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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介紹 

第一節 產業介紹 

一、醫療產業之特性 

醫療產業歸屬於服務產業中，然而服務業中範圍廣闊，而醫療產業是提供

關於生命及健康的醫療照護服務，因此與其他一般服務產業差異甚多，而有其

特殊的特性，詳述如下： 

（一）服務產品特性 

一般服務業提供之服務產品特性如下： 

1、無形：意指服務是不可觸摸，也無法看見的。在購買前無法事先檢驗（闕

河楠 1994；Easingwood 1986；de Brentani 1989）。 

2、生產消費同時性：生產是在消費服務的同時進行，消費者是直接接觸服

務的遞送系統，故消費者對於產品品質的認知受到服務遞送系統及服務本身的

影（Easingwood 1986；de Brentani 1989）。而闕河楠（1994）則指出服務生產

時消費者亦在現場與服務提供者接觸及互動，故生產者及消費者都會影響服務

結果。 

3、異質性：服務的品質取決於服務提供者的工作品質，可能受到人、時間

或地點的影響(闕河楠 1994；Easingwood 1986；de Brentani 1989）。除此之外，

闕河楠（1994）認為消費者直接參與服務生產及提供的過程，使得難以掌握服

務品質。 

4、不可儲存性：服務是無法被儲存的(闕河楠 1994；Easingwood 1986)。 

醫療服務除了一般服務產品之特性外，也有其產業中特有之服務特性。盧

瑞芬及謝啟瑞（2003）指出在就醫時，病患直接參與醫療服務的過程，而服務

的內容也是針對每一病患的特定情況及需求均有所不同，因此醫療服務具有「不

能轉售(non-retradable)」的特性。李自平（2001）則認為病患因其個別情況及性

質的不同，導致所需求的醫療服務變化大，因此服務提供者不易預測服務的供

給量及型態，導致醫療產業的不確定性及風險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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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康保險之介入 

盧瑞芬及謝啟瑞（2003）認為以經濟學市場競爭理論觀之，多數將醫院視

為異質寡占市場，但健康保險之介入使得在展現市場力量的方式上，醫院產業

又與一般異質寡占產業有所不同。一般異質寡占的情形下，廠商透過價格操作

影響市場；然而在醫院產業中，健康保險制度使得醫院並不握有價格的主控權，

而是掌握在政府或保險廠商手中。故醫院在展現其市場力量時，取決於政府或

保險廠商所設定的支付方式。 

在此情況之下，醫院為建立自身的利基點及競爭優勢，不得不進行改革以

因應白熱化的競爭環境。王敏容等人（2005）指出我國自民國 84 年實施全民健

康保險，採取總額支付制度，促使醫院改變其經營策略，成立醫學美容、自費

健檢及齒列矯正等自費醫療服務以增加收入。 

（三）資訊不對稱 

醫院服務市場的資訊不對稱有兩種： 

1、存在於保險人與消費者之間：消費者就醫後向保險人申請給付時，因保

險人沒有足夠訊息針對消費者所患之疾病進行檢驗，造成過度使用醫療服務，

形成道德危害（moral hazard）問題。 

以我國觀之，全民健保實施後，透過第三者付費機制，減輕民眾就醫時實

際支付費用的負擔，減少就醫的財務障礙，提高就醫可近性，而民眾就醫的選

擇性過度自由，造成民眾過度使用醫療服務（梁美慧 2004；張錦文 2005）。國

內自 1998 年開始出現了財務收支不平衡的問題，健保局也幾度面臨破產的財務

困境。 

2、存在於病患及醫療服務提供者之間：提供醫療服務的供給者包括醫生、

藥師、護理人員及檢驗師等，均具備醫療相關的專業內隱知識（蔡宗宏等人 
2006；李自平 2000）。盧瑞芬及謝啟瑞（2003）則指出病患對治療所擁有的資

訊通常比醫療服務供給者來得少，而醫療服務提供者同時擁有病患代理人（提

供治療的資訊及建議）及醫療服務實際供給者的雙重身份，醫療服務提供者可

運用其資訊的絕對優勢，誘發病患需求，主導服務內容與價格，稱為「供給者

誘發需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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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對醫院產業的管制措施 

