾多的美容整形診所，都是

A 個案醫美中心相當大的威脅。而 A 個案醫美中心本身具有多年美容整形臨床

經驗，因美容整形手術為一技術密集較高的產業，為極佳的競爭力之一。A 個案

醫美中心有效整合眼科與醫學美容之關鍵性核心技術，為眼週美容之領導診所，

已獲致無數成功敵案例，A 個案醫美中心在產品與服務品質有相當大的競爭優

勢，加上本身為具有國際化延伸性的在地產業，更能貼切局部區域性與全球市場

了解客戶的需求。美中不足的是，A 個案醫美中心於市場尚缺乏知名度，可視為

相當大的劣勢。 

二、A 個案醫美中心之五力分析 

(一)現有的競爭者: 

現在在美容整形的診所市場上，競爭相當激烈，隨著現在消費者的消費意識逐

漸抬頭，不只比較價格，更比較服務與產品的品質與素質，因此 A 個案醫美中

心必須不斷地提昇競爭力，有效整合眼科與醫學美容之關鍵性核心技術，以發揮

更大的綜效(Synergy)。 

(二)潛在競爭者 

愛美為人的天性，隨著美容整形市場需求逐年增加，因此想進入美容整形的診

所會有越來越多的趨勢。 

(三)替代品的威脅 

化妝品、美妝品與彩妝品雖為對美容整形醫療產生威脅的替代品。 

(四)消費者的議價能力 

在美容整形的市場中，消費者的議價能力偏低，除非其大量就診或促銷期間才

給予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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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在美容整形產業中，由於手術與相關產品配方皆不盡相同，所以供應商的議價

能力較高，所以本醫美中心協助消費者找到單價較低的服務與產品，才能有效節

省消費者的成本。 

三、A 個案醫美中心之三項衍生性基本策略 

Michael E.Porter (1980)之三項衍生性基本策略為： 

(一) 成本領導策略 

:本醫美中心以標準化製程控制成本，使得 A 個案醫美中心的成本比競爭者

低。 

(二) 差異化策略: 

本醫美中心，可以整合整形前後之資料庫，推薦整形手術之優質診所與醫

師，運用上述客製化或獨特性服務與產品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藉以提昇買

氣，以增加獲利。 

(三) 集中化策略: 

本醫美中心聚焦於針對的市場為 18-30 歲女性(例如職場女性，粉領族與學

生)，核心為喜愛美容整形變化風格與品味的消費者。。 

四、A 個案醫美中心之 4P 行銷組合策略 

1. 產品行銷(Product Strategy) 

針對消費者所需的產品與服務，推薦整形手術之優質診所與醫師，運用上述客

製化或獨特性服務與產品吸引消費者的注意，藉以提昇買氣，以增加獲利。 

2.通路策略(Place Strategy)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日；國定假日不營業，A 個案醫美中心、網站團購銷售及觀

光醫療團並進，全方位做市場區隔。  

　採取團購方式推廣，形成集中貴婦圈，以達到集客的效果，使得消費者能夠取

得所需的產品與服務。 

3.促銷策略(Promotion Strategy) 

目標客層以台北白領階級為主，海外鋪設城市以開放觀光入台之城市為範圍；

2012 年鎖定上海滬西/浦東，2013 年範圍擴大至北京，四川…等地。以戰養戰，

以利養利！ 

除了開幕促銷活動之外，本中心每月推出一品產品折扣方案，每月舉行一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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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活動，每季舉辦一次美容課程積點兌換活動，與各單位異業合作，將本中心定

位為形象旗艦店，增加知名度與本旗艦店之營業額。  

有效地將產品的訊息傳送給消費者。A 個案醫美中心會邀請當紅的知名明星做

整形服務與產品代言，透過服務與產品代言人，與各大網站做公共的宣傳促銷，

不定期舉行新服務與產品發表會，在各大網站做關鍵字行銷，隨時更新的最新美

容整形與消費者共同分享。 

在推廣部分，A 個案醫美中心採取量少質精的方式，在目標消費者經常閱讀之

報章雜誌上採用較高的成本製作精美而獨特的平面廣告，並推展口碑推薦行銷等

獎勵活動。 

設立免付費的客服專線可提供消費者任何美容整形與相關行業服務與產品相

關之問題。  

4.價格策略(Price Strategy) 

