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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整個醫療體系內，醫師為主要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之一，以教學醫院而

言，醫師的任務更為多元，其績效的衡量需包含服務、教學與研究。本研究分

析台灣北部某教學醫學中心於1996年1月至1998年12月期間，包括內外科共126

位主治醫師之產出及個人資料，分析方法除從橫斷及縱貫資料來探討影響主治

醫師生產力的因素外，並發展主治醫師綜合生產力指標，以形成預測模式作為

醫務管理決策者提高醫師生產力的參考依據。而研究結果發現： 

1.主治醫師生產力顯著與個人背景特性有關，如年齡、主治醫師年資、畢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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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現在行政職務。 

2.在職進修程度及參與研究計畫與獲取研究經費對主治醫師之研究產出與綜

合生產力有正面助益。 

3.本研究所發展出之主治醫師生產力預測模型為適用於外科醫師之不偏估計

模組。 

關鍵字：人力資源管理、生產力、教學醫院 

Abstract 

Physicians play as one of the ke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entire health care system. 

Especially in teaching hospitals, the tasks of an attending physician are far more diversified and 

demanded than those in non-teaching hospitals. The performance of an attending physician in 

teaching hospitals is usually defined by three parts such as service, teaching, and research. 

However, it is still not clear and under developed on how to construct a persuasive indicator by 

combining these three parts so as to evaluate the work performance of an attending physician. 

This study has collected data from 126 attending physicians in a tertiary medical center during 

1996-1998. The variables covered various performance measures of clinical services, teaching 

loads, and publications. The present study has demonstrated that a quantitative combined 

indicator can reflect the performance of an attending physician both with cross-sectional 

methods and with longitudinal analyses in teaching hospitals. The predictive models for 

physician’s performance were also valuable for decision makers in health care settings. 

Significant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lso summarized as follows. 

1.Physicians’ produ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baseline information such as 

age, seniority of an attending physician, undergraduate studies, and current p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in the host hospital. 

2.On-job trainings and research grants were factors which positively improved the subsequent 

productivity of an attending physician. 

3.The quantitative model constructed for productivity of surgeon in teaching hospitals was less 

biased to true measures than that of physicians in internal medicine. 

Keyword: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Productivity, Teaching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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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醫療體系內，醫師為主要的醫療服務提供者之一，由於其工作性質的

專業性與複雜性，使得醫師在醫療工作團隊中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醫師個別

執業行為許多相關因素也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整體醫療服務的效率與品

質。透過對醫師醫療行為之相關因素的研究，可進一步瞭解其與醫療產出的影

響性，亦即從供給面來探討醫療服務體系，利用控制或改善供給面的因素，來

提升整體的醫療服務水準，以創造更完善的醫療環境與體系。基於此，本研究

選擇教學醫院之主治醫師為研究對象，蒐集其服務、研究與教學的產出資料，

除討論影響各項產出的因素外，亦試圖建立醫師之綜合生產力指標，並形成醫

師生產力之預測模式，以作為醫務管理決策者提高醫師生產力的參考依據。 

貳、文獻探討 

一、醫師生產力的衡量 

生產力（Productivity）代表的是一個系統中，產出與投入的關係；關於

醫師生產力的定義，各派學者皆有不同的定義，尤其是投入與產出的變項更是

難以加以衡量。早期先提出提升醫師生產力的概念（Rashi, 1967），其後有大

型研究以問卷調查美國2000家開業醫師，建立衡量醫師生產力之實證研究方法

（Reinhardt, 1972），因此後續研究多以此模型為出發點。有學者則認為可以「醫

師服務產出」除以「醫師個人投入時間」表示之（Hadley, 1974）。原則上，醫

師的醫療服務產出應以病人的健康照護增進情形為標準。但以實際情形而言，

病人的健康情況尚牽涉到許多內在與外在複雜的因素而衡量不易，因此許多關

於醫師生產力的研究皆以設置一中介變項來替代直接測量，例如醫師所服務的

病人數量（Reinhardt, 1972；Hurdle and Pope, 1989）即是一項常用的指標，相

關研究有以醫師一個診次半天所看診的病患數為醫師生產力的變項（Kearl & 

Mainous, 1993）。亦有研究指出，醫師投入時間與產出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