盧瑞芬及謝啟瑞（2003）指出政府對於醫院產業有著諸多的管制措施，包

括了價格控制與資本支出管制。前者是政府為了保障病患就診的可近性，減少

就醫的財務障礙，然而也可能使得醫院朝向非價格的競爭方向發展，後者則包

含了新醫院設立與舊醫院擴建以及新增醫療儀器設備，除控制醫療支出成長

外，政府在核准新醫院建設或舊有醫院之擴建時，可經由正式的附加條件或非

正式的協商，要求醫院提供具公益性質的服務，然而管制措施也有其負面影響，

造成醫療市場的進入障礙，如我國醫療法與醫療網計畫政策，導致市場上既有

廠商具有更強大的壟斷力量。 

（五）非營利性廠商及公立醫院 

在醫療產業中，多數是非營利組織及所有權為政府的公立醫院。盧瑞芬及

謝啟瑞（2003）認為非營利醫院不以營利為目標，而公立醫院之建立更是由於

政府的政策要求，不會運用其所享有的市場力量，欺壓病患，因而較符合病患

的需求。 

（六）不可儲存性 

具有高度專業性質的醫療人員才能提供醫療服務，解決問題的知識便儲存

在專業醫護人才中（蔡宗宏等人 2006；李自平 2000），盧瑞芬及謝啟瑞（2003）
認為醫護人員所提供的服務更是無法如一般消費財一樣儲存起來供日後使用，

端視不同情況提供適切的服務。 

 

二、我國醫療產業現況與發展 

（一）全民健康保險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 條明文指出「為增進全體國民健康，辦理全民健康保

險以提供醫療保健服務」。故行政院衛生署於 1995 年 3 月開始實施「全民健康

保險」，在自助互助、共同分擔風險的原則下，減輕民眾就醫的財務障礙，達到

「就醫無礙」的目標，讓人民能獲得妥善的醫療照顧。至 2006 年 11 月為止，

全民健保的納保率已高達 96.16%，如【表 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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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全民健保承保概況 
保險對象人數 西元年（月）別 

 
投保單位數

（個） 人 成長率（％）
納保率（％）

1999 年 519,633 21,089,859 1.60 96.06 
2000 年 562,000 21,400,826 1.47 96.16 
2004 年 603,484 22,134,270 0.68 … 
2005 年 633,303 22,314,647 0.81 … 

2006 年（11 月） 656,714 22,442,947 0.71 … 
資料來源：中央健康保險局。 

醫療服務包括門診（西醫、中醫、牙醫）及住院之醫療服務、預防保健和

分娩等項目，提供民眾完整的醫療照護。至 2005 年 6 月底止，全民健保特約醫

療院所合計達 17,729 家，占全國所有醫療院所總數之 88.61％，如【表 4-2】所

示。 

表 4-2：全民健保特約醫療院所統計表﹙截至 2005 年 6 月底止﹚ 
 

總計 
西醫 
醫院 

西醫 
診所 

中醫 
醫院 

中醫 
診所 

牙醫 
診所 

全國醫療院所 20,008 528 10,290 34 3,031 6,125 
特約醫療院所 17,729 518 8,851 27 2,548 5,785 
特約率 88.61％ 98.11％ 86.02％ 79.41％ 84.06％ 94.45％
資料來源：中央健保局。 

全民健保的醫療費用支付標準，初期是以「論服務量計酬」，而後修正為「論

病例計酬」，而後分階段推行「總額支付制度」，由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醫

基層、醫院的次序逐漸推廣，至 2002 年 7 月已全面實施。 

健保的設計，是採「隨收隨付」的短期財務平衡制度，採「量出為入」的

原則。全民健保自 1998 年起保險支出大於保險收入，出現財務虧損，因此，行

政院衛生署調漲健保費率，由開辦時的 4.25％調漲到 4.55％，希望改善健保長

期虧損的情況。【表 4-3】彙整了自 1995 年以來，全民健康保險的發展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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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全民健康保險大事紀 
日期(民國) 重要措施 內容 

