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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的全民健康保險，在眾人皆不看好的情況下，從篳路藍

縷以至於小康，其中健保局的角色應為關鍵。

健保制度在巨觀的意義上，與其他實施社會保險國家的制度

雖具有共同的特徵，但是在實踐的層次上，卻有無從借鏡之苦。

健保局在各界質疑、民眾需求多樣、且無前例可遵循的情況

下，開辦初期，難免左支右絀。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逐

漸從實踐中發現一些要領。

本文從實地訪談的結果，發現：健保局的知識創新與經略，

符合文獻中知識經濟機構的諸多原理，例如：內隱知識與外顯知

識之間的互相啟發、激勵；分局之間的知性互動機制的多元與順

暢，且進行「非零合」的競爭；在眾多監督單位的注意下，員工

努力從實做中學習等，均為健保作為知識經濟機構的初始原因。

領導者刻意製造「創造性混亂」，以保持員工的動能；員工

在相對較優的激勵下，積極創造新措施，因此能在不知不覺當中

創造知識，並使健保能在艱難環境中逐步開展。

：知識經略、知識經濟、知識創新、全民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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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y of Knowledge: How the Bureau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Managed Its

Knowledge Creation?

Michael S. Chen*  Yu-Ling Hsieh**  Chia-chi Bonnie
Lee***

Abstract
Few people made optimistic predictions whe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NHI）was just implemented.  To the surprise of many, the
NHI program survived several crises and seems to stand firm, despite
it faces a wide spectrum of difficulties.  We believe that the Bureau
of NHI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Taiwan’s NHI might seem similar in its rough contour with those
in advanced countries, there is really no reference when it comes to
the details of implementation. The Bureau of course had a hard time
at its nascent stage under the pressure of unsatiated demand from the
public, hostility from the medical profession, and ubiquitous political
interferences.  The Bureau, after a period of chaos, was able to pull
off and put itself on the track.

Drawing on the procedures of grounded theory and using what
we call “recursive focus-group discussion session”, we found that, the
economy of knowledge on the part of the Bureau was inline with a
number of the sound principles in the literature of knowledge creation
in an organization.  In particula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acit
and explicit knowledge has contributed to a great deal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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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 of the Bureau; non-zero-sum competition among the
branches was conducive to sharing of newly created knowledge.
Besides, a multitude of the supervisors leaves no room for the Bureau
to make mistakes.  The “creative chaos” intentionally created by the
upper echelon also headed off any demoralizing factors and has kept
the staffs creative.

Keyword: economy of knowledge; knowledge economy; knowledge
creatio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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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行在其一九九九年版的《世界發展報告》中，以虔誠的口氣，

說：「知識就像是光，無質無量、不可捉摸，可是輕易穿越世界，照亮千

百萬人的生命。」（World Bank, 1999）這樣近乎《聖經》〈創世紀〉的

類比，對知識的恭維可為極矣、盡矣。誠然，「知識」、「知識經濟」在

世紀之交，已經是最足以令人景從的字眼。估計，在主要的 OECD 國家

的經濟體中，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國內生產毛額，是建立在知識的生產與傳

播之上，因此，大可以宣稱「工業時代已然過去，知識時代已然到來」（New
Zealand Mini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999）。

在關於「知識經濟」的相關論述中，有一個堪稱有趣的現象，就是：

「知識經濟」四個字的意義，反而較「知識」兩字容易定義。「知識經濟，

乃是在一個經濟體中，知識的生產與利用成為創造財富的主要成分」（UK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1998），而這樣的知識經濟體中，又以

所謂的「知識工作人員（knowledge workers）」的高比例為其特徵；這些

包括公共政策分析人員在內的所謂「知識工作人員」與傳統的工作人員相

較，最重要的特色在於「操作符號（manipulating symbols）」而非「操作

機器（manipulating machines）」（New Zealand Minis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999）。這樣關於「知識經濟」的解說，大抵不脫一般人所

能瞭解的語言。

然而，如果退一步解釋「知識」，就往往牽涉到哲學的思維，因此

可能顯得深奧。Bellinger et al 將知識（knowledge）與其他類似詞彙做概

念上的區隔，例如：資料（ data ）、資訊（ information ）、瞭解

（understanding）、智慧（wisdom）。資料只是一個單純的存在，本身

並不帶有意義；資訊則是一串互相有關係的資料，可能有意義，也可能沒

有，本身跟知識無涉；知識則是帶有意義的資訊，可以作為某種用途；瞭

解則是經由認知與分析的過程，將新知識整併到舊知識，以產生以原有知

識為基礎但可能含有新內涵的知識；智慧則是基於前面各類型知識從而產

生的一個往前外延的瞭解（Bellinger, Castro and Mills, 2002）。前面這樣

的分類，也只是作為初步的理解之用，如進一步加以細究，則這一組概念

的關係也並不完全是一條直線，也可能互相涵攝（Stenmark, 2002b）。這

使得對知識的瞭解更加錯綜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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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希臘伯拉圖以來，「知識是甚麼？」就是西方哲學界的重要議

題之一。這一般稱為「知識論（epistemology）」的哲學，可區分為兩大

傳統：「客觀論（objectivism）」與「構成論（constructivism）」1。前者

認為知識乃客觀的存在，因此，知識（knowledge）與「知道這知識的

人（the knower）」是分離的；從而，知識可以客觀的「證據」呈現，

也可以作為像物件般的傳遞。在這樣的論述之下，「知識」等同於「資

訊（information）」，因此可以操練、挖掘、收割等。由於知識被認為

可以像商品那樣傳遞，因此這樣的觀點也稱為「商品觀點（the commodity
view）」。另一傳統則認為知識跟其他所謂的「現實」一樣，都是社會

的 建 構 ， 因 此 也 就 無 所 謂 客 觀 的 知 識 ， 知 識 也 無 所 謂 普 世 性

（universality）；知識只能在實作中或人際互動時來定義（Stenmark,
2002a）。

自然，真理可能在兩個極端之間。Michael Polanyi 的《體己的知識》

（Personal Knowledge）2 就是這樣的努力之一（Polanyi, 1958/1962）。在

該書中，Polanyi 論證知識其實有其「信而有徵」的部分，即「客觀存在」

的部分，但也有因互動脈絡才能產生的部分（Stenmark, 2002a）。Polanyi
自己在該書的序言中，已經先行回答：將（自然科學上所謂）「客觀」的

知識，與「體己」經驗的結合，求取矛盾中的整合，正是該書的要旨（Polanyi,
1958/1962: vii~viii）。

在《體己的知識》中，Polanyi 已經在探討「可得而言者」跟「不可

得而言者」的知識；其後，在《不可得而說》（The Tacit Dimension）（1966）
一書中，就特別論述知識中「難以言傳」的面向，而以「不可說而知者，

恆多於可以言說而知者（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一語廣為

相關論述引用。

就本文的主題而言，初不在於繼續闡釋知識論的問題；而在於取其

                                                          
1 

（rationalism）

（John Stuart Mill） （empiricism）

（Levey and Greenhall, 1983: 270）
2 “Personal Knowledge” “Personal”

