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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組織的成長，企業內外流程的作業愈來愈繁雜。企業紛紛改採以工

作流程管理系統來進行流程的控制與自動化，以替代原本利用人工來處理及傳

遞流程的作業。Klischewski與Wetzel在 2000年提出服務流程管理的概念，強

調以系統使用者為導向設計系統，使系統運作更富有彈性，能配合健康照護組

織流程管理彈性化的需求；同時，也強調系統跨組織運作的能力，以因應現代

醫療體系 E化的發展。本文提出一服務流程管理系統架構，並以 XML為基礎，

設計一彈性化服務流程管理系統，以解決工作流程管理系統僵化的弱點，並符

合系統跨組織運作能力的需求。最後，本研究將所設計之服務流程管理系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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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長庚養生文化村」，作為進一步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服務流程管理、使用者導向、跨組織、可擴展標示語言 

ABSTRACT 

As the complexity of the healthcare services grows, intra- and inter-organizational 

healthcare service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o manag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healthcare 

organization needs a promising information system to solve the problem and then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he healthcare services. Many industries adopt the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to control the flow of business process. Recently, Klischewski and Wetzel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serviceflow management for the special need of the healthcare 

providers.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 framework of the serviceflow management system (SfMS) 

for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Since the abilit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flow management is 

essential, we design and implement a flexible XML-based SfMS for managing the serviceflow 

across multiple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Finally, we apply the SfMS to Chang Gung Culture 

and Health Promotion Village as a case study. 

Keywords： Healthcare management, inter-organizational, Serviceflow Management 

System (SfMS), 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XML） 

壹、緒論 

隨著組織的成長，企業內外流程的作業愈來愈繁雜；許多企業紛紛採用

工作流程管理系統（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WfMS）來進行

流程的控制與自動化，以替代原本利用人工來處理及傳遞流程的作業（梁定

澎，2000）。然而，受限於WfMS的設計與建置常過於僵化，無法符合組織流

程管理的彈性需求；只要企業流程一改變，經常需要額外撰寫或修改 WfMS

的系統程式，使得非程式設計背景的人員無論在設計、管理或使用 WfMS 上

均相當不便。此外，傳統的 WfMS 與其它資訊系統間亦大多缺乏相互溝通的

能力，更遑論在異質組織間的訊息交換與溝通。 

Klischewski與Wetzel以德國醫療體系跨組織流程為例，提出服務流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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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Serviceflow Management）的觀念（Klischewski, R., Wetzel, I.，2000，2001，

