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8

5  實證結果及分析 

    表 5.1我們列出病人特性（年齡別、性別、疾病別）及醫院特性（醫院權屬

別、層級別、洗腎治療床規模）的危險率模型估計。在表 5.1的第一行我們先針

對所有未轉院新進病人作分析，在年齡別方面以 45歲以下者為比較基準，研究

發現若和 45歲以下的病人相較，除 45~55歲的年齡層未達顯著外，其餘的年齡

別皆達 1％的顯著水準，且年齡愈大者的相對危險性愈高，同時男性的死亡風險

亦顯著高於女性，以上發現和我們的預測以及過去的研究結果皆一致；病患疾病

別以未有糖尿病或高血壓合併症的單純血液透析病人為標準，發現僅罹患糖尿病

或同時合併糖尿病患及高血壓的多重診斷病人，若與單純透析病患相比皆達 1％

的顯著水準，但僅罹患高血壓的透析病人並未有顯著差異，符合醫界普遍認為糖

尿病會增加洗腎病人的死亡率，但高血壓不一定會造成影響的論點。 

        另者，我們以醫學中心作為醫院層級別的參考組，發現基層診所的死亡風險

顯著低於醫學中心，且達到 1％的顯著水準，和存活率分析的結果相同；此外，

雖然區域醫院和地區醫院在危險率模型分析中的死亡風險低於醫學中心，但並未

達統計上的顯著意義。在洗腎治療床規模方面，若將大規模以及中規模的洗腎治

療床數和小規模的洗腎治療床數相較，則兩者皆呈現顯著差異，同時規模愈大者

的相對危險性較低，呼應前面存活率圖形的分析結果。 

    最後在醫院權屬別方面，公立及私立醫療院所若和非財團法人醫院相較均有

統計上的顯著意義，然則私立的死亡風險高於公立，這和我們存活分析的研究發

現有別，所以我們進一步將研究樣本區分為 2000 年以前即開始洗腎（長期）與

2001 年以後才開始洗腎（短期）的病人，希望探究是否乃因為透析年數長短的

差異，而造成醫院權屬別的存活率分析與危險率模型估計結果不一。 

    觀察表 5.1的第二及第三行可知除年齡為 55~65歲的病人其長期效果不顯著

外，其餘不論是長期還是短期，各年齡層若和 45 歲以下的病患比較皆達到 1％

的顯著水準，同時男性的死亡風險不論是長期或是短期均顯著高於女性；在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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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別方面，短期效果和上述結果一致，但長期發現僅罹患高血壓的病人若和單

純透析病人相比亦有顯著差異，其相對危險性甚至高於僅罹患糖尿病的透析患

者；洗腎治療床規模的長短期效果則符合第一行就全體未轉院新進病人分析的估

計結果，同時長期而言中規模的相對危險性和小規模相比並未有顯著差異，呼應

前面存活率分析中，長期只有洗腎治療床規模大的存活率明顯較高。 

    醫院權屬別的短期效果並不明顯，但長期來看，公立以及私立醫療院所若和

非財團法人醫院相比均達到 5％的顯著水準，財團法人醫院則通過 10％的顯著水

準，長期而言，公立的死亡風險高於私立透析院所，私立的相對危險性又較財團

法人醫院為高，因此表 5.1第一行中的醫院權屬別估計結果雖然和存活率分析不

一致，但進一步探究，這應該是短期效果，醫院權屬別的長期效果便呼應存活率

分析的結果。最後在醫院層級別方面，我們發現不論長期或是短期，基層診所的

死亡風險均低於醫學中心，同時達到 1％的顯著水準，這和存活率分析及表 5.1

第一行針對所有未轉院病患進行估計的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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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年以後進入者 2000年以前進入者
變數名稱 係數 係數 係數

(標準誤) (標準誤) (標準誤)

病患年齡別

    45~55 -0.007 0.138 -0.224
(0.045) (0.048)*** (0.071)***

    55~65 0.293 0.440 0.014
(0.042)*** (0.046)*** (0.065)