全民健康保險費率為4.25%  
基本部分負擔制度，實施在門診、急診

和轉診部 84.03.01 

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度 

分成3、4、5 月分段實施，4/1 先行實

施一般門診、急診轉診部分負擔制度 
84.05.01 門診部分負擔改採二級制  
86.05.01 門診部分負擔改採三級定額制  
87.07.01 牙醫門診總額支付制度  

包含基本部分負擔、藥品部分負擔、高

就診部分負擔及復健物理治療(含中醫

傷科)等四項 
88.08.01 

健保部分負擔新制實施 

部分負擔制為了抑制醫療浪費 
89.07.01 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度  
90.01.01 醫院門診合理量  

90.04.01 調整藥價 

調整9801 項全民健保給付藥品價格，

以縮小健保支付價格及同成分藥品支

付差距預估每年可節省藥費支出約46 
億元 

90.06.01 調整支付標準 

修訂「全民健康保險醫療費用支付標

準」項目共156 項， 大幅調高住院急

重症醫療、婦產科、小兒外科、一般外

科等修訂教學醫院醫療服務之成本費

用給付方式 
預估此次調整金額將約達47 億元 

健保門診藥費部分負擔調高 
90.07.01 

實施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制度 
 

 91.01.01 
調整全民健康保險醫療給付費

用支付標準 
 

91.07.01 全面實施上限制總額支付制度

由付費者與醫療供給者組成之全民健

康保險醫療費用協定委員會，就全民健

保法給付範圍內的醫療服務，在年度開

始前預先以公正客觀的數據協定未來

一年全民健保醫療服務的總預算，作為

在該期間內提供醫療服務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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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續)：全民健康保險大事紀 
全民健康保險費率調整為

4.55%  
為了維持健保的財務平衡 

91.09.01 
實施門診部分負擔調整方案 為促使醫療資源的合理使用，推動分級

醫療 
資料來源：梁美慧，2004，全民健保前後台灣家計單位醫療需求之結構變化分

析，中國文化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論文：18。 

（二）醫療體系發展 

台灣目前已由開發中國家邁入已開發國家，教育水準不斷提升，且進入老

年化社會，人們開始重視生活品質，逐漸重視醫療服務的品質。而全民健保制

度的實施，也使得台灣的醫療體系產生變化。茲將近年來醫療體系的發展詳述

如下： 

1、醫療資源投入太多：葉金川（2000）指出隨著醫療需求的增加以及近年

來醫療政策的改變，使得愈來愈多人投入醫療市場，造成國內部分城市如台北

市、高雄市、台中市等地醫療資源供過於求，讓醫療市場的競爭更加白熱化。 

2、科技發展與資訊流通：進入資訊爆炸的時代，消費者可經由多方管道獲

取醫療相關資訊，縮短民眾與醫事人員之間的醫療專業差距，減輕資訊不對稱

所引發的問題（葉金川 2000；李自平 2001）。 

3、醫療市場的改變：醫療院所過去在市場上有較大的自由定價空間，形成

「寡占」的競爭型態，醫療服務供給者佔有強勢地位。不過，在全民健保的實

施後，中央健保局則以政府政策角度主導支付價格，改變了醫療市場的運作。

而在全民健保的體制下，醫院為市場上的價格接受者，而消費者沒有誘因去搜

尋市場上最低服務價格。在此情況之下，醫院主要以非價格競爭來展現其競爭

行為。盧瑞芬及謝啟瑞（2003）研究發現競爭程度愈高的市場，醫院愈傾向使

用高科技醫療服務進行其非價格競爭之行為。 

4、中大型醫院大幅擴建：台灣目前的醫療產業朝向以多角化經營與大型醫

院（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發展。如【表 4-4】所示，2005 年各評鑑等級醫院

家數，如與 1995 年相較，醫學中心由 14 家增加 8 家為 22 家，增幅為 57.1%；

區域醫院則由 44 家則增加為 65 家，成長率為 47.7%；地區醫院則由 508 家減

少 156 家，為 352 家。醫院評鑑等級越高者，其家數增加幅度也越大（李自平 
2001；盧瑞芬及謝啟瑞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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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近年醫院家數-按評鑑等級分 
評鑑合格醫院 