2004），希望改善傳統 WfMS 的弱點。相較於工作流程管理（Workflow 

Management），服務流程管理強調以系統使用者為導向（Customer-oriented）

設計更富有彈性的系統，以配合健康照護組織流程管理彈性化的需求；同時，

也強調系統跨組織（Cross-organizational）運作的能力，以因應現代醫療體系

E化的發展。 

基於上述背景，本文擬提出一改良式服務流程管理系統（Serviceflow 

Management System；以下簡稱 SfMS）架構，並基於可擴展標示語言（eXtensible 

Markup Language；以下簡稱 XML），在此架構下設計與建置一彈性化 SfMS，

以改善傳統WfMS僵化的弱點及缺乏跨組織運作能力的問題。 

本研究設計與建置之 SfMS運作流程以「長庚養生文化村」之「入住申請

作業流程」為例。限於研究資源，系統跨組織溝通能力以參與單位（成員）間

之作業流程為例展示。 

貳、文獻探討 

一、工作流程管理 

根據工作流程管理制定協會（Workflow Management Coalition；以下簡稱

WfMC）的定義，工作流程（Workflow）為「全部或部分企業流程（Business 

Process）的電腦化或自動化」；工作流程的觀念著重在程序的自動化，其中

文件、資訊、及工作事項等，依照預定之規則，傳遞於參與者（含人、單位組

織、資訊系統）間，以達成企業目標（Hollingsworth, D.，1995）。 

WfMS 是一套能夠定義、管理並執行工作流程的資訊系統。為了提供流

程建構與執行的可行性，WfMC提出一工作流程參考模型（Workflow Reference 

Model），其架構及功能組件請參考（Hollingsworth, D.，1995.）。 

比較 WfMS 與一般傳統資訊系統的不同處：傳統資訊系統著重於特定資

訊流的處理，例如人事管理系統僅對人員的薪資與基本資料等資訊加以管理；

而 WfMS 乃用以支援企業流程的自動化，因此對組織結構間的關係、流程間

的步驟及相關的流程資訊特別重視（梁定澎，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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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流程管理與服務流程管理 

Moore等學者認為，若要提供企業複雜環境一個較具有智慧的流程管理，

WfMS 的彈性是必須被考量的。雖然傳統 WfMS 能以良好的流程結構提供一

套有效的流程執行與管理方式，但也由於系統結構的不彈性而限制了工作上所

必須改變的部分（Moore, J., et al.，2000）。 

Klischewski與Wetzel以德國醫療體系跨組織流程為例，提出服務流程管

理的觀念（Klischewski, R., Wetzel, I.，2000，2001，2004），強調以系統使用

者為導向設計系統，使系統運作更富有彈性，以解決傳統WfMS僵化的問題，

配合健康照護組織流程管理彈性化的需求。但在Klischewski與Wetzel的 SfMS

描述架構中，並未將流程設計者定義流程與表單的工作自流程管理者抽離出

來。 

本研究採用服務流程管理的觀念，但進一步加入彈性化的流程設計能

力：在服務流程管理引擎（Serviceflow Management Engine）之前加上服務流

程設計引擎（Serviceflow Design Engine），並配合親善的視窗化使用者介面，

提供彈性的流程設計能力，以更符合組織流程管理彈性化的需求。 

三、工作流程管理與 XML 

全球資訊網協會（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W3C）於 1998 年公佈

XML1.0 規格書。XML 是屬於一種具有強大擴充能力的標籤語言，允許使用

者自行訂定標籤與文件的結構。由於 XML具有文件自我描述、樹狀結構及異

質系統資料交換三項特質，等於提供一世界通用的標準格式，只需在系統上具

有 XML解析器（Parser），即能解讀 XML資訊（黃俊賢，2002）。透過 XML

資料作為 WfMS 的文件格式，不僅能有效的將異質資料來源，整合進工作流

程中，更能方便的在異質系統之間作資料存取。 

目前應用在各界領域的 WfMS 大都具有支援 XML 資料交換標準的功

能，能透過系統的機制，與其他系統作資料交換。全球有超過一百三十家的

WfMS 的廠商、企業用戶、學術單位等單位加入 WfMC，致力於推展 WfMS

的整合等相關標準，而最主要的技術即採用 XML作為WfMS間的互通介面基

礎（黃俊賢，2002）。 

因應現代醫療體系 E 化的發展，本研究考量 SfMS 須具備系統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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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organizational）運作的能力，SfMS上表單的設計與交換以 XML及相