Pola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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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部份，用以詮釋我們所觀察到的我國全民健保的成敗問題。具體說

來，從「建構良好且廣為人（在一般情況之下）信服的理論，何以不能詮

釋具體的社會現象？」的問題出發，經過我們的研究，發現在浩瀚的知識

論述中，「內隱」與「外顯」知識之間的交互作用，而產生（實用的）知

識，最能夠用來詮釋健保局治理的一項正面的成就。

本文標題，捨一般使用的「知識經濟」一語，而刻意採用「知識經

略」，有必要略加說明。知識經濟，或  “knowledge economy”，一詞當中，

「經濟」乃是名詞，且是（在該詞中）無須另加定義的名詞。該詞的要義，

在於凸顯一個經濟體如何因為彰顯其「知識含量（knowledge content）」

而有不同的風貌。但「知識經略」，或 “economy of knowledge”，一詞，

其重點在於帶有強烈行動意義的「經略」。換言之，「知識經濟」一詞，

偏向於既存狀態的描述，而「知識經略」則帶有創造、管理知識的動態觀

念，比較具有積極的行動內涵3。

健保開辦八年以來，許多關於健保的論述，都未能正確解釋健保的

表現（陳孝平、謝玉玲，2002）4。在該文中，作者引述在健保立法過程

與開辦初期中各界，尤其是學界基於學術的理由的質疑，其中尤其是基於

經濟學推崇自由競爭的理念，而質疑一個缺乏競爭的公辦健保體制是否具

有自我修正錯誤的機制，而能確保健保的永續經營。這樣的觀點很生動的

歸納成當時擔任立法委員的沈富雄的快言快語：「反正公辦的都很快會垮

掉啦！」。

另外所謂「匆促上路」的「拼裝車」說法，也是言之成理的質疑。

所謂「拼裝車」原係當時健保局籌備處處長葉金川（健保局正式成立後為

首任總經理）對健保的自評之語。但當時極力想拖延健保實施的人士，則

以健保實施基本條件不足等理由，預言健保的匆促實施必將導致失敗。

做為全民健保第一期規劃總顧問的美國哈佛大學蕭慶倫（William C.
Hsiao）教授在健保立法期間與部分立委推動健保「公辦民營」的版本，

並聲言，「公辦公營」的模式，在政治干預之下「五年必垮！」

                                                          
3 “economy” 

“economy of Go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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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人覺得不解的是，這些預測健保、詮釋健保的理論，都是在某些

領域中廣為學界認可的理論。因此，詮釋健保治理的「正確」論述，或

許正是存在於「不可言說」的範疇中5？因此，從各種社會科學的質性

方法中，選擇從最大限度的自由（沒有理論導引）為出發，從原始資料

呈現新理論的紮根理論探究法，探索「不可言說」或是較能詮釋健保治

理的新論述。

我國的全民健保究竟是否「成功」，或其成功的程度如何，需要更

全面的評價；或者，需經過更長時間的驗證與觀察。一方面，台灣的全民

健保，在學術與實務界已在國際上取得一定的聲望6，一方面在國內媒體

上卻有無休無止的批評；以占 GDP 6.2% 的整體醫療費用（全民健保約

為其中的三之二），提供幾近全體民眾的健康照護，但健保財務卻屢屢入

不敷出。這其中之緣由與成敗分析，實非任一單一短文所能為力。本文對

全民健保的評價，其對照之基準線乃是健保開辦初期，各界對其「先天失

調、後天不良」因而「必將很快垮台」的悲觀判斷。是以，本文的目的僅

在於對於健保為何沒有照當初悲觀的判斷而消失提出一種詮釋而已，並非

欲對全民健保進行全面性的評價。

7

探討所謂健保治理的詮釋中，可採用的方法之一就是不斷質問：「健

保開辦時許多人質疑健保在短時間內就會垮，而其所依據的理論可謂言

之成理，但為何健保並沒有如同預期的垮？」（陳孝平、謝玉玲，2002）
該文臆測了三項主要的因素：一、在單一體制下，健保局擁有對醫療體

系幾近專買的力量。在特定情境下，這個在基礎經濟學中視為理想反面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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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佔，卻反而產生極為正面的意義：健保局擁有充分的「胡蘿蔔」以

誘使醫療體系的合作；二、公辦公營的制度，使健保局具有一般行政機關

的權威，留有相當程度近似「行政指導」的空間與「威望」。由於近幾十

年來，台灣整體政經情勢都是朝向民營、開放、自由，公辦公營制度可謂

逆勢操作，因此，批評自然強烈。但是，健保局在已經擁有近似專買的力

量之外，復有行政機關的權威，因此居於極為有利的位置，以柔中帶威的

方式，透過各種支付制度的配套規定，以及日見成熟的各種試辦方案，具

有提升醫療體系的作用；三、透過對知識的經略，健保局得以在醫療保健

政策上領先醫界、在回應外在環境變化上使多數民眾滿意。更重要的是，

健保局並未輕率進行大爆炸式的改革，而將健保導入高度不確定的狀態，

相反的堅持漸進式的改善路徑。

本文的目的，即是擬從知識創新作為切入點，採用實證方式，發現

健保局如何面對困難、解決問題；特別是在「不知其所以然」的情況下，

摸索出回應挑戰的方法8。

我國的全民健康保險，在整體的制度設計，雖然不難歸納進入一些

已經約定成俗的社會保險類別，然而，與外國制度在輪廓上的類似，對於

面對實踐的困難，其實並無太多的助益。在訪談健保局人員中，「（開始

時）不知道要怎麼做，又無前例可循……」等語是最常出現的回應之一。

而且，在前面所述的台灣整體政經潮流──民營化、多元化──之下，健保

局面對的深具學理基礎的批判，頗少辯駁的空間。然而，儘管健保局往往

不知其所以然（not knowing why），卻經常能產生對特定議題的有效回應，

卻似乎有「知其然（knowing how）」的能力。

這就牽引到前文所引述的 Polanyi 的名言：We can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亦即知識中「不可言說」的部分：the Tacit Dimension。