年別 
醫院 
家數 合計

醫學

中心

區域

醫院

地區

醫院

精神專

科醫院

非評鑑

醫院 

2005 年 556 477 22 65 352 38 79 
2004 年 590 492 24 72 359 37 98 
2000 年 669 506 23 63 388 32 163 
1995 年 787 596 14 44 508 30 191 

2005v.s.1995 增減% -29.4 -20.0 57.1 47.7 -30.7 26.7 -58.6 
註：93 年台北巿立醫院有區域醫院 6 家、地區醫院 1 家、精神專科醫院 1 家與

非評鑑醫院 1 家，於 94 年合併改制為台北巿立聯合醫院 1 家，評鑑等級暫

以區域醫院計。 
資料來源：行政院衛生署「九十四年醫療機構現況及醫院醫療服務量統計分析」。 

另也可從醫院規模來探討之。1991 年平均每家醫院的病床數約為 106 床。

到了 2005 年，平均每家醫院的病床數約為 233 床。醫院的規模擴增有一倍之多，

也顯示了醫院有朝大型化發展的趨勢(見【表 4-5】)。 

表 4-5：醫院家數、病床數與醫院規模的變化趨勢 
年別 院所數 診所 醫院 醫院病床數 醫院規模(病床數)
1991 13,661 12,840 821 86,641 105.53 
1992 14,468 13,646 822 89,981 109.47 
1993 15,062 14,252 810 92,011 113.59 
1994 15,752 14,924 828 94,270 113.85 
1995 16,109 15,322 787 101,430 128.88 
1996 16,645 15,872 773 104,111 134.68 
1997 17,398 16,648 750 108,536 144.71 
1998 17,731 17,012 719 111,941 155.69 
1999 17,770 17,070 700 110,660 158.09 
2000 18,082 17,413 669 114,179 170.67 
2001 18,265 17,628 637 114,640 179.97 
2002 18,228 17,618 610 119,847 196.47 
2003 18,777 18,183 594 121,698 204.88 
2004 19,240 18,650 590 127,667 216.38 
2005 19,433 18,877 556 129,548 233.00 

註：醫院規模是以平均每家醫療的病床數作為衡量，以醫院病床數/醫院為計算。 
資料來源：整理自行政院衛生署「九十四年醫療機構現況及醫院醫療服務量統

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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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醫院簡介 

一、創院宗旨 

以「救世之精神，醫治病患之肉體、精神及靈魂」為宗旨而設立。 

二、使命 

「成為積極照顧弱勢族群、善盡社會責任與重視研究發展之教會醫學中

心，使所有病患都能得到身、心、靈完整之醫治，達成醫療傳道之神聖使命。」 

根據個案醫院之使命宣言，可引領全院員工朝符合宗旨之目標邁進（做對

的事）。透過使命所隱含之理念，使員工都能以正確之方法提供服務（把事情

做對） 

三、核心價值 

（一）愛人如己，使病患身、心、靈得到完整醫治。 

（二）效法創始人「寧願燒盡，不願銹壞」之精神，積極奉獻。 

（三）有效管理，獲取合理利潤以投入弱勢族群關懷照顧，善盡社會責任。 

（四）鼓勵研究，追求卓越，促使組織不斷創新與永續發展。 

個案醫院院長曾明確提出醫院存在的目的為了社會的需要。醫院之政策會

受到核心價值之影響，故可由醫院之政策檢視核心價值是否被落實執行 

四、願景 

（一）成為受弱勢族群信賴的醫學中心。 

（二）成為投入最多資源從事國內外偏遠地區醫療服務之醫院。 

（三）成為「服務品質」口碑最佳的醫院。 

（四）成為生物科技研究重鎮。 

（五）成為醫學實習生與住院醫師訓練之標竿醫院。 

個案醫院積極投入在台灣偏遠地區的醫療工作，如蘭嶼、綠島、尖石、五

峰，以及台東的金峰鄉等地，過去也曾在小金門地區提供醫療服務長達 4 年之

久；在國外的部分，於東南亞地區，派駐護理人員，進行醫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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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醫院現已獲衛生署評鑑為醫學中心，然而過去較為重視醫療工作，社