關物件為標準規格，以使系統具備跨組織運作的基本能力。除此，利用 XML 

Schema的標準規範，文件正確性能被縝密控制；未來也亦於擴充結合加解密、

數位認證、存取權限的技術，讓文件保護更完善。 

四、長庚養生文化村 

長庚醫院成立養生文化村，其中：「養生」的目的，是為了達到健康的生

活；「文化」的強調，是為了豐實生活的內容。故養生文化村（以下簡稱養生

村）的規劃是要提供年長者一個舒適安全的環境、完善的健康照護以及多元化

的養生休閒；在身體活動、心智認知、生產力和生活滿意方面，都能享受健康

樂趣的生活環境。 

有關養生村的資訊系統中，本研究專注於「入住申請作業流程」管理系統

之應用。此流程管理系統的目的在於決定入住的村民人選，其間管理流程會經

過多位不同的流程參與者，系統功能需提供住民申請、多樣篩選及排序的作業。 

參、系統架構與設計 

一、系統架構 

系統主要的設計理念在於：提供使用者能彈性產生各式自動化流程及其

上所需的管理之功能。因此，本研究將流程管理者與流程設計者功能完全分

開：讓流程管理者專注於服務流程的管理，流程設計者則專責於服務流程的設

計；至於其它流程參與者僅需經由簡單介面（如瀏覽器）即可使用自動化流程

的功能。 

本研究提出之SfMS，主要架構分為四層，分別為：資料庫（Database）、

服務流程設計引擎、服務流程管理引擎與流程參與者介面（Participant 

Interface），如圖一所示。 

(一) 資料庫 

又分為流程設計資料庫以及流程管理資料庫。流程設計資料庫中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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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為「服務流程運作資訊」（Servicekflow Operation Data）；流程管理資

料庫中存放的資料為「服務流程管理資訊」（Serviceflow Management 

Data）。「服務流程運作資訊」指的是流程傳遞的路徑與規則以及表單的詳細

內容與存取權限。而「服務流程管理資訊」指的是流程管理者管理流程時

運用與接收的相關資訊，包括目前各流程與表單進行的狀況及流程參與者

傳回的表單資訊。 

 

圖 1 系統架構 

(二) 服務流程設計引擎 

服務流程設計引擎主要提供流程設計者線上設計服務流程的環境。其

架構由四大單元組成，分別負責流程設計、表單內容設計、表單樣式設計

及授權設定等功能，如圖二所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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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服務流程設計引擎架構 

 

圖 3 服務流程管理引擎架構 

1. 流程設計工具（Process Definition Designer）：流程設計者透過流程設計

工具可以新增、修改或刪除流程。新增或修改流程時可以設定流程的基

本資訊以及流程的運作邏輯，例如：流程名稱、流程管理帳號及密碼、

流程順序等。流程設計完畢後，即可將流程資訊存入流程設計資料庫，

並呼叫表單內容設計工具進行下一步流程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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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單內容設計工具（Form Content Editor）：流程設計者透過表單內容設