然而，何謂「不可言說的知識（tacit knowledge）」9？「不可言說的

知識」與「可言說的外顯知識（explicit knowledge）」的區別，可以以「知

                                                          
8 

9 Tacit knowledge Michael Polanyi
（Eliasmith,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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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然（knowing-how）」以及「知其所以然（knowing–that）」來表示。

前者也可以稱為「體現性知識（embodied knowledge）」10，後者則是「理

論性知識（theoretical knowledge）」。因此，前者指的是：行動者在行動

時，無須外顯地照應到所牽引在其中的原理或原則；甚至可以說行動者可

以根本不覺察有這樣的原理在心中。相反的，理論性知識指的是：當行動

者行動時，是根據一個可以被指認的知識體系來運作，而這樣的知識，是

可以言傳、可以傳授、可以背誦（can be articulated, instructed, recited）
（Eliasmith, 2002）。

所謂「不可言說」，與日常生活中，「無法以言辭形容」仍屬有別。

在這裡，「不可言說」，乃是相對於已經成為理論體系，已經可以在使用

已知之知識體系中的語言「編碼（coding）」，並且「數位化（digitalized）」，
因而可以將該知識的個別「成分（elements）」在該理論體系的架構中傳

播（disseminated）。而本文所採用的紮根理論方法，就是經由一定的程

序，將「知其然不知其所以然」的「體己知識（personal knowledge）」

耙梳成為可以可轉譯的外顯知識。

前述的區隔還要有一個補充：就像「熟能生巧」這句話所述，雖然

依靠理論性知識而獲得技術，但當技術熟練到一個地步，這個人對這項技

術所瞭解的，就會超越所能言傳的程度11（Polanyi, 1958/1962）。換言之，

前述所做的「可言說」與「不可言說」的區隔，充其量也不過是一個「方

便法門」；甚至可以說，這兩者之間在多種層次上互相涵攝，正是知識（可

言暨不可言）之所以可能累積的緣故。因此，與其將「可言說」與「不可

言說」作為「兩種」知識，不如作為知識的「兩個面向」。事實上，Polanyi
所說的，也只是「不可言說」的這個「面向」（dimension）。因為「可

言說的」與「不可言說的」，乃是相互涵攝，因此不能光執其一端。在電

腦科學日進千里的時代，管理「可言說」（從而可儲存、可輸送）的知識

十分容易，因此就有可能輕忽了知識中「不可言說」的面向（Johannessen,
Olaisen, and Olsen, 2002）。

健保局僅是整個健保體系中的一部份，而其主要功能在於健保之經

                                                          
10 “embodied knowledge” “embodied technology”

（practic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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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重要的部門包括納保、財務、醫管、藥材、稽核、資訊等。在健保局

之上，有隸屬於主管機關衛生署的「健保小組」，職司健保政策的研擬；

同樣屬於衛生署而堪稱健保局「董事會」的「全民健保監理委員會」，是

為監督健保局日常運作的機關。攸關健保運作的年度總額由「全民健保費

用協定委員會」協商，健保僅列席而非出席。準此，健保局實際上是在諸

多政策參數已定的規範之下盡其執行的任務。因此，健保體系中的治理，

就在於執行人人納保的「全民」精神，在於確保依法應有的收入能準時繳

納，在於設計良好的支付方式，以提升醫療的品質。

健保在整體制度上，比較能跟體系完整的理論相呼應（不管這些理

論能否提供適當的指引），但執行層次的知識，通常較不容易彙整成為一

個體系龐大的理論。相反的，是一些對特定問題的掌握與瞭解，帶有相當

因時、因地制宜的性質。這種性質的「知識」，最足以考驗當事者創新的

能力。

就本文所要探索的主題：全民健保的治理而言，與前面關於知識的

論述相關的，可以歸納為：一、是一種在組織層次上的知識創新、管理與

運用12；二、基於健保的「無前例可循」，許多事情可能均在「知其然而

不知其所以然（knowing how, but not quite knowing why）」的情況之下做

出來的，因此，特別必須倚重關於「不可言說知識」的闡釋；三、然而，

健保組織又不比一般企業，其創新的動機又未必在於創造利潤，因此，創

新的動力，必須尋求利潤以外的解釋。在本文中，著重於前面兩主題的探

索。

將 Polanyi 的 tacit dimension 在企業組織創新中發揚光大的主要學者

之一，是為日籍學者野中郁次郎（Nonaka Ikujiro）及其同僚。在本文研

究者根據對健保局訪談過程中所整理出來的資料（見下文），發現野中等

人所發展出來的「內隱（tacit）與外顯（explicit）知識交互作用產生的盤

旋上升的知識累積」，是最為接近的理論模型13。

                                                          
12 
13 Stenmark (2002a)  Polanyi

tacit dimension tacit knowledge Polanyi
Polanyi tacit knowledge

implicit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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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內隱或不可言說的知識，其實就是在強調「人」14。 如前面所

述，西方知識論的傳統之一的理性論（或「商品觀點」）將「身」與「心」

二元化，將知識作為客觀存在的事物，「人」雖然可以運用「現存的」知

識，但卻不是知識創造的必要主體。這樣對知識的觀點，缺乏對知識創新

的洞見，自然會限制知識創新的活力。

而將「人」導進知識的創新，就必須正視所謂「不可言說」的部分。

依循 Polanyi 的用語，不可言說的知識，正是個人能將客觀之知識與個別

化的特殊情境、特殊環境條件整合，而針對特定問題提出特定的處方。這

一點對於像健保那樣無前例可循的大規模事業是極端重要的。

野中（如下面表一所示）將知識分成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與 外
顯知識（explicit knowledge）。前者具有由身體力行的經驗所產生、當下