會對於服務品質所給予之評價極佳，但較為缺乏研究發展；為此，在核心價值

之第四項強調「鼓勵研究，追求卓越，確保組織不斷創新與永續發展」，而且

在願景中明確指出「成為生物科技研究重鎮」，目前本院之論文在質與量方面

皆具有顯著之成長。本研究即是針對創新與研究發展為研究主體，對於院方進

行創新性智慧資本之評估，給予院方在對於創新進行評量時有用的參考依據。  



 72

第三節 個案醫院創新性智慧資本架構之建立 

本研究依智慧資本程序模式構建立個案醫院的智慧資本各項構面以及衡量

指標，其過程如下：首先依照過去文獻及個案醫院現有之平衡計分卡為參考依

據，先擬定可能之關鍵成功因素衡量指標，此時有 7 項關鍵成功因素及 19 項衡

量指標，再與個案醫院管理師及高階管理者針對院方實際情況及指標的衡量方

法及可衡量性進行訪談，並請對方針對完整性及獨特性進行評估，是否需作增

減。最後留有 5 項關鍵成功因素及 13 項衡量指標。 

本研究最後建立之創新性智慧資本之架構如【表 4-6】、【表 4-7】及【圖 4-8】
所示，再據以設計問卷，進行資本構面之間及指標之間兩兩成對比較，以確立

彼此之間的重要性權重為何，問卷如附錄所示。 

財務資本中，創新效益用以衡量院方創新產品所帶來之效益。創新產品之

定義包括了專利權、調理餐包及遠距醫療。爭取院外研究經費則是透過院外補

助可支援院內不斷進行研究，且與院外機構維持合作交流之良好關係，研究經

費包含了院外計畫及研究案之經費。研發投入度是衡量醫務收入中院方運用多

少於教育研究發展，是否有投入足夠的資源於創新中。 

人力資本中，論文發表衡量院內之創新成果。員工提出創新比率用以衡量

院內員工提出創新的多寡，了解院內創新文化之投入。員工接受教育訓練時數

是衡量院方對於員工的技能提升及開拓員工學習領域之投資。不含進修學位進

修中的主治醫師用以衡量員工自身相關技能提升及開拓學習領域之投入程度。 

結構資本中，提出申請專利權用以衡量院方之創新研究和技術成果。新增

醫療技術項目或治療模式衡量透過增加新技術，提升醫療品質。院內研究計劃

案是衡量院內對於創新計畫之投入。 

關係資本中，配合政府之專案服務計畫用以衡量院方為配合政府所進行之

專案服務計畫，與政府保持良好關係，為院方帶來聲譽。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

求支援衡量院方為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求所執行之事項，與外界維持良好關

係。外部機構包括學校、學術單位等其他民間團體。創新服務模式是以特定疾

病出院病人電話關懷服務比例為衡量方式，特定疾病出院病人電話關懷服務比

例為院方特有之服務模式。院方所採行的創新服務模式除針對特定疾病出院病

人進行電話關懷服務，另也針對住院病人進行慰問及關心、針對手術病人進行

心理輔導、在 24 小時之內探訪新住院病人。經由上述院方特有之服務模式，使

院方在病患間建立獨特之服務形象，提高顧客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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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個案醫院與創新相關之關鍵成功因素及對應指標 
核心價值

及願景 
關鍵成功

因素 
指標 資本構面 指標來源 

提出申請專利權 結構資本 簡瑞峰(1995)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發表論文 人力資本 個案醫院內部指標 

創新成果 

創新效益 財務資本 闕河楠(1994) 
配合外來機構來文

之專案服務計畫 
關係資本 Chen et al. (2004) 

個案醫院內部指標 
創新服務模式 關係資本 個案醫院內部指標 

與外界維

持良好關

係 
配合政府之專案服

務計畫 
關係資本 Chen et al. (2004) 

