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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面對當前競爭激烈的市場，組織想要在全球市場中維持競爭優勢，更是需要利用

「創新」來創造利基。而全民健康保險的實施，也促使醫院走向非價格競爭的經營模

式，「創新」將會是醫院維持其競爭優勢的利器。 

本研究即是透過訪談及問卷調查之方式，了解影響醫療產業創新之各組成要素權

重，並進一步衡量醫療產業創新性智慧資本之價值，為個案醫院建立一套創新性智慧

資本的聯合價值層級衡量系統。 

過去曾有許多文獻針對關鍵成功因素及智慧資本衡量指標進行權重之分配，然而

卻無法得知實質成果為何，而聯合價值層級衡量系統除了可清楚地讓管理者知道關鍵

成功因素為何之外，並針對該因素之實際績效表現進行探討，其價值結果可以提供管

理者於資源投入時重要的參考依據及進行策略執行力的檢視，也能對於權重認知進行

檢視。 

本研究經過與個案醫院高階管理者訪談之方式，為個案醫院建立創新性智慧資本

之架構，包含財務資本、人力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各項資本構面之衡量指標

則分述如下。財務資本包含創新效益、爭取院外研究經費及研發投入度三項指標。人

力資本包括論文發表、員工提出創新比率、員工接受教育訓練時數及不含進修學位進

修中的主治醫師四項衡量指標。結構資本包含了提出申請專利權、新增醫療技術項目

或治療模式及院內研究計畫案等三項衡量指標。關係資本則包括了三項衡量指標，分

別是配合政府之專案服務計畫、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求支援及創新服務模式。總計有

13 項衡量指標。 

透過兩兩成對比較之問卷搜集院方對於各組成要求之權重認知，以第二層級各項

創新性智慧資本構面而言，考量院方之與創新相關之核心價值及願景的情況下，個案

醫院最看重的是人力資本，其次依序是財務資本、結構資本及關係資本。符合

Tether(2005)及曲永智（2004）之結論，創新必須與具有知識技能與專業技術的人力資

源兩者相互配合。在創新策略為導向的情況中，人力資本更是醫院最重要的無形資產。 

以第三層級各項資本中之衡量指標而言，院方整體認知之重要性排序如下：員工

提出創新比率、創新效益、新增醫療技術或治療模式、爭取院外研究經費、研發投入

度、創新服務模式、員工接受教育訓練時數、論文發表、院內研究計劃案、不含進修

學位進修中的主治醫師、提出申請專利權、配合政府之專案服務計畫、配合外部機構

來文要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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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吾人以重要性排序前五名來看，可以發現財務資本三項衡量指標皆名列其中。

符合 de Brentani(1989)的結論，在衡量新型產業服務時，「銷售及市占率的績效」衡量

方式是相當重要的。在 13 項衡量指標中，首重人力資本下之員工提出創新比率，前已

述及，在創新策略為導向的情況中，人力資本是醫院最重要的無形資產，而創新的來

源多是來自院內員工，故院方已於 2006 年起要求員工於升等前必須提出創新提案。新

增醫療技術或治療模式則為重要性第三名的指標，透過新增醫療技術或治療模式可以

提供更可靠之新技術，提升醫療品質。然就絕對權重來看，關係資本中有配合政府之

專案服務計畫及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求支援兩項衡量指標則敬陪末座，顯示院方在考

量創新相關的核心價值及願景的情況下，與政府及外部機構維持良好關係的關係資

本，並非相當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 

本研究進一步將有效問卷分為管理師及課長級以上管理階層兩個不同群體進行分

析，了解個案醫院不同群體之認知是否有差異及差異原因為何。結果發現管理師及課

長級以上管理階層對於不同資本項之認知與院方相符合。若以第三層級各別指標之絕

對權重進行重要性排序，也可以發現管理師、課長級以上管理階層大致上認知是具有

共識的。 

透過與院方高階管理者訪淡之方式，搜集各項衡量指標合理範圍之資訊，運用比

例插補法作為單一指標的價值函數，其價值標準化至 0 到 1 之間，越趨近於 0 者，價

值越低，越趨近於 1 者，價值越高。財務資本中創新效益、爭取院外研究經費及研發

投入度三項指標之價值分別為 0.070、0.553、0.230。人力資本中，論文發表其價值為

0.769，員工提出創新比率價值為 0.256，員工接受教育訓練時數價值為 0.250，不含進

修學位進修中的主治醫師其價值則為 1.000。結構資本中，提出申請專利權價值是

0.400，新增醫療技術或治療模式價值為 0.150，院內研究計劃案其價值則為 0.125。關

係資本中，配合政府之專案服務計畫、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求支援及創新服務模式其