就是、以及經由實做所產生的所謂「類比」的性質15。相對的，外顯知識

就是純由心智活動而產生，是可以留下記載的「彼時」的產物，且是精確

的數位化知識，可以作為理論來傳述。

表一　內隱與外顯的兩種知識

內隱知識（Tacit Knowledge）
（主觀）

外顯知識（Explicit Knowledge）
（客觀）

經驗性知識（Knowledge of
experience）

（「身體力行」，body）

推理性知識（Knowledge of
rationality）

（「心智活動」，mind）

即做即知（Simultaneous
knowledge）

（當下，here and now）

思而後知（Sequential knowledge）
（思後，there and then）

類比型知識（Analog knowledge）
（實踐，practice）

數位型知識（Digital knowledge）
（理論，theory）

資料來源：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61.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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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中的真正洞見，在於利用內隱與外顯知識的概念，結合其對於日

本經濟體中組織創新歷程的觀察，而得出兩種知識交互作用而創新知識的

過程，如下面表二所述。

表二　創造知識的四種模組

從內隱 到 外顯知識

從外顯
步驟一：以社會化產生與組

織內其他人感同身

受的知識

步驟二：以外延經與外界或

既有理論溝通而產

生概念型知識

再回

內隱

步驟四：內化，落實為操作

型知識，並作為下

一階段知識創新的

起點

步驟三：將概念型知識結合

本組織之經驗成為

本組織之系統性知

識

資料來源：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72.

在表二中，知識的創新是經由四個循環發生的步驟：

一、經由社會化過程，將不可言說的知識產生共享、同理的知識。從組織

的觀點，這個步驟強調的是：成員之間有一套雖沒有明言，但並無

窒礙的溝通系統，使得有效率的溝通，可在「盡在不言中」就可達

成。其中「共識營（brainstorming camps）」是經常使用的媒介，或

實地觀察、模仿。是屬於「知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的階段」16。

二、經由外延的過程，將不可言說的知識轉化為概念式（因此可以言傳）

的知識。之所以叫做「外延」，乃是這個步驟通常經由與其他人的

交換心得而產生。這些概念可能以隱喻、類比、假說等形式來表達。

在這步驟所產生的，儘管是可以傳達的知識，但經常僅是抽象的概

念17。

                                                          
16

17 – Tall Bo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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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由整理綜合，將各項外顯概念組合成為對組織有意義的系統性知

識。例如，部門之間將各自的概念呈現出來，經由會談、討論而產

生系統化知識。在這之前，已經經由前述的步驟，存在著一些比較

具體的概念，「綜合」則將這些可能各自存在的概念，依照組織的

目標而合併成為一組有意義的作法或產品特徵。

四、經由內化，將已經可以具體表達的系統化知識提升為更高一層的內隱

知識，為下一個知識創新的循環做準備。這意味著在經過前面的過

程後，熟能生巧，除了可以言傳的知識之外，已經產生了難以言傳

的新的「體會」，而這樣的「體會」就可以準備進入新一回合知識

創新的程序。

必須強調的是，前述知識創新是一個「盤旋上生」的循環過程〈如

圖一〉。在這過程中，每一個個人的特殊經驗都成為整體組織知識的一部

份，因此也都彌足珍貴。因此，所謂客觀存在的知識，也僅是構成整體「活

用」知識的一個成分而已。

圖一　知識創新螺旋

資料來源：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73

野中也指出：要充分調動人的創造力，尚需某些組織的氣候。首先

是要有組織的願景或憧憬（aspiration）。從組織創新的意義來說，願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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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指的是使一個組織具備有獲得、創造、利用知識的能力，並且把這樣

的願景化成為組織之中個別人員的使命或承擔。其次是成員要能夠有自主

性（autonomy），在極小化的制約之下，使每一個人都能發揮創造力，換

言之，組織必須是一個「自體生成的系統（an autopoietic system）」。第

三是組織應該樂意接受「創造性混亂（creative chaos）」，以開放的態度，

面對外在的挑戰 18。第四個組織知識創新的前提，來自於「複式作為

（redundancy）」19，亦即：掌握的知識，必須超越眼前可見的需要，而

容許這些「多餘」的知識有機會發生不預期的作用。最後一個前提則是「必

要的多樣化（requisite variety）」，亦即：相對於外在環境挑戰的複雜，

組織必須要有相稱的多樣知識，才可能適應自如（Nonaka and Takeuchi,
1995: 73-83）。

前已言之，以既有理論來詮釋台灣的全民健保往往不能切中肯綮。

因此，出路之一，正好就是在摒棄既有的理論，而從最樸質的原始觀察與

對話開始，重新勾勒健保的詮釋體系的面貌20。就這樣的研究目的，著重

從原始資料歸納的紮根研究法似乎是一個適當的選擇。

對於眾多質化研究理論與方法中，紮根理論研究法被視為是較符合

所謂的『科學』研究。其研究歷程非由一個從假說建立、資料蒐集到驗

證假說的線性過程，而是一個在文獻回顧、資料蒐集、資料分析與撰寫

之間不停地來回相互影響、比較的一個循環過程，以既有文獻及研究者

個人的經驗構成研究的切入點（Strauss & Corbin, 1990）。而先期的訪

談指引後面訪談的方向與理解，當一些主題或意義的類別從資料中確認

出來時，又可以與更多的文獻加以比較與對照。所以，資料的分析並不

是等到資料蒐集結束才開始，而是與資料蒐集過程以及文獻回顧密不可

分，這個過程也與詮釋學的核心概念，即「詮釋的循環」吻合（畢恆達，

                                                          
18

19
 “redundanc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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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本研究於資料收集的應用上，與傳統焦點團體座談方式有些許出

入，但仍保有傳統焦點團體座談的優點，稱之為『遞迴式焦點團體法

（recursive focus group）』。資料收集時間與程序如下圖二：

     代號說明：     表『資料收集』；   表『資料分析』；

　　　            　表『資料回饋』

圖二  遞迴式焦點團體法研究流程

南區分局

（91.5.28）

中區分局

（91.6.18）

高屏分局

（91.6.20）

東區分局

（91.7.11）

北區分局

（91.8.15）

總局與台北分局

（9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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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的收集方法是以開放式焦點團體座談方式進行。此焦點團體座