以精簡為主,依合理價格訂價。利用公司與兩岸醫學美容協進會的良好關係，

降低時間成本，與各地單位建立人脈關係，減少人員投入，降低人力成本，研發

新產品，不經過代理商、經銷商，降低成本。  

擬定賣價策略。由於 A 個案醫美中心之服務與產品已能夠充分區隔其他診所

之服務與產品，所以本研究在價格上可以採取較高價位之策略，因為整體系列服

務與產品種類相當多樣化，以成本加成的方式較為省時簡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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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A 個案醫美中心可以吸納一名懂人力資源管理與企劃的企管系之

畢業生 

因為 A 個案醫美中心目前規模還比較小，所以要成立單獨的人力資源部門或

者人力規劃部門並不是非常必要。研究者建議 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可以吸納一

名懂人力資源管理與人力規劃的企管系畢業之企劃，將其安置在辦公室，全權負

責人力資源管理或者人力規劃層面的工作，如果時間允許協助辦公室主任完成其

他層面的工作。這樣，既解決了人力資源管理工作專人負責問題，又減輕了院長

的工作負荷;同時，由於該人懂管理，會給企業注入比較新的管理理念，為 A 個

案醫美中心的管理帶來新的創新。這也符合 A 個案醫美中心的長遠發展需求。

二、績效考核 

考核結果所統計出來時還需求查核，此時負責查核的人員要加大抽查的比例，

甚至在必要時設立二次審核制度，提昇獎懲力道。相信在嚴格的審查制度監控之

下，所有的敷衍了事都將無所遁形。 

關於考核結果的多重用途問題，還是有對 A 個案眼科醫美中心的行政人員加

以訓練的必要。職位考核指標必須涵蓋所有需求列入考核範圍的因素，一次考核

既可以提供以後的醫療品質分析、醫療水準，管理人員只需將這些資料調出來即

可使用，而無需做重複性的工作。 

三、整體掌握與考量 

在制定醫美中心發展策略的過程中，必須從整體上掌握事物發展的趨勢和規

律， 從整體考量問題， 以贏得整體的系統整合。正如明朝政治家劉基所言: 

“ 自古不謀萬世者， 不足謀一時， 不足謀整體者， 不足謀一隅。＂ 

四、明確目標，更新理念 

目標是團隊精神的核心動力。古人云: “ 上下同欲者勝＂ ， 就是明確共同

追求的目標， 齊心協力地落實目標， 從而克敵制勝。培育和形朔團隊精神， 必

須把醫美中心的奮鬥目標向全體員工說清楚， 這既是對全體員工的一種利益吸

引， 又是對員工行為方向的一種界定， 使之看準方向， 增強信心， 克服困難 。 

理念是醫美中心員工共同信守的醫美中心哲學，沒有理念， 醫美中心和員工

就難以有統一的方向和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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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美中心經營理念是醫美中心對其本身生存價值和意義的認知問題，此種自我