價值分別為 0.520、0.467 及 0.570。  

再應用累加型模式將各項衡量指標之價值進行整合，藉由各項指標的權重與各項

指標的價值相乘可推導出各項資本構面之整體價值。其結果如下：財務資本之價值為

0.269，人力資本其價值為 0.507，結構資本價值是 0.208，關係資本其價值則為 0.533。
再將各項資本構面之價值同樣應用累加型模式，據以推導出個案醫院創新性智慧資本

之價值為 0.380。與一般處於成長期的高科技或處於導入期的生技產業相比，處於醫療

產業的個案醫院的創新性智慧資本之價值較低。 



 103

目前財務資本之權重相當高，然而從由各項資本之價值亦可以呈現出院內實際情

況則是以智慧資本的表現較佳。財務資本創造之價值在現今知識經濟的時代中已是相

當有限，反觀智慧資本已經被視為價值創造的主要驅動因子(Roos et al. 2005)。又關係

資本雖權重不如人力資本高，然其價值較人力資本價值為高，顯示關係資本是院方創

造高額價值的驅動因子，Tether(2005)指出服務業創新除注重人員技能外，還注重與顧

客、供應商之間的合作關係，然而院方權重認知並無適當反應，院方應加以審慎考量

目前對於創新性智慧資本項目的重要性認知。 

由分派之權重及衡量指標之實際績效表現可以讓院方在有限的資源下，有合理的

基礎選擇較為重要的資本構面或指標進行加強改善及投入資源。院方最看重之人力資

本構面，其價值為 0.507，如院方欲提升創新性智慧資本，對於人力資本的加強是不容

忽視的。重要性居次的兩項資本則為財務資本及結構資本，其價值分別為 0.269 及

0.208，顯示院方對於財務資本及結構資本皆有持續加強的需要，以促進創新性智慧資

本的發展。 

為提升人力資本，應訂定良好的政策促使院內員工提出創新，加強院內創新文化，

未來年度應積極宣導員工升等提案及創新之政策並持續追蹤之相關政策的實施績效，

然而除了提升提案數量之外，更應要求員工兼顧創新提案的品質，以避免院方投入資

源於成效並不良好的提案之中。另外醫院是相當重視醫護人員教育訓練的產業，然就

具體數字上來看，院方應增加開設與員工職務相關之課程或鼓勵員工積極參加相關領

域之課程，以提升員工之技能及開拓學習領域。 

財務資本面，未來院方應持續投入資源在調理餐包及遠距醫療服務方面，可為醫

院帶來更多的財務收入。另外院方對於教育研究發展之投入資源是不足夠的，未來需

要院方注入更多資源投入於創新中，以提升財務資本。而結構資本首重持續增加新增

醫療技術或治療模式，就價值面來看，應持續投入足夠資源於此部份以增加使用可靠

的新技術，達到院方欲提昇醫療品質之目標。 

進行本研究之過程中發現部份應用聯合價值層級時需要注意之事項：在權重決定

之過程中，需要利害關係人針對創新性智慧資本各層級組成要素進行兩兩成對比較，

並進行一致性檢定。為符合一致性檢定及避免因多重衡量指標而在填答過程中產生混

淆，問卷填答者必須擁有良好的邏輯概念。在價值決定之過程中，必須與了解產業特

性，並熟識組織策略及運作情況之管理者共同討論確定衡量指標的合理範圍。本研究

應用聯合價值層級進行創新性智慧資本之評估，聯合價值層級衡量系統提供衡量指標

權重之結果，可達到良好的資源配置，並呈現數據化的價值結果，讓管理可以了解未

來投入資源的效率為何，且經過標準化後可以直接比較不同型態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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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結論彙總表 
研究發現 隱含意義 
考量院方之與創新相關之核心價值及願景