曾受過良好而完整訓練的醫師，在適當的執業地點並雇用適量的輔助人員時，

可以達到最大的產出（Reinhardt, 1972），而醫師的服務產出最具代表性的是服

務人數和醫師工作收入（Hurdle and Pope, 1989），醫師生產力則與病人的醫療

使用率有關（Song1993）；綜言之，如以任務為基礎的管理方法衡量醫師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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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則有五個已發展的指標，包括以資源為基礎的醫師服務相對價值表

（RVUs）、照護病患的總批價費用、論量計酬的總淨收益、每一個CPT編碼的

總服務量（即收費與不收費的病患人次）與每一位醫師的病患數，前述五的指

標可以比較醫師或機構的生產力（D’Alessandri, Albertsen, Atkinson, Dickler, 

Jones, Kirch et al., 2000），但是文獻中未提及以主治醫師教學或研究的表現作

為生產力衡量的指標。 

二、影響醫師生產力的因素 

國外的研究指出影響醫師生產力的因素有：1.醫療輔助人員工作投入的多

寡。2.醫療科技的投入。3.醫師個人特質，例如：性別、年齡。4.服務區域的

特性，例如人口學的特性。5.執業型態別。6.醫師工作投入的時數。7.醫師診

療費的收入（Reinhardt, 1972）。 

由國內進行之研究，可發現影響醫師生產力之因素非常複雜，有組織因

素、醫師基本背景因素、其他行政、研究的投入等（郭幸萍, 1996；陳文琴, 

1997），大致上以外科及牙科醫師生產力較低，年齡與年資則與生產力呈現正

相關的趨勢，另外，教職職級、專業訓練背景與行政工作對生產力亦有顯著的

影響。此外，性格特質亦是一項影響因素，如內外控取向的人格特質對醫師的

工作績效表現有顯著影響，愈有內控傾向的醫師其工作表現愈好、績效愈高（陳

文琴, 1997）。 

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教學醫院特定科別之主治醫師產出分佈情形。 

（二）探討影響主治醫師生產力的相關因素。 

（三）建立主治醫師綜合生產力指標與生產力預測模式。 

 

參、研究材料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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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研究材料 

本研究選取台灣北部某 6000 床教學醫學中心為個案醫院，以心臟內科、

胸腔內科、神經內科、神經外科、泌尿外科、骨科之所有主治醫師共 126位為

研究對象。上述科別中內科系與外科系各半，且均為院內規模較大之科別，亦

即科內主治醫師人數均為 10人以上者。各研究變項如下： 

(一) 各科別主治醫師之醫療產出變項資料，包含 

1.服務：門診總人次/月、住院總床日/季、開刀總人次/月 

2.研究：論文發表總篇數、論文發表之國科會綜合點數 

3.教學：見習臨床教學總時數/週、課堂授課教學總時數/週 

4.本研究所建立之綜合生產力指標 

(二) 主治醫師個人基本資料（如：研究進行時之年齡、研究進行時之年資、

性別、畢業醫學院、實習醫師所在醫院、住院醫師所在醫院、專科醫師執

照及在職進修程度）、工作特性資料（如：教職職級、行政工作、參與委

員會數、參與研究計劃件數與經費）。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為縱貫性之重覆觀察研究設計，每一產出觀察值依其特性之不同，

分別以每週、月、季為計算單位，而自變項之觀察為回溯性之檔案資料，只有

性格特質為橫斷式之調查方式取得。 

三、分析方法 

各變項除資料描述外，並依照本研究之自變項與依變項定義，進行多變項

分析，再以迴歸分析建立生產力指標，並以適合度卡方檢定（Goodness-of-fit 

χ2-test）檢定預測產出與實際產出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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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果 