談是以健保局同仁為『團體』的訪談，藉由健保局同仁的共同參與、互

動與討論，蒐集團體成員對於健保治理的主觀詮釋，而這樣的詮釋是源

於個人身歷其境的健保體制參與經驗與意義。於研究初期，研究者對於

有關健保局治理的具體實例與相關資料進行整理，尤其是健保局推動的

相關措施及與醫界、民眾的互動方式，形成對健保局治理的概念。爾後，

根據相關概念構成研究若干假說，包括健保的表現，主要決定於台灣特

定時空之下的特定條件與健保主事者在制度未規範範圍內的積極作為

等治理假說。

本研究係以分局（及總局）作為單位邀約訪談，對於接受訪談的對

象是否全為積極參與創新的人員，研究者自然無完全的「篩選」權利。但

有幾個原因，可以相信參與人員與創新的相干性。一是，研究者在各單位

的參訪，全由主管全程接待；二是，就創新的實際發生情況，尤其是在各

分局，基本上是一個團隊運作的結果，幾乎只要是正式編制人員都是創新

的參與者；三是，在訪談中踴躍發言者，自然是在創新工作中較有思考、

較有經驗者。

對於健保局治理探究的研究取徑，以問卷、訪談、文獻回顧等研究

法皆有其限制，基於涉及『治理』概念的複雜性，及健保局業務範疇擴

及全國，擬短時間針對某一特性議題收集大量的語言互動及對話資料，

焦點團體座談因訪者與受訪者間的彈性互動，使得研究議題得以獲得澄

清與進一步的發展。研究初期由健保局各分局的逐一接觸與正式演說後

之焦點座談，逐漸修正並累積對健保局治理的觀點，而最後至健保局總

局進行各分局資料的整體回饋與代結論，最終建構起對我國健保局治理

的實務論述。

資料分析於第一個受訪分局資料蒐集後即同時開始，整個分析的過

程於研究階段持續反覆進行。而分析的內容以焦點團體所得之逐字稿書

面資料為範圍，並輔以時事內容之探究。分析的目標是以探討健保局治

理的詮釋為何，運用紮根理論研究法分析資料。研究分析過程以 Strauss
與 Corbin（1990）對資料分析的詮釋過程，此過程主要包括三部分開放

性譯碼（open coding）、主軸譯碼（axial coding）、選擇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前二者於資料分析過程中替換進行。初步的開放性譯碼階段，

對原始逐字稿之逐行、逐句、逐段賦予初步概念化標籤（圖三），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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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相似的概念化資料發覺其範疇，給予歸類（categorizing）。針對每

一範疇開發它的性質與面向，瞭解這些範疇間的關係。如：

A 區分局發言甲：
這個主題會讓我們同仁去勾想剛開辦的那種情
況，想想這日夜不休的那種感覺，我不知道健保局
是否因為就是這樣成功，因為大家都是從不同地方
過來，大家都是類似轉任、類似於你已經沒有退
路，在戰略上類似是背水一戰。

開辦時的艱辛

職位轉調沒有退路
投入工作是唯一選擇

第二是這樣的環境讓同仁有一個感覺就是你除了
把這些事情做好之外，你沒有別的選擇，所以這是
為什麼有同仁願意加班加到半夜，就是一個目標把
這件事做好。所以因為大家不看好，或許因應孟子
所說的，生於憂患死於安樂，所以我們是在憂患的
環境下去建構，所以大家已經沒有退路的感覺，類
似將工作文化把他建立起來。

工作的要求是把事情做好
缺乏替代方案
艱困環境激勵人心
工作文化的建立是外在艱
困環境
間接型塑而成

另外一個是我們的領導者是真的相當有智慧，歷經
三任的總經理，他給各分局或是同仁的工作是只給
目標不給方法，這個是創造，讓各位同仁有去思考
不同方向的方案出來，在每一解決方案在正式執行
之前，其實他都會讓我們部分某一分局先去試驗，
就以山地離島好了，從花蓮秀林鄉開始，他會請大
家來觀摩，觀摩開始去檢討這個案子這樣的資源好
不好，有沒有更好的方法，所以演變到各分局，演
變到各分局大家都會因環境的不同、資源的不同、
民眾的不同，去建構自己的山地離島資源計畫，後
來為了要讓企畫有制度化，才統一把它規範成 IDS
的型態。

歸功領導者的卓越

組織運作模式只有方向沒
方法
創新沒有標準

彼此學習檢討

因應環境資源各自發展創
新方案

以醫院自主也好，他也是給一個目標，就是要讓醫
療院所他們自己管自己，就是這個目標而已，也是
丟下來讓各位同仁發揮極高的想像力，怎麼讓醫院
自主管理。當然有不同的條件，雖然費用是主要的
目標，於條件下哪些是你可以接受的，也是各分局
於環境不同下去建構。所以自主管理，要擬一個所
謂的標準，或醫院總額在執行，醫院協會他也希望
我們健保局提一個標準的醫院自主管理的標準方
案，因為各分局每一家作法都不太一樣，所以他現
在要訂一個標準的自主管理作業方式，也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健保局會成功，最主要的是因為健保局
同仁有憂患意識，那主事者，沒有限制到同仁在能
力發揮的方式，我的看法是這樣。

創新的來源是組織給予的
彈性

沒有標準方案，創新是因地
制宜

同仁具憂患意識，共患難，
允許極大化個人潛能

圖三　開放性編碼之表例

原始逐字資料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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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範疇的整理，於範疇的界定上賦予定義，以釐清並檢驗編碼整