    65~75 0.590 0.737 0.324
(0.043)*** (0.050)*** (0.066)***

    75以上 1.015 1.136 0.834
(0.048)*** (0.054)*** (0.076)***

男性 0.090 0.074 0.103
(0.021)*** (0.023)*** (0.034)***

病患疾病別

    僅高血壓 0.052 -0.070 0.250
(0.060) (0.060) (0.090)***

    僅糖尿病 0.249 0.383 0.190
(0.027)*** (0.029)*** (0.041)***

    同時合併高血壓和糖尿病 0.345 0.408 0.399
(0.045)*** (0.068)*** (0.063)***

醫院權屬別

    公立 0.144 0.071 0.207
(0.076)* (0.093) (0.088)**

    法人(財團) 0.049 -0.061 0.170
(0.088) (0.110) (0.091)*

    私立 0.182 0.131 0.187
(0.080)** (0.100) (0.085)**

醫院層級別

    區域醫院 -0.071 -0.036 -0.089
(0.067) (0.087) (0.068)

    地區醫院 -0.096 -0.058 -0.129
(0.082) (0.101) (0.090)

    基層診所 -0.457 -0.366 -0.493
(0.099)*** (0.119)*** (0.105)***

洗腎治療床規模b

    中(16~30床) -0.188 -0.324 -0.035
(0.064)*** (0.080)*** (0.069)

    大(>30床) -0.344 -0.496 -0.162
(0.076)*** (0.094)*** (0.081)**

病人數 28376 16900 11476
a：*,**,***分別為在10%,5%,1%的顯著水準下，估計係數顯著異於0。
b：洗腎治療床規模可能隨時間改變。

表5.1：等比例危險率模型估計
a

 

    對於洗腎治療床規模較大的醫院其死亡風險較低的原因探究，本文推論可能

是因為規模較大的醫院其病床週轉率較小之故，因為根據林杰樑（2002）指出，

在目前為止血液透析品質最好的某法國透析中心，其病患的二十年存活率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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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以上，若只考慮 55 歲以下且未罹患糖尿病的患者，其二十年存活率甚至可

高達 70％，在那裡每位病人每週血液透析三次，每次 8 小時，而一般透析治療

中心通常每次只洗腎 4 小時32；再者，若比較美國、歐洲及日本洗腎病患的透析

時間，發現美國人平均透析時間最少，約 3小時，歐洲人平均透析時間居中，約

4小時，日本人平均透析時間則為 4.5小時，而美國人透析治療每年死亡率約 20

％，歐洲人為 12％，日本人則每年只有約 9％的死亡率，因此日本血液透析病患

的存活率一直高於其他國家的原因之一，可能源於日本洗腎病患平均透析時間較

長之故，因此綜合以上所述，本文認為透析時間的長短可能影響存活率。若要進

一步探討為何日本透析病人的平均洗腎時間較長，本文認為可能是由於在日本除

了針對血液透析及腹膜透析採論次定額支付方式外，另外還依據執行時間長短區

分不同支付點數之故33。     

    如果病人的透析時間愈長，則病床的週轉率勢必較低，但這對於洗腎治療床

數較少的醫療院所而言將是一項重擔，因此洗腎治療床規模較小的醫療院所，其

病床的週轉率應該會較高，若病床週轉率進一步反映在存活率上，諒因將導致洗

腎治療床規模愈小的醫療院所其存活率愈低。 

    在醫院權屬別方面，財團法人醫院的死亡相對危險性較低，可能是由於非營

利醫院不能分配盈餘的限制，導致財團法人醫院的目標不在於追求利潤最大，而

在於效用最大（Newhouse，1970），此時醫院將會藉由提高服務品質、服務量或

其他非利潤的行為來達到目標（Keeler，1999），所以非營利醫院可能較注重病

患的治療效果、透析過程中的清潔衛生問題，或是醫護人員的技術訓練等，使得

其洗腎的品質較佳，而有較低的死亡率。 

    另一方面公立死亡風險較其他醫院權屬別要高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公立醫療

院所具有疲軟預算限制（soft budget constraints）的特性，因為公立機構即使支出

高於預算，仍然能夠繼續經營，同時表現特別好的公家機構隔年往往會面臨更高

                                                 
32林杰樑（2002）。 
33欲知詳細支付比較，請參考邱永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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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績效標準，使得其良好的經營績效反而形同遭受將來更難獲得獎勵的懲罰，因