計工具可以設定上述流程內所有的表單基本資訊，以及表單所包含欄位

及其資料屬性，例如：可以設定流程內的某一張表單名稱為「申請表」，

「申請表」內包含「申請人」及「申請項目」，其資料格式均為「文字」。

流程中所有表單內容均設計完畢後，即可將表單內容資訊存入流程設計

資料庫，並呼叫表單樣式設計工具進行下一步流程設計工作。 

3. 表單樣式設計工具（Form Style Editor）：流程設計者透過表單樣式設計

工具可以XLS設定上述流程內所有表單的預設樣式。流程中所有表單樣

式均設計完畢後，即可將表單樣式資訊存入流程設計資料庫，並呼叫授

權設定工具進行最後一步流程設計工作。 

4. 授權設定工具（Authorization Editor）：流程設計者透過授權設定工具可

以設定存取表單的流程參與者身分，例如：「社工人員」身分可以存取

「申請表」。設定完畢時，即完成整個流程設計工作。 

(三) 服務流程管理引擎 

服務流程管理引擎主要提供流程管理者線上管理服務流程的環境。其

架構由四大單元組成，分別負責流程規劃、流程執行、流程驗證及流程監

測等功能，如圖三所示，說明如下： 

1. 流程規劃工具（Serviceflow Organizer Tool）：流程管理者可以視流程運

作的情形，透過流程規劃工具對流程進行「啟動/中止」的動作。也可以

在流程規劃工具中設定流程參與者的基本資訊，例如：流程參與者的目

標位址，以便 XML封包之傳遞接收。 

2. 流程執行處理器（Serviceflow Runtime Handler）：當流程管理者對一流

程進行「啟動」的動作之後，流程執行處理器就會自動搜尋此流程的啟

始表單，自動填入流程與表單基本資訊，然後製作成 XML 封包傳送給

流程參與者處理。等到接收到流程參予者處理完成的 XML 封包並且驗

證成功時，流程執行處理器再將此封包內的表單資訊存入流程管理資料

庫。然後，流程執行處理器會再根據執行的邏輯啟動下一個應運作的表

單，依前述步驟完成表單傳送、接收及存取資料庫的動作。 

3. 流程驗證處理器（Serviceflow Verifying Handler）：當服務流程管理引擎

接收到一 XML 封包時，會先透過流程驗證處理器進行表單驗證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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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若驗證不符合，則回傳一錯誤訊息告知此表單負責人重新確認；若

驗證成功，則將此 XML 封包交由流程執行處理器進行其它流程管理工

作。 

4. 流程監測處理器（Serviceflow Monitoring Handler）：流程監測處理器會

隨時監控流程進行的狀態。當流程發生例外情況時，流程監測處理器立

即對流程管理者發出警示。 

(四) 流程參與者介面 

由於整個流程的基礎在於 XML文件的傳遞，故此流程參與者介面僅需

一能剖析 XML文件之瀏覽器，例如：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X。 

二、系統設計 

為了使 SfMS 在開發後能具備擴充性與維護性，系統的開發以 ASP.NET

為主，搭配後端 SQL Server。並以 XML、XSL及相關物件作為系統交換資料

的標準規格，以便於引擎元件之間的溝通。 

設計系統功能描述如下： 

(一) 帳號申請功能 

帳號申請功能使用者可透過系統向系統管理者，申請一組自己的帳號

與密碼，作為登入系統與權限管理依據。 

(二) 權限管理功能 

系統管理者可透過系統管理使用者權限。 

(三) 流程設計功能 

流程設計者可以於系統內新增、修改或刪除服務流程。 

(四) 表單設計功能 

流程設計者可以對流程中的表單內容、樣式及存取權限進行設計或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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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流程管理功能 

流程管理者可以對流程進行啟動、中止或流程參與者資訊的設定。 

(六) 流程驗證功能 

流程管理者可以設計表單編寫規則並據以檢查流程參與者傳回之表

單。 

(七) 流程監測功能 

系統以圖形方式提示流程管理者目前流程的狀態。 

(八) 逾期警示功能 

系統可依照流程管理者的設定將流程中逾期的表單提報。 

(九) 流程查詢功能 

流程管理者可對流程中所有的表單進行查閱、統計分析及列印。 

(十) 表單傳回功能 

流程參與者完成個別表單之編寫可傳回給系統。 

肆、應用實例 

一、作業及流程合理化 

(一) 入住申請流程 

養生村的規劃目的在提供一個使年長者在身體活動、心智認知、生產

力和生活滿意方面，都能享受健康樂趣的生活環境。當有年長者申請入住

時，養生村相關人員即對此申請入住者展開一連串的評估與調查，其參予

角色及負責工作內容如表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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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養生村「入住申請作業流程」參予角色說明 

角色名稱 負責工作內容 

社工人員 
負責填寫「參觀意見表」、「入住申請表」、「專長調查表」、「日常

生活自我照顧評量表」，並於「新住民通知單」出爐時協助新住民

入住事宜 

護理人員 負責填寫「健康檢查表」及「心智評估表」 

審核人員 負責填寫「入住審核表」 

 