個案醫院內部指標 
員工接受教育訓練

時數 
人力資本 Sveiby(1999) 

Edvinsson and Malone 
(1997) 

不含進修學位進修

中的主治醫師 
人力資本 個案醫院內部指標 

員工提出創新比率 人力資本 Dzinlowski (2000) 

開拓員工

學習領域

並鼓勵創

新文化 

院內研究計劃案 結構資本 個案醫院內部指標 
增加新技

術以提升

醫療品質 

新增醫療新技術項

目或新治療模式 
結構資本 Chen et al. (2004) 

個案醫院內部指標 

研發投入度 財務資本 Chen et al. (2004) 
Fleuren et al. (2004) 
王文英、張清福(2004)
簡瑞峰(1995) 

核心價值 
創新卓

越，永續發

展 
 
願景 
成為生物

科技研究

重鎮 
 

足夠資源 

爭取院外研究經費 財務資本 Chen et al. (2004) 
個案醫院內部指標 

吾人認為若是產出指標，依邊際效益遞減的原則，衡量指標之價值已相當

高，則再投入資源其效益增加的幅度並不大，無須投入過多的資源於其中，反

之亦然。因此，本研究將 13 項衡量指標區分為投入項（領先）指標及產出項（落

後）指標，分別是 6 項投入項（領先）指標及 7 項產出項（落後）指標。雖區

分上有其困難之處，如在不同情況下指標性質亦會隨之改變，因此訂立本研究

之區分標準，為屬於「創新成果」歸為產出項（落後）指標，而「促進創新之

投入」則歸為投入項（領先）指標，如【表 4-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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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衡量指標及其衡量方式 

資本 

構面 
指標 指標性質 衡量方法 

創新效益 產出項（落後） 包含專利權、調理餐包及遠距醫

療三項創新產品所增加之收入 

爭取院外研究經費 投入項（領先） 所取得的院外研究經費 
財務 

資本 

研發投入度 投入項（領先） 教育研究發展經費/醫務收入 
論文發表 產出項（落後） 論文發表數 

員工提出創新比率 投入項（領先） 提出創新提案的員工數/總員工

數 

員工接受教育訓練

時數 

投入項（領先） 平均每位員工教育訓練時數 
人力 
資本 

不含進修學位進修

中的主治醫師 

投入項（領先） 不含進修學位進修中主治醫師比

率 

提出申請專利權 產出項（落後） 提出申請專利數 

新增醫療技術項目

或治療模式 

產出項（落後） 新增醫療技術項目或治療模式數結構 

資本 

院內研究計劃案 投入項（領先） 院內研究計劃數 

配合政府之專案服

務計畫 

產出項（落後） 配合政府之專案服務計畫完成率

配合外部機構來文

要求支援 

產出項（落後） 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求之支援完

成率 

關係 

資本 

創新服務模式 產出項（落後） 特定疾病出院病人電話關懷服務

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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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本研究之創新性智慧資本層級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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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層級： 

使命願景 

核心價值：創新卓越，永續發展 
願景：成為生物科技研究重鎮 

第三 

層級： 

各構面

之衡量 

指標 

第二層級： 

策略性創

新智慧資

本各構面 

財務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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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顯示了本研究之 CVH 衡量架構，具體說明了價值建構之來源。 

 
 

圖 4-2：本研究運用 CVH 之架構圖 

創新效益 wF1×vF1 

爭取院外研究經費 wF2×vF2 

研發投入度 wF3×vF3 

論文發表 wH1×vH1 

員工提出創新比率 wH2×vH2 
人力資本 wH×vH 

員工接受教育訓練時數 wH3×vH3 

不含進修學位進修中的主治醫師 wH4×vH4 

提出申請專利 wS1×vS1 

結構資本 wS×vS 

關係資本 wR×vR 

新增醫療新技術項目或新治療模式 wS2×vS2 

財務構面 wF×vF 

院內研究計劃案 wS3×vS3 

配合政府之專案服務 wR1×vR1 

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求之支援 wR2×vR2 

創新服務模式 wR3×vR3 

創新價值
w×v 
w=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