認知構成了一個醫美中心獨特的精神特色，從而也決定了個醫美中心所具備的與

眾不同的醫美中心形象。醫美中心經營理念必須要強調對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

感，努力貢獻於社會， 並且根據時代的需求和自身的特色， 明確自己獨到的經

營領域， 建構具有遠見卓識的經營價值觀。 

五、執行策略鼓勵技術創新 

在二十一世紀， 世界多元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銳不可擋， 面對著全球

化前所未有的激烈競爭， 人才優勢的挑戰最為嚴峻。誰掌握了人才， 誰就具有

核心競爭力。 

醫美中心是個高科技、人才密集的族群，從業人員素質較高。醫學人才的培養

又有別於其他產業， 醫學人才成長週期較長， 知識更新較快， 醫務人是憑藉

廣博的知識為病人服務的， 重視醫務人員的持續醫學教育， 促進知識更新是提

昇為病人服務品質的基礎。 

同時要健全和強化人才激勵機制， 改良薪資配結構， 提昇專業人才的工資薪

酬， 改善獎勵機制、津貼和福利制度。調整並改善人才結構， 促進人才合理流

動。 

醫學科技創新是醫美中心發展的關鍵和動力， 醫療水準的進步是以科技突破

為基礎的，醫美中心的飛越式發展也是依靠並運用科技創新、科技進步來落實

的。要建立健全的激勵創新機制， 營造鼓勵科技創新的良好氛圍。 

六、加強眼科與醫學美容之建構，提昇醫療品質 

“ 院有重點，科有特色，人有專長＂ 的發展策略將有利於加大對眼科與醫學美

容建構的投入和考核評量。在醫美中心實務中，對其加以整體性評估。 

醫療品質是醫美中心的生命線。提昇醫療品質， 保證醫療安全， 涉及到醫美

中心各大部門，呈現在每一個工作部位， 依靠全體員工的共同努力。為此， 首

先應該轉變員工觀念、樹立整體品質觀念， 其次要注重基礎品質與品質管制， 同

時進一步改善品質監督檢查機制， 不定期工作抽查與定期品質檢查相互整合， 

發現問題及時改正， 將事故隱憂之火苗消滅在萌芽狀態， 達到事前控制的最佳

效果。 

七、宣導人性化服務 

醫療產業是一個以人的健康為工作對象和目標的特殊產業。醫美中心的一切工

作重點皆聚焦於病人。目前的醫療服務管理比較缺乏系統化的觀念。我們應思考

醫學的人本主義思想， 增加人文的內涵，將人文醫學根植於醫美中心的各個層

面，從加強人文醫學教育著手， 運用教育來改造以實用知識、技能為核心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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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偏離症， 及教條式與相當呆板的填鴉式教學方式， 努力培養醫務人員的人文

涵養， 以培育其知識、情感、道德合一的理想境界。 

八、拓展品牌優勢 

要樹立市場行銷理念， 瞄準市場需求， 建立健全行銷網路， 發揮自身的特

色和品牌優勢來開發潛在的醫療市場。建立一個穩定的市場開發網路，邁向醫學

產業化的發展，落實適應市場趨勢的策略。掌握商機、與時俱進，將有利於迅速

提昇醫療機構的綜合實力， 促進產業結構的重新佈局與永續發展。 

九、醫學產業化 

醫療服務機構是一個與人類身心健康息息相關的知識密集、人才密集、科技密

集、經營相對獨立的高風險、高競爭性的特殊服務產業。 

隨著科技的進步，醫學產業化發展將是不可避免的趨勢，目前先進政府已

經將醫學產業作為嶄新的策略性產業。 

興辦醫療產業實體，聚焦於自身優勢， 開發、建構不同類型的利基策略， 並

向規模化、科技化、集團化的方向發展，為醫療產業長遠發展的基本策略。 

現代醫學產業發展，不可能單純依靠地區性有限的醫療資源，必須立足於在地

化， 放眼全球，走出自己的創新之路，以客為尊，從而有效地提昇客戶的滿意

度。 

本研究建議 A 個案醫美中心能夠利用上述 Porter 三種競爭策略的差異化集中

策略，也就是在下列四個構面(產品、價格、推廣、通路)上都以差異化來突顯與

市面整形服務與產品的不同，以贏得消費者的青睞;並且 A 個案醫美中心的目標

市場集中於同質化程度較高的客戶群(例如女學生、粉領上班族與較有經濟基礎

的職場女性)，核心為喜愛美容整形風格與品味變化的消費者。由於本中心之服

務與產品已能夠充分區隔其他網站之服務與產品，所以本研究建議在價格上可以

採取較高價位之策略，因為整系統列服務與產品種類多樣化，以成本加成的方式

較為省時簡便。 

本研究為眼科美容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發展策略之研究，並未採取質化分析之

相關業者訪談與量化分析之問卷調查與統計報表解讀工作，因此研究結果的推論

性有限，建議後續研究能夠採取較為嚴謹的統計問卷調查與相關業者之深入訪談

方式來進行,而作更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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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本研究針對 A 個案醫美中心的發展策略做了初步的研究，儘管得到了眼科美

容與醫學美容醫美中心相關主管的協助，並且把此一策略運用在實際工作中也確

實收到了相當程度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著許多有待提昇的地方，例如受到本業

統計資料和研究者涉及醫療產業不深入等因素的限制，對競爭對手的描述並不夠

精密，對產業背景的刻畫不足等。 

將本研究的結論作為 A 個案醫美中心的未來發展藍圖，還比較粗糙與膚淺，

本研究之後續研究者將在今後對醫美中心的管理工作中，就上述問題作進一步的

調查、收集、分析工作，以便於在未來引領 A 個案醫美中心走上較為穩健的永

續發展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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