理的邏輯性及可追蹤性（圖四）。

範疇名稱：組織氣氛

定義：健保局組織機構內部涉及健保局治理的組織氣氛特性 編碼

健保同仁之所以拼命是因為其有使命感，再加上歷任的總經理

帶著許多健保同仁往前衝，萬箭穿心仍可勇往直前，此是組織

氣氛與領導者的因素。健保局公辦民營或公辦公營何者比較

好，其實都不重要，健保局一開始即是一個企業的組織而非公

家機關，有很強的戰鬥力。（D 區分局發言丁，第二頁）

上行下效，長官帶

頭衝

因為我們知道葉總他在的時候，其實他很重視分局經理的意

見，然後他非常允許分局的經理可以在總局的主管會報提出建

言和批評，所以我記得當時中區首任的經理，在總局曾經罵到

一位總局的經理哭了，當然這都是為了健保制度未來會更好，

（B 區分局發言戊，第一頁）

充分開放溝通場域

我覺得健保之所以會成功，有他的因素，因為他的企業文化的

起源非常的漂亮，像葉總、賴總，他在心態上在跟我們同仁互

動時，我深深感覺到一種愛的感覺，從來沒有一個總經理跟我

們結合在一起，我覺得有一種愛的感覺。第三個，我們同仁在

企業文化的洗禮之下，我的我們的心態更好，對內如何讓民眾

更好、醫療滿意更好。（A 區分局發言丁，第五頁）

企業文化導向

有一個很大的因素是健保局歷任總經理都是用人唯才、杜絕關

說。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當時那個查核，到醫療院所查核、

違規不法那一種，多少立法委員去找葉總關說都沒有用，從一

開始就建立一種整個健保體系，建立很清廉、用人唯才那種，

好像從來沒有聽說健保局哪一個人可以靠二十個、三十個立委

去關說就可以升遷，幾乎說沒有，所以建立一個用人唯才、然

後杜絕關說，（B 區分局發言乙，第三頁）

用人唯才

我覺得他非常允許健保人的改革、創新，當時的以中區來講，

中區的很多理念他都很放心讓你去作，像官僚體系有一些人他

都很怕我們要創新、要改革。他不會唷！他都讓你去作。（B
區分局發言乙，第一頁）

執行面受重視

健保局是八國聯軍它他來自公保、勞保、行政單位等，所以從

84 年開始到現在，每一個人心裡都在想，為什麼會去做，因為

不做不行，因為經常會被罵，為了避免被罵，必須要把工作做

的更好，不只長官會戳你，連各分局也會戳你，會說為什麼我

有創新，你沒有創新？（E 區分局發言已，第七頁）

創新具有急迫性

圖四　相似資料及編碼範疇之表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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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連結範疇關係，運用持續比較分析（constant comparative data
analysis）（Glaser & Strauss，1967）及個案間的比較（cross-case analysis）
（Miles & Huberman，1994），逐漸形成編碼概念間的異同及範疇間的連

結與發展，這些分析工作內容包括（1）陳述副範疇與現象間的關係，構

想副範疇與範疇間的假設性關係—如因果條件、脈絡、中介條件、行動

或互動策略、及結果；（2）檢視實際資料是否支持以上的假設性關係；

（3）持續不斷注意找尋範疇與副範疇的各別面向定位；（4）持續發覺

範疇與副範疇間關係的不同趨勢型態及歧異性。此經由演繹和歸納，將

各範疇連結起來的資料重組過程是為主軸譯碼階段（ axial coding）
（Strauss & Corbin, 1990）。

紮根理論是以行動和互動為取向的理論建構法，最終是要將所有範

疇結合發展核心範疇（core category）並加以驗證，以成就理論化的過程，

此核心範疇應能解釋細項中大部分的變異，並整合現象中大部分概念的範

疇。此階段統合資料與主軸譯碼相似，但所處理的分析層次較為抽象。為

達此目標，藉由思考故事線（story line），加以確認範疇和其間的關係，

逐步將理論建構之，並將概念化尚未發展全備的範疇補充整齊，此為選擇

性譯碼（selective coding）過程，以完成理論的雛型，而後，反覆地驗證

關係及填入範疇間的空隙。

於建造紮根理論的過程中，研究者嘗試建立典範模型，將因果條件、

現象、脈絡、中介條件、行動或互動策略以及結果等，將彼此間的關係進

行串連，嘗試將副範疇與範疇連結在一起。藉由此演繹和歸納的分析過

程，讓範疇得以充分發展，而資料所浮出的主軸議題為：『知識創新』。

若以故事約略敘述為新制度、新挑戰及目標，為趨近目標，彈性調

整及適度自由發揮成為不得不的選擇，亦型塑公部門組織管理的新典範，

同仁需窮則變、變則通，而上層單位引導著這樣的方向，並預知單一體制

的缺失，虛擬競爭成為組織活力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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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故事所呈現的主軸

因果條件 現  象 脈  絡

中介條件

（結構

環境）

行動或互

動策略
結  果

開辦時情境：

業務繁重壓力

大機構自我期

許

持續推動

各項照護

試辦方案

、行政革

新方案

開辦初期

的壓力並

期待做出

成績的衝

勁

組織氣氛

組織彈性

領導統御

知識創新來

自於知識的

吸收與整合

、分享與流

通、創造。

1）知識的揚

棄

2）照護市場

供給調節

( ) causal conditions

健保局同仁陸陸續續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政革新方案的現

象，於健保局的近年來的組織行動觀察當中以及不同場次的焦點座談分析

資料中反覆出現此概念。而引發同仁「持續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

政革新方案」現象的因果條件應屬多重，經系統性地回到資料裡尋出發生

此現象的前置條件（antecedent conditions），發現健保局初期的「業務繁

重壓力大」和「機構自我期許」與『持續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政

革新方案』的現象有所關連。

1. 

我國全民健康保險的推動，是我國有始以來最大的社會工程，將十

三種原屬不同的健康保險制度整合以非屬易事，再加上將原缺乏任何健康

保險近全國一半人口納入單一體制中，更是一大挑戰。全民健保自民國八

十四年四月實施，草創初期不論於組織結構、行政管理、業務執行、財務

精算等皆可謂草創維艱。於本研究資料分析亦反應出健保業務工作量的繁

重及其工作情境對同仁造成相當大的壓力。

〈E 區分局發言乙，第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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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分局發言乙，第一頁〉

〈A 區分局發言戊，第五頁〉 

homework 〈F 區

分局發言乙，第一頁〉

2. 

資料分析呈現健保同仁對於自身工作的自我期許有別於政府行政機

關或商業機構的員工對於自身工作的體認。而這樣的認知差異與工作動力

亦源於健康保險業務隸屬於社會安全制度之一，對於強制性納保、涵蓋所

有國民的普及性醫療照護，健保同仁投入其中，背負著健保優劣、成敗的

一角，形成共築社會大業的責任感。

do the better

〈B 區分局發言丙，第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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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區分局發言甲，第一頁〉

…

〈C 區分局發言甲，第十一頁〉

( ) context

此情境條件是與『持續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政革新方案』

的現象有關的一組特定性質。於此情境條件下，進行相關的處理，而採取

一些行動/互動性質的策略。

健保局同仁之所以會採取持續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政革新

方案，除了工作繁重壓力大的因素與機構本身自我期許的條件外，健保局

亦面臨各分局所處的資源差異與社會大眾對服務的期待。雖然研究分析已

知健保局同仁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政革新方案的影響因素，但對

於維繫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和行政革新方案的動力與持續性，卻沒有明

顯助益。若置於社會反應的脈絡下，以『社會特性』檢驗之，本研究則可

更精確的發現健保局同仁對於持續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政革新

方案的意義與後續引發的策略。

1. 