入住申請作業流程如圖四所示，並簡述如下：當有參訪者至養生村參觀

時，社工人員將對參訪者進行心得訪談並填寫「參觀意見表」，以供日後養

生村根據「參觀意見表」對參訪者進行追蹤。當有年長者正式提出入住要

求時，養生村的社工人員需根據申請者的基本資料填寫「入住申請表」。接

著，社工人員以及護理人員須對此申請者進行一連串的評估與調查，並根

據調查結果填寫「專長調查表」（社工人員）、「健康檢查表」（護理人員）、

「心智功能評估表」（護理人員）、「日常生活自我照顧評量表」（社工人員）

等。當上述表單全部填寫完成後，審核人員即根據前述所有表單資料對此

申請者進行資料審核的動作，若審核成功則發出「新住民通知單」通知社

工人員安排入住事宜。 

(二) 流程設計者合理化入住申請流程 

在 SfMS 上進行流程設計前，流程設計者需先針對接案流程進行合理

化分析。例如：在整個申請入住流程中，若「健康檢查表」、「心智功能評

估表」、「日常生活自我照顧評量表」的評估結果未達標準時，申請者即無

法入住養生村；也就是說，整個入住申請流程即宣告結束。因此流程合理

化後，申請入住流程應如圖五所示。 

二、系統運作流程 

(一) 流程設計工具 

如圖六所示，當流程設計者「登入」服務流程設計引擎時，即可看到

所有設計完畢的「服務流程清單」；當流程設計者新增或選擇「新增服務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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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時，首先會驅動流程設計工具以設定流程之基本資訊與運作邏輯，例

如：「養生村入住申請流程」；當設定完成後，流程設計工具便把此服務流

程基本資訊存入流程設計資料庫中，然後呼叫表單內容設計工具以進行下

一步流程設計工作。 

 

圖 4 養生村申請入住流程 



中山管理評論 

 ～131～

 

 

圖 5 流程設計者合理化入住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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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服務流程設計引擎中的流程設計工具 

(二) 表單內容設計工具 

如圖七所示，表單內容設計工具啟動後，流程設計者可以按照流程邏

輯順序依序設定流程內所有的表單基本資訊，以及表單所包含的欄位及其

資料屬性，例如：「入住申請表」或「健康檢查表」；當流程設計者將流程

中所有表單內容設定完畢後，表單內容設計工具便將表單資訊存入流程設

計資料庫，然後呼叫表單樣式設計工具以進行下一步流程設計工作。 

(三) 表單樣式設計工具 

如圖八所示，當表單內容設計完成後，系統即呼叫表單樣式設計工具

以供流程設計者設定流程內所有表單在參予者瀏覽器中的預設樣式，例

如：表單開頭文字、表單擺放位置、表單顏色、表單內欄位名稱、表單內

欄位資料類型、表單內欄位資料來源、表單內欄位擺放位置、表單內欄位

顏色、表單內欄位預設值、表單內欄位顯示方式等；當設定完畢，表單樣

式設計工具便將表單預設樣式存入流程設計資料庫，然後呼叫授權設定工

具以進行最後一步流程設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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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服務流程設計引擎中的表單內容設計工具 

 

圖 8 服務流程設計引擎中的表單樣式設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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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權限設定工具 

如圖九所示，當流程設計者完成前述設計工作時，最後可透過授權設

定工具來替之前所設計的表單訂立存取權限，例如：「社工人員」身分可以

存取「入住申請表」，「護理人員」身分可以存取「健康檢查表」；當設定完

畢，整個服務流程設計工作即告一段落。 

 

圖 9 服務流程設計引擎中的權限設定工具 

(五) 流程規劃工具 

當服務流程已於服務流程設計引擎全數設計完畢時，流程管理者便可

於服務流程管理引擎管理此一流程。如圖十所示，首先，流程管理者在服

務流程清單中選擇欲進行管理之服務流程，經由系統審核管理者身分無誤

後，便可進入此一流程管理頁面進行管理的動作。在流程規劃工具中，流

程管理者可以設定流程參予者的基本資訊，例如：「社工人員」的「目標位

址」，以便之後傳遞 XML 表單封包的動作；管理者也可以視流程運作的情

形，於流程規劃工具中對流程進行「啟動/中止」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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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服務流程管理引擎中的流程規劃工具 