ㄧ、樣本主治醫師基本資料描述 

(一) 基本特質 

全體樣本 126位主治醫師占個案醫院全體主治醫師的 20.72％，包括內科

醫師 75人（59.5％），外科醫師 51人（40.5％）。其中內科醫師包括心臟內科

25人（19.84％），胸腔內科 22人（17.46％），神經內科 28人（22.22％）。外

科醫師包括神經外科 16 人（12.69％），泌尿外科 13 人（10.32％），骨科 22

人（17.46％）（表 1）。 

主治醫師年資為自升任主治醫師之年始算至本研究期間之工作年資，在本

研究樣本主治醫師中，年資最長者為 26 年，最短者為 1 年，平均年資為 7.2

年，標準差為 6.05；男性有 122人（96.8％），女性僅有 4人（3.2％）。且樣本

中女性主治醫師均為內科醫師，包括心臟內科 1人、神經內科 3人（表 1）。 

(二) 主治醫師專業背景 

本研究樣本醫師中，以畢業於台北醫學院者最多有 38人（30.2％），畢業

於長庚醫學院者最少僅有 3人（2.4％）。擔任實習醫師時所在之醫院包括多家

公私立醫院，依醫院評鑑等級分為三類如下，包括醫學中心級 96人，準醫學

中心級有 16人，而區域醫院級有 6人為最少。住院醫師訓練時所在之醫院，

依醫院評鑑等級分為三類如下，包括醫學中心級有 115 人為最多（91.3％），

準醫學中心級有 2人（1.6％），而區域醫院級有 1人為最少（0.8％），另外其

他類醫院有 8人（6.3％，包括國外醫院等）（表 2）。 

已取得專科醫師執照者有100人（79.4％），無專科醫師執照者有26人（20.6

％），後者均為年資 1~2年的備任級主治醫師。曾至國外在職進修一年以上者

有 33人（26.2％），一年以下者有 25人（19.8％），不曾至國外在職進修者有

68人（54％）為最多（表 2）。 

二、樣本主治醫師工作指標特性 

本研究依教育部所頒訂之教職職級，樣本主治醫師中，具有教授資格者有

6人（4.8％），具有副教授資格者有 25人（19.8％），具有助理教授資格者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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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0.8％），具有講師資格者有 20 人（15.9％），其中以無教職職級者有 74

人（58.7％）為最多。其中擔任該專科別主任或院長、校長等行政工作者有 18

人（14.3％），其他未擁有此類職稱者共有 108 人（85.7%）。樣本醫院內有委

員會共 19 個，本研究樣本主治醫師中，有參與委員會者 48 人（38.1％），沒

有參與任何委員會者最多有 78人（61.9％）（表 1）。 

統計本研究樣本主治醫師中，於研究期間內參與研究計畫之總件數（包括

國科會計畫、國家衛生研究院計畫、樣本醫院院內計畫等），其中有參與者有

61人（48.4％），沒有參與任何計畫者有 65人（51.6％）佔多數。於上述參與

之研究計畫中，獲得之研究補助總經費，依金額大小分為共獲得 100 萬元以上

者有 28人（22.2％），獲得 100 萬元以下者有 32人（25.4％），而以無研究經

費者最多有 66人（52.4％）（表 1）。 

(一) 醫療產出分析 

1.服務 

(1)門診總人次/月 

以主治醫師三年平均每月門診總人次計算，平均是 406人次，標準差

為 226，最高者為 907人次，最低者為 19人次（表 3、表 4）。 

(2)住院總床日/季 

以主治醫師三年平均每季住院總床日計算，平均是 675 日，標準差為

379.73，最高者為 1850 日，最低者為 2 日（表 3、表 4）。 

(3)開刀總人次/月 

以主治醫師三年平均每月親自開刀總人次計算，平均是 18 人次，標

準差為 8.37，最高者為 40人次，最低者為 0.42人次（表 3、表 4）。 

2.教學產出 

(1)見習臨床教學總時數/週 

以主治醫師三年平均每週帶領見習學生之臨床教學總時數計算，平均

是 8.3 小時，標準差為 12.06，最高者為 40 小時，最低者為 0 小時（表 3、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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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課堂授課教學總時數/週 