的情況下，個案醫院最看重的是人力資

本，其次依序是財務資本、結構資本及關

係資本。 

創新必須與具有知識技能與專業技術的人

力資源兩者相互配合。在創新策略為導向

的情況中，人力資本更是醫院最重要的無

形資產。 
財務資本三項衡量指標皆在重要性排序前

五名之中。 
在衡量新型產業服務時，「銷售及市占率的

績效」衡量方式是相當重要的。 
在 13 項衡量指標中，最重要的衡量指標人

力資本下之員工提出創新比率。 
創新的來源多是來自院內員工，院方已於

2006 年起要求員工於升等前必須提出創

新提案。 
就絕對權重來看，關係資本中有配合政府

之專案服務計畫及配合外部機構來文要求

支援兩項衡量指標敬陪末座。 

院方在考量創新相關的核心價值及願景的

情況下，與政府及外部機構維持良好關係

的關係資本，並非重要的關鍵成功因素。

管理師及課長級以上管理階層對於不同資

本項之認知與院方相符合 
管理師及課長級以上的管理階層確實了解

院方策略方向及為達成院方目標應著重之

智慧資本。 
財務資本之價值為 0.269，人力資本其價值

為 0.507，結構資本價值是 0.208，關係資

本其價值則為 0.533。依上述價值推導出個

案醫院創新性智慧資本之價值為 0.380。 

與一般處於成長期的高科技或處於導入期

的生技產業相比，處於醫療產業的個案醫

院的創新性智慧資本之價值較低。 

院方最看重之人力資本構面，其價值為

0.507。人力資本中，論文發表其價值為

0.769，員工提出創新比率價值為 0.256，
員工接受教育訓練時數價值為 0.250，不含

進修學位進修中的主治醫師其價值則為

1.000。 

加強人力資本對於提升創新性智慧資本有

極大的助益，應積極宣導員工升等提案政

策並持續追蹤實施績效。然而除提升提案

數量之外，更應要求員工兼顧創新提案的

品質。另外院方應增加開設與員工職務相

關之課程或鼓勵員工積極參加相關領域之

課程，以提升員工之技能及開拓學習領域。

重要性居次的兩項資本則為財務資本及結

構資本，其價值分別為 0.269 及 0.208。 
財務資本中創新效益、爭取院外研究經費

及研發投入度三項指標之價值分別為

0.070、0.553、0.230。 
結構資本中，提出申請專利權價值是

0.400，新增醫療技術或治療模式價值為

0.150，院內研究計劃案其價值則為 0.125。

對於財務資本及結構資本皆有持續加強的

需要。財務資本面，應持續投入資源在調

理餐包及遠距醫療服務方面，可為醫院帶

來更多的財務收入。另外需要院方注入更

多資源投入於創新中。結構資本首重持續

增加新增醫療技術或治療模式，應持續投

入足夠資源於此部份以增加使用可靠的新

技術，達到院方欲提昇醫療品質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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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問卷填答對象之限制 

為建立 CVH 衡量系統，Roos et al.建議應搜集組織所面對的所有利害闗係人對於

各項組成要素的權重認知，個案醫院所面對之利害關係人除內部員工外，還包括病患、

社區居民、主管機關、學術團體等各類型機關組織及個人。然而進行本研究時，受限

於對象接觸之機會，僅針對院內管理階層之員工進行問卷填答，導致可能無法充分表

達院方利害關係人之全面認知。 

二、資料取得之限制 

本研究所建立之創新性智慧資本架構中內含部份衡量指標牽涉到個案醫院的重要

機密，考量到資料保密之問題，針對部份資料必須加以虛擬修飾處理，無法深入加以

描述，導致可能無法充分表達實際情況。本研究是以 2006 年為基礎搜集資訊，然而院

方對於部份衡量指標尚未統計完全，僅能以合理預估之方式作為虛擬表示，如論文發

表數直至本研究者撰寫時，無法統計 2006 年投稿發表之確切數額，可能無法完全表達

真實情況。 

三、產業適用的限制及修正 

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是以創新策略為考量，應用聯合價值層級針對個案醫院之創新

性智慧資本進行權重決定及價值評估，探討其應用在國內產業時，可能會遭遇的情況，

並評估該模式在台灣產業的適用性，提供其他企業或組織評估智慧資本的參考。然而

各企業或組織所面臨之產業特性及環境有所差異，而各企業或組織之組織文化、營運

模式乃至於策略都不相同，在應用聯合價值層級時，無法完全採用本研究之架構、結

論及建議，而必須因應不同企業或組織之特性、環境、策略等情況，而作適當之修正

及調整。 

四、缺乏比較基準 

本研究應用聯合價值層級，進行個案醫院創新性智慧資本之評估，然而聯合價值

層級之計算結果是以 0 到 1 的區間範圍呈現，然而國內外應用此法進行價值衡量的個

案並不多，因此本研究缺乏外部標竿或客觀之比較基準，無法進行標竿比較之研究。 

五、衡量指標性質之限制 

一般對於價值的直觀認知均是在於產出項效率及效果的效益方面，然而創新性智

慧資本的衡量指標之性質分為投入項及產出項，其中本研究中採用的投入項衡量指標

共有 6 項，並無法將效率及效果等產出效益方面的價值成果呈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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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流程資本相關指標可衡量性之限制 