(六) 流程執行處理器 

如圖十一所示，當流程管理者對流程進行「啟動」時，流程便開始執

行。首先，流程執行處理器從資料庫中找出此流程的啟始表單，並自動計

算、填入流程與表單基本資訊，例如：流程編號、表單填寫日期、表單填

寫人等；接著，流程執行處理器會將這些表單與其上的基本資訊轉譯成XML

的格式，並製作成 XML DOM樹，建立一個 XML HTTP物件，以傳送此

XML封包給流程參與者處理；若流程執行處理器接收到流程參予者處理完

成的 XML封包，會將此封包交由流程驗證處理器進行驗證，成功則將此封

包製作成 XML DOM樹以便對其資料內容進行存取，例如：將「社工人員」

傳回「入住申請表」上的資訊存入流程管理資料庫。然後，流程執行處理

器會再根據流程執行的邏輯啟動下一個應運作的表單，依前述步驟計算、

填入、轉譯、傳送、驗證及存取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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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服務流程管理引擎中的流程執行處理器 

(七) 流程驗證處理器 

如圖十二所示，流程管理者可於流程驗證處理器中編輯 XML Schema

以建立流程驗證機制，如此不但可以防止有人惡意破壞流程，更可以避免

流程中參雜不必要或管理者不需要的資訊。當服務流程管理引擎接收到一

XML封包時，會先透過流程驗證處理器進行表單驗證的動作；若驗證不符

合，則回傳一錯誤訊息告知此表單負責人重新確認；若驗證成功，則將此

XML封包交由流程執行處理器進行其它流程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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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流程監測處理器 

如圖十三所示，流程管理者可以透過流程監測處理器隨時監控流程進

行的狀態，以防止流程停滯或其他例外情況，例如：「入住審核表」逾期未

傳回。當流程發生不正常的情況時，流程監測處理器會透過管理畫面及寄

發 E-Mail的方式，立即對流程管理者提出警示，讓管理者能完全掌握流程

狀態。 

 

圖 12 服務流程管理引擎中的流程驗證處理器 

 

圖 13 服務流程管理引擎中的流程監測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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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研究結論 

本文所提出之改良式 SfMS架構： 

(一) 將流程管理者與流程設計者在流程管理中各自業管的功能分開；讓流

程管理者專注於服務流程的管理，流程設計者則負責服務流程的設

計。除能達成管理上專業分工的效益，並能改善傳統工作流程管理系

統缺乏彈性的問題，使資訊科技配合管理需求，而非管理績效受限於

資訊技術。 

(二) 在系統介面上，本 SfMS 設計視窗化介面與符合人性的操作方式，可

減少人員訓練成本及引進資訊科技的挫折。即使非程式設計背景的人

員亦能擔任流程表單設計者，而流程管理者無須再費心設計流程及表

單，流程參與者僅需使用瀏覽器上網即可完成流程中所負責工作事項。 

(三) 在擴充性方面，本 SfMS以 XML作為交換資料的基礎，因此各單位（成

員）間可以標準規格傳遞與分享相關資訊與文件，達成跨組織的功能，

符合現代虛擬企業的發展趨勢。除此，利用 XML Schema的標準規範，

文件正確性能被縝密控制；未來也易於擴充結合加解密、數位認證、

存取權限的技術，讓文件保護更完善。 

二、未來研究方向 

(一) 本研究主要設計理念是將流程管理者與流程設計者功能完全分開；讓

流程管理者專注於服務流程的管理，流程設計者則負責服務流程的設

計。但流程管理功能的歸屬，在流程設計者與流程管理者之間如何分

工專責，可再進一步詳細探討，以使企業流程運作有效率、合理化。 

(二) 流程及表單樣板的擷取：由於企業組織的日常流程多且繁雜，因此對

企業來說如何有效快速地設計出流程與表單就相形重要。若能從過去

的流程與表單例中，擷取出流程與表單的樣板，並有效的套用在適合

的流程設計上，能更有效的提升系統運作。 

(三) 自動流程最佳化：通常企業是以直觀的方式來設計流程，並未替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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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執行的效能進行分析。因此，若系統能在設計流程的過程中提供

最佳化的功能，就能使系統運用在企業流程管理上更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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