以主治醫師三年平均每週於大學課堂授課之教學總時數計算，平均是

2.6 小時，標準差為 4.66。最高者為 27.6 小時，最低者為 0 小時（表 3、

表 5）。 

3.研究產出 

(1)論文發表總篇數 

取得本研究樣本主治醫師於研究期間的研究發表資料，以三年內於國

內外學術期刊所發表的論文總篇數計算，平均是 8.5 篇，標準差為 9.01，

最高者為 54 篇，最低者為 0 篇（表 3、表 4）。 

(2)論文發表總點數 

將上述於三年內所發表的所有論文，依現行國科會綜合點數計算方法

計算論文發表總點數，最高者為 402 點，平均是 92.1 點，標準差為 95.56，

最低者為 0 點（表 3、表 5）。 

三、樣本主治醫師綜合生產力的影響因素分析 

針對綜合生產力之概念，本研究進行線性迴歸分析，分別建立主治醫師產

出之綜合生產亦指標及其影響因素之分析。本研究以門診人次：住院床日：開

刀人次＝1：3：16之權數（郭幸萍, 1996），轉換主治醫師醫療服務產出，並

以門診人次為單位加總這三項產出使之成為醫療服務產出總值。另外參考樣本

醫院目前的教學時數規定辦法，以課堂授課時數：臨床教學時數＝1：3 之權

數，轉換主治醫師教學產出，並以課堂授課時數為單位加總這兩項產出使之成

為教學產出總值。而因國科會綜合點數是將論文篇數以期刊排名之權重加總，

因此以論文發表總點數來代表主治醫師研究產出總值，國科會論文發表總點數

計算公式如下： 

RPI= f (P * R * A)   P：論文性質；R：雜誌地位；A：作者排序 

將所有醫師產出作線性迴歸分析，以尋求生產力各指標間之轉換係數與模

組，將服務產出總值作為轉換基礎（結果變項），其他教學產出總值、研究產

出總值分別換算為服務產出單位，得到相關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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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服務產出總值＝955.06+8.37*教學產出總值+ε, ε〜(0,σ2)〈式 1〉（P<0.0001） 

2.服務產出總值＝893.09+2.04*研究產出總值+ε, ε〜(0,σ2)〈式 2〉（P<0.0001） 

因此得到主治醫師之綜合生產力組合模式如下： 

3.綜合生產力＝服務產出總值+8.37*教學產出總值+2.04*研究產出總值+ε, 

ε〜(0,σ2)      〈式 3〉 

而在全體樣本主治醫師中，其綜合生產力指標點數之平均值為 1418.55

點，標準差為 696.83，最大值為 3265.5 點，最小值為 235.6 點。以綜合生產力

來探討主治醫師之生產力，發現「科別」、「年資」、「年齡」、「畢業醫學院」、「實

習醫師所在醫院」、「專科醫師執照」、「在職進修程度」、「教職職級」、「擔任行

政」、「參與研究計畫件數」、「參與研究計畫經費」等因素達到顯著差異水準(表

6)，建立綜合生產力之複迴歸模型如下： 

綜合生產力=β1*年齡+β2*畢業醫學院+β3*實習醫師所在醫院+β4*專科醫師執

照+β5*在職進修程度+β6*教職職級+β7*擔任行政+β8*參與研究計畫經費+ε, 

ε〜(0,σ2)       〈式 4〉 

在此迴歸模式中，整個模式達到顯著水準（adj R2=0.55,P<0.0001），而「畢

業醫學院」、「專科醫師執照」、「參與研究計畫經費」等因素達到顯著的差異。

在「畢業醫學院」因素中，以「台大醫學院畢業」者的綜合生產力指標點數

1908.36為最高，相較於「中國醫藥學院畢業」者高出 600.57 點。在「專科醫

師執照」因素中，以「有專科醫師執照」者的綜合生產力指標點數 1619.74 點

為較高，較「無專科醫師執照」者高 520.42 點。在「參與研究計畫經費」因

素中，則以「經費 100 萬元以上」者的綜合生產力指標點數 2000.77 點為最高，

相較於「無經費」者高 531.73 點，其差異皆達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可見獲得

研究經費愈多者其綜合生產力指標之點數也愈高。 

四、樣本主治醫師生產力預測模式 

(一) 主治醫師生產力預測模式之建立 

以綜合生產力之複迴歸模型，建立主治醫師之生產力預測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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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i）: 