多數研究者認為流程資本為結構資本下之組成要素，多數流程資本之衡量指標為

資訊技術相關之指標，本研究於初始時曾納入衡量指標「投入資訊技術訓練金額」於

結構資本中，衡量方式為資訊技術訓練費用/資訊技術費用，然而個案醫院目前對於資

訊技術費用並沒有作區分，因此本研究無法取得可靠的衡量值，將該指標予以刪除。 

最終，本研究在結構資本之衡量指標僅有「新增醫療技術或治療模式」是屬於流

程資本的衡量指標，因此本研究流程資本的衡量指標相當稀少，此乃因為與創新相關

的流程資本衡量指標較難以準確衡量，可衡量性較低，因此可能無法具體捕捉流程資

本之真實情況。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一、對個案醫院之建議 

（一）以全院為衡量標的，建立聯合價值層級衡量系統，並向下展開至各部門單位 

本研究是以創新性智慧資本為研究標的，個案醫院可以以本研究為參考基礎，為

全院建立全院或不同標的之衡量系統。若以全院為衡量標的，本研究則建議以使命、

願景及策略為出發點展開衡量系統之架構，並定期考量衡量指標的選用是否適切，隨

著每年策略及目標改變。若組成要素之價值持續維持在相當高的時間，需要進行衡量

指標合理範圍之修訂，可隨著目標不斷提升將合理範圍亦隨之調整，以追求卓越表現。 

除此之外，本研究建議個案醫院可以持續進行跨年度的價值衡量，進行績效表現

的跨年度比較，提供院方監督的有效工具。 

以全院為衡量標的，建立聯合價值層級衡量系統之後，應考量各部門單位在全院

願景、策略中扮演之角色及自身資源的獨特性，進而將衡量系統中之各項衡量指標展

開至各部門單位，使部門單位及基層員工有具體準則可以依循，促進全院資源之整合，

以達到全院之願景及目標。 

（二）結合聯合價值層級與明確課責制度及績效獎酬制度 

合理預期之最佳情況為權重高的組成要素其價值亦高，然而若實際情況恰為相反

時，應建立完善且明確的責任歸屬制度，釐清課責對象為何，促進分工完善且責任明

確的團隊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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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影響員工行為之根本為組織的績效獎酬制度，因此除將聯合價值層級與責任歸

屬制度結果之外，本研究建議院方應將聯合價值層級與績效獎酬制度加以結合，考量

公平性、合理性及可控制性，促使員工落實執行策略及衡量指標的達成，進而達成組

織整體之願景。 

二、對產業界之建議 

（一）研究過程可供實務界參考 

聯合價值層級目前缺乏在實務界之應用，本研究以醫療產業為個案率先進行相關

研究，雖非營利事業單位，但是本研究應用聯合價值層級建立指標及權重並進而針對

智慧資本進行評估之過程，可以提供其他產業的組織參考。 

三、對未來研究之建議 

（一）產業模式之建立 

本研究僅針對個案醫院進行創新性智慧資本價值評估，尚未擴及醫院產業整體並

進而建立整體醫院產業模式，甚至政府組織及公民營企業等不同產業。對於後續研究

之建議，可以經由較多個案之研究進行整體產業模式之建立，建立比較基準，可以針

對產業間不同公司進行標竿比較，以利公司或組織之管理者進行智慧資本管理。 

惟需注意之處是智慧資本衡量及管理必須由策略展開，然而不同產業有其面臨之

產業環境、特性及競爭型態，縱使處於相同產業，不同組織或企業也有其不同願景、

核心價值及獨特策略，欲建立產業之聯合價值層級衡量系統模組時，應加以考量，並

在比較可靠性及產業或組織實際情況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二）將聯合價值層級結果轉換為貨幣價值 

目前聯合價值層級衡量系統之呈現結果為標準化至 0 到 1 之間的數字區間內，可

以讓管理者了解指標之相對價值大小並進行比較，卻無法轉換為貨幣價值，無法讓管

理者了解智慧資本對於組織的實質貢獻為何。故本研究建議未來研究者針對聯合價值

層級的計算結果與貨幣單位做對應之聯結，給予智慧資本絕對貨幣金額上之判定。 

（三）聯合價值層級與績效獎酬制度的結合  

聯合價值層級是一套智慧資本衡量之模式，予以衡量指標績效表現具體的數據，

經過標準化後提供不同型態衡量指標在相同之衡量尺度下進行比較。對於後續研究者

之建議，可將聯合價值層級與績效獎酬制度相結合。為使該套衡量系統在組織中扮演

良好管理工具之角色，並將該套衡量系統所反映之策略及目標傳遞給組織內的員工，

應透過續效獎酬制度之輔佐，影響員工的行為並增強員工的誘因達到組織策略及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