此公立機構的效率可能最為低弱（Milgrom，1992），目前雖然國外對於私立醫療

院所是否比公立要有效率的觀點並不一致34，不過一些國內的研究多顯示私立的

經營效率優於公立院所（王信仁，1992；王巧雲，1996；羅紀瓊等，1996；李文

福、王媛慧，1998），故本文推論公立的存活率較低或許是源於其缺乏追求高績

效的動機，致使經營績效疲弱，進而影響到血液透析病人的洗腎品質。 

    在過去國內對於洗腎病患至不同醫院層級別就醫的滿意度研究中，蔡文正

（2004）等指出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與基層診所的洗腎病患之整體滿意度，以及

各變項滿意度(例如治療效果、醫師的醫術、護理人員技術，以及洗腎儀器設備

等)都高於醫學中心，由於病人心理的感受可能影響到其洗腎的效果，進而反映

在存活率上，所以病患對於醫院層級別的主觀滿意度或許是影響層級別存活率的

原因之一。 

    再者，我們將不同醫院層級的病患疾病別作一比較，表 5.2發現醫學中心在

僅罹患糖尿病，以及同時有糖尿病與高血壓的這兩方面病人比例都多過基層診

所，因此可能到醫學中心就醫的透析病人，其本身的疾病嚴重度原本就較高，才

導致醫學中心的存活率低於基層診所。 

    此外，過去研究指出引起長期血液透析病人死亡的原因中，心臟血管疾病和

感染分別佔第一及第二位，造成透析病人住院的前三名原因也都包含了感染問題

（Carlson，1984；Morduchowicz，1996），同時在近日的報告中，感染有漸漸比

心臟血管疾病更為嚴重的趨勢（林杰樑，2002）。由於透析病人的免疫功能下降，

原本就屬於感染的高危險群，接受透析治療又使得洗腎患者發生院內感染的機率

更為提升，於此本文推論因為醫學中心需接納涵蓋許多不同病症的患者，病人的

就醫背景遠較基層診所複雜，是故醫學中心病患受到感染的風險可能比較高，進

而致使醫學中心的存活率較基層診所為低。 

                                                 
34Wilson和 Jadlow（1982）所作研究發現私立醫院的效率比公立醫院效率要高，但 Ozcan（1992）
等人以及 Rosko（2001）的研究卻發現公立醫院的效率比私立醫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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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基層診所

病患疾病別

    單純洗腎病人 66.70 66.20 70.29 72.41

    僅有高血壓 7.84 4.89 3.97 3.95

    僅有糖尿病 21.93 24.73 22.33 20.95

    同時罹患糖尿病及高血壓 3.53 4.18 3.41 2.69

病人數 5,928 9,827 7,250 5,617

醫院層級別

表5.2：不同醫院層級的病患疾病別比例

 

    回歸分析中我們發現醫院規模方面，以規模愈大者的相對危險性愈低，在

層級別方面卻以基層診所的死亡風險最低，可是基層診所大多屬於小規模，其中

的矛盾之處究竟為何呢？是以我們進一步將表 5.1 中的估計係數標準化，而將結

果呈現於表 5.3。觀察表 5.3 我們可以發現基層診所的死亡風險明顯低於區域醫

院及地區醫院，然而在醫院規模方面，縱若規模愈小者的死亡相對危險性愈高，

然則不同規模間的標準化係數差距並不若基層診所和其他層級別醫院相較般顯

著，據此應可合理解釋層級別和醫院規模乍見之下所呈現的矛盾現象。 

2001年以後進入者 2000年以前進入者
變數名稱 係數 係數 係數

醫院層級別

    區域醫院 -1.060 -0.414 -1.309
    地區醫院 -1.171 -0.574 -1.433
    基層診所 -4.616 -3.076 -4.695
洗腎治療床規模

b

    中(16~30床) -2.938 -4.050 -0.507
    大(>30床) -4.526 -5.277 -2.000
病人數 28376 16900 11476
a：標準化後的係數=等比例危險率模型估計係數 / 標準誤。
b：洗腎治療床規模可能隨時間改變。

表5.3：等比例危險率模型估計(標準化)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