因全國國民強制納保，健保行政組織結構中，配合人口群及區域性

的需要，設有六個分局及一總局，藉著地方區域性的諸多差異，各分局間

的運作亦形成不同的樣貌。

〈A 區分局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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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第一頁〉

2. 

健康保險直接服務對象為一般民眾，於資料分析過程亦發現民眾對

於健保制度的回應如保險費率、給付內容等形成對於健保服務的諸多期

望，直接回饋至健保制度本身，亦衝擊第一線的服務作業。

〈B 區分局發言丙，第五頁〉

7
10.7

…

〈B 區分局發言戊，第

九頁〉

〈C 區分局發言戊，第三頁〉

( ) intervening conditions

除了上述兩組條件外，另一組結構性脈絡（structural context）也是

促使健保局同仁「持續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政革新方案」的重要

影響條件，其為健保局組織氣氛、組織彈性及領導統馭的特性。

於資料分析中也發現健保組織的氣氛其獨特性不同於所以為的公

家單位機構，尤其是引入企業管理的方式，對於非以營利為導向，不以

獲利為目標的官僚機構，其以企業體經營的取向，則為謀求健保制度的

永續經營。學習型組織成為健保局最大的組織特徵，開放性的溝通場

域、用人唯才的清廉體制、行動的可實踐性、組織變革與創新皆呈現健

保局組織內部的重要活力。分局所承擔的執行面工作受到重視，分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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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又滲有競合關係，而這樣的企業文化之下，同時醞釀一種同舟共濟

的組織精神，這樣的精神除了健保理念的正義性外，領導人的特質亦扮

演著相當的角色。

1. 

於研究中組織內部的工作文化是最難測量的，藉由質化研究的過程

卻能貼切呈現一個團體內部的氣氛，健保局因非承襲舊有保險體制的改革

或轉型，而是全新的組織團體，其排除舊有僵化的官僚體制，而人為的因

素及組織運作的空間讓健保局內部氣氛有如活躍的新生細胞，具有向心力

及積極的生命力。

〈A 區分局發言

丁，第五頁〉

〈B 區分局發言乙，第一頁〉

show

〈B
區分局發言乙，第二頁〉

〈B
區分局發言乙，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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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區分局發言丁，第二頁〉

2. 

對於一個組織團體而言，組織治理的行動模式彈性空間的有無視為

是組織活力的展現。資料分析呈現健保局組織結構中，不論是總局對分局

分、各分局間或分局內部皆存有相當的去階層化及授予相當的自主空間，

此對於整體組織的行動力提升極大。

〈A 區分局發言甲，第一頁〉

〈C 區分局發言葵，

第十頁〉

〈C
區分局發言己，第七頁〉

hierarchical
 hierarchical

decentralized 〈C
區分局發言丑，第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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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區分局

發言甲，第五頁〉

〈B 區分局發言乙，

第一頁〉

from top to down from all
levels no doubt judge

Model
〈F 區分局發言己，第八頁〉

3. 

於組織領導中，領航者總具有『上行下效』的團體效果。健保局草

創至今歷經三位總經理的帶領，資料分析結果也具體呈現健保局同仁對於

領導者人治的強調及領導風格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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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區分局發

言乙，第一頁〉

。 〈中區 B 分局發言乙，

第四頁〉

〈B 區分局發言乙，第三頁〉

( ) action / interactional strategies and
consequences

紮根理論研究法是以行動／互動為取向的理論建構，根據前述的特

定條件下，健保局同仁「持續推動各項照護試辦方案以及行政革新方

案」的現象，是在呈現『知識創新』的行動。而這行動具有包括以下特

質，它是一個過程、是有目的、及目標導向的行動（徐宗國譯，1997）。

而健保局治理的特性因著健保保險體制為社會安全制度建構的一環，其

所屬特性形塑外在環境及內在的刺激，於諸多影響下展現出各項照護試

辦方案及行政革新方案的推動。而組織內部的條件：組織氣氛、組織彈

性及領導統御的介入，更激發出知識創新的行動策略。藉由組織內部對

於知識的吸收與整合、分享與流通、創造等策略達到醫療照護市場的服

務樣貌。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得到下面的圖五的行動關係圖，以及圖

六的結論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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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健保局治理「知識創新」階段的行動模型

健保局儘管有如前述的知識創新機制與管道，但也存在若干阻礙的

因素。其中制度方面的主要因素是：創新的物質誘因不大，且創新的能力

與績效跟升遷之間的關係並未制度化。究其原因，健保局雖然有三千多人

的員工，但人事流動並不暢通，升遷機會極小。因為健保局每天面對緊迫

而必須立即解決的問題，能立即解決眼下緊迫問題的同仁就會獲得長官比

較多的注意，有利於升遷；雖具創新意義，但無解決立即問題的，較不受

重視。

影響因素

業務繁重、壓力大

機構自我期許

情境條件

各分局所處資源差異

民眾對服務的期望

現象

持續推動各項照護

試辦方案、行政革

新方案

行動 / 互動

知識創新

中介條件

組織氣氛

組織彈性

領導統御

策略

知識的吸收與整合、

分享與流通、創造

結果

知識的揚棄、

照顧市場供給調節



       結構/情境/現象                      中介條件/介入行動                 結 果

圖六　分析結果-健保治理知識的生產與管理

健保開辦面對許多困難，且無前例可循。民眾

許多困難必須解決。因此，開辦初期亂象頻仍。

面對沒有退路，又被人看衰，要保住工作，也要

出一口氣，只有拼命向前。參加各種訓練活動，

與同仁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換心得、經驗。

分局之間存在著競爭的可能空間，但可以不是

零合式的競爭。

領導者能抗拒關說、壓力，落實 meritocracy，刺
激競爭、創新、努力提方案。廣開言路，主管會
報可以互相難，分局甚至可以對總局「逼宮」；
分局主管的面子必須顧到，「輸人不輸陣」氣氛
明顯。

埋頭實務，以身體力行為學習的方法。與學者

從理論的推演不同。因為與學者存在  implicit
vs. explicit 知識的落差，面對批評，經常覺得

心虛、鬱悶。沒有意識到知識中 tacit dimension
的存在。

不會自大。但更加堅毅，抱著「要表現給人家看」

的決心。（認同研究者關於 tacit knowledge 的詮

釋，寬心、寬慰）

面對多面向、多來源、異質性的問題與挑戰。

“hierarchical in organization; decentralized in
execution”。組織有彈性，兼有建制與  taskforce
的性質。（以民眾抗爭為例）總局核心人物在中

央運作，分局在地方對特定對象疏導。

準企業組織，但有許多「公婆」在管著。

經常要求要改革的外在壓力。

領導階層刻意製造「創造性混亂」，同仁無法鬆

懈，且回應必須面面俱到。

由於必須面面俱到，故以漸進式改革取代 “Big-
bang”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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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局的主管雖以鼓勵同仁參與政府各項評比作為對具創新能力同

仁的激勵，但因健保業務極為繁忙，一部份人勻出時間準備是類比賽，就

會立即加重其他同仁的工作壓力，往往成為阻卻創新的原因。

在前述兩個原因的背後，事實上是在政府財政困難的大環境之下，

健保局的研發經費隨同一般行政費用逐年減少。擔任我國行政院科技顧問

的美國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 Uwe E. Reinhardt 教授在與健保局人員晤談

時，就感慨指出：先進國家類似的保險，其研究經費應有醫療支出的 5%
～7%，而健保局卻僅僅不到萬分之 0.4，深覺不可思議。行整經費與研究

經費雙雙不足，人力緊張、無法投入更多的創新研究，對健保的未來將成

為重大的知識斷層危機，危害健保的長期發展。

另外，在前面的分析中，雖然各個分局之間常有知識的分享，但在

時效上有時會有所延誤。其中的原因，在於分局的研發績效與分局整體的

考績有關，因此，創新的分局可能在確保一個年度的績效之後才願意釋出

創新的成果，對於具有時效性的創新作為即有所妨礙。

前節的研究分析所發現的，促成健保局創新的力量，可以說「推力」

大於「拉力」。亦即：基於外在環境的急迫需要，甚過於機構對個人的

獎勵。這樣的「需要推動」型的創新特質，同時也可以從總局與分局的

創新活力與能量看出來。分局由於直接面對第一線的問題，經常性處於

隨時要改進業務的壓力，而總局偏向以規劃為主，較容易率由舊章。欠

缺直接從「野戰」而來的刺激，反而不容易刺激創意，因而其創新動力

反不如分局。

例如，近年來迭獲國家重要獎項的業務創新，均由分局所囊括。舉

其重要的例子：高屏分局以「數位化顧客服務系統」，獲二○○六年經濟

部之「國家品質獎」；中區分局以便利民眾為目的的「零距快意通加值服

務」入圍二○○七年行政院研考會之金斧獎。稍早，在二○○一年，南區

分局研發「自動查詢欠費及補單機」可自助補印繳款單，陸續為其他分局

以及各地聯絡辦公室使用，是為創新傳播的典範。

本研究所引致的質疑，主要來自於健保體系外的人士對於健保體系

僅有局部的瞭解，以致於難有全觀式（panorama）的掌握；對於健保局

內部的作業也難以窺全貌。例如，前段對各分局的研發與創新，外界難

以理解其意義與價值，但就健保的日常運作而言卻十分重要。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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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長年參與健保規劃，並在撰寫本文期間得以參與健保的實務運作，

得以接近大量的健保資料與資訊，並接觸局裡重要幹部以及健保相關的

學者，這些在質性研究中極為強調的「浸泡於其中」的經驗，提供大量

的異質觀點，可以與先前訪談所或的資訊對照，產生所謂「三角檢定

（trigulation）」的校正效果，作為修訂本文若干觀點的基礎。

對於我國全民健保的一些植根於一般（正確）原理的宏大的理論，

並未能適當詮釋健保的治理。箇中的原因，根據本文的分析，在於這些一

般說來正確、健全的理論，未能充分將 Polanyi 所說的「不可言說的知識」

融入於其中。因為，這些 Polanyi 所謂的「體己的知識」正是從實做中領

悟出來的知識精華。這些由實做中產生的智慧，雖難以言傳，但是卻能夠

適當因時、因地、因事制宜，反而比僅在一般情形之下才成立的理論較能

詮釋健保的治理。

由於健保在我國係屬首創，雖與外國的若干模式相似，但在具體實

踐的層次，實在是無前例可循。在無前例可循之下，許多作法必須「做中

學」，因此欠缺理論基礎。因為欠缺理論基礎，健保局在面對外界的質疑

時往往無法以學理為基礎提出辯解。然而本文指出：真正的知識，往往從

親身體驗而出；這些貼近「己身」、貼近「現場」、貼近「實境」的知識，

卻反而能解決執行上的問題。

在無既有的理論足以詮釋健保的情形下，本文採用不依傍既有理論

的紮根研究法，以現場訪談資料為基礎，歸納出健保局如何產生「質樸

（unsophisticated）」的知識，用以應付在執行上所面對的困難與挑戰。

本文的主要發現是：在健保開辦初期，健保同仁面對上司的要求與

民眾的需要，在無前例可循之餘，難免經過一段相當混亂的時期。面對多

方面、多性質的挑戰，以及各方的批評，健保成員雖然以積極的態度應對，

但因無法從既有理論中尋求指引，因此鬱悶。

在此情況下，健保成員積極尋求增進知識的機會，並抱定「要作給

人家看」的決心；在制度的層面，由於各分局可以進行非零合的競爭，

而管理階層又經常營造腦力激盪的機會，因此，可以切磋而將許多原始

的構想形成概念，並借助外面的醫師、專家將概念落實成為具體的措



76

施。而經由經驗的分享，一個分局一旦有新知識的產生，這些知識就迅

速普及於整個健保體系中。

這樣的發現，在文獻中亦可獲得驗證。與健保局知識創新的實際經

驗最為貼切的論述，當屬日籍學者野中郁次郎等人經由闡述 Polanyi 的

tacit knowledge 而建構的架構。野中等人的「創造性混亂」等理論，也諳

合健保局知識創新的動力機制。

紮根理論由於一空依傍，完全以實地訪談第一線工作人員所得的資

料進行分析與歸納，因此，必然是本土性的。這樣的研究，一方面提醒：

在一般情形之下正確的理論，因為未能因時、因地、因事制宜，其解釋效

力往往不如經由實做產生的質樸知識。然而，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樣基於

個案而得的理論，其推衍性有相當的限制。換言之，如果健保體制有所變

革，在新體制之下的健保治理機構，未必能採用本研究的結果。然而，本

研究的方法仍然提供未來研究者的方向，可以循類似的方法，及早發現新

的健保治理機構的正確治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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