內科系醫師綜合生產力＝β1*科別+β2*年資+β3*畢業醫學院+β4*實習醫師所在

醫院+β5*專科醫師執照+β6*在職進修程度+β7*教職職級+β8*擔任行政+β9*參與

研究計畫經費+ε, ε〜(0,σ2)            〈式 5〉（表 7） 

此迴歸模式中，模式達到顯著水準（adj R2=0.56,P<0.0001）。以此迴歸模

式為基準，可得出個別主治醫師綜合生產力之預測值，其與主治醫師綜合生產

力之原始資料值的相關係數為 0.84，而兩數值之分佈情形如圖 1。將兩數值資

料作殘差值適合度檢定，其卡方值為 19.99，達統計上之顯著差異水準，因此，

此預測值數值模式與實際值之數值分佈型態有顯著差異。 

Model （ii）: 

外科系醫師綜合生產力＝β1*科別+β2*年資+β3*畢業醫學院+β4*實習醫師所在

醫院+β5*專科醫師執照+β6*在職進修程度+β7*教職職級+β8*擔任行政+β9*參與

研究計畫經費+ε, ε〜(0,σ2)              〈式 6〉（表

8） 

此迴歸模式中，模式達到顯著水準（adj R2=0.68,P<0.0001）。以此迴歸模

式為基準之個別主治醫師綜合生產力之預測值，與其綜合生產力之原始資料值

的相關係數為 0.92，而兩數值之分佈情形如圖 2。將兩數值資料作殘差值適合

度檢定，其卡方值為 2.18，未達統計上之顯著差異水準，故此預測值數值模式

符合實際值之數值分佈型態，顯示本研究模型較適合用來解釋外科醫師之綜合

生產力。 

表 1 樣本主治醫師人口學特性及研究行政現狀描述 

項目  人數(N=126) （％） 

基本人口學背景   

年資    

 >=20 9 7.10% 

 10~20 24 19% 

 <10 93 73.80% 

年齡    

 >=50 10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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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人數(N=126) （％） 

 40~50 34 27.00% 

 <40 82 65.10% 

性別    

 男 122 96.80% 

 女 4 3.20% 

研究與行政 

教職職級    

 教授 
6 4.80% 

 副教授 25 19.80% 

 助理教授 1 0.80% 

 講師 20 15.90% 

 無 74 58.70% 

擔任行政    

 有 18 14.30% 

 無 108 85.70% 

參與委員會   

 2個以上 13 10.30% 

 1個 35 27.80% 

 無 78 61.90% 

參與研究計畫經費   

 100 萬以上 28 22.20% 

 100 萬以下 32 25.40% 

  無 66 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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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治醫師專業訓練背景 

專業訓練背景 
項目  人數(N=126)（％） 

畢業醫學院   

 台大醫學院 18 14.30% 

 北醫醫學院 38 30.20% 

 高醫醫學院 21 16.70% 

 中國醫學院 29 23.00% 

 中山醫學院 16 12.70% 

 長庚醫學院 3 2.40% 

實習醫師所在醫院   

醫學中心 台大醫院 20 15.88%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10 7.93% 

 長庚醫院 57 45.23% 

 其他 9 7.14% 

準醫學中心 (馬偕醫院 n=13，國泰醫院 n=1，省桃 n=1，彰基 n=1） 16 12.69% 

    

區域醫院 （北醫 n=2，中山 n=1，仁愛 n=3） 6 4.76% 

 其他 8 6.30% 

住院醫師所在醫院   

醫學中心 （台大=7，長庚=106，成大 n=1，三總 n=1） 115 91.30% 

準醫學中心 （馬偕 n=2） 2 1.60% 

區域醫院 （北醫 n=1） 1 0.80% 

 其他 8 6.30% 

專科醫師執照    

 有 100 79.40% 

 無 26 20.60% 

在職進修程度    

 一年以上 33 26.20% 

 一年以下 25 19.80% 

 無 68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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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治醫師產出描述 

  平均值 標準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服務 門診總人次/月(n=126) 406 225.8 907 19 

 住院總床日/季(n=126) 675 379.7 1851 2 

 開刀總人次/月(n=51) 18 8.4 40 0.4 

教學 見習臨床教學總時數/週(n=126) 8.3 12.1 40 0 

 課堂授課教學總時數/週(n=126) 2.6 4.7 27.6 0 

研究 論文發表總篇數(n=126) 8.5 9.01 54 0 

 論文發表總點數(n=126) 92.1 95.6 402 0 

表 4 科別與各項產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5 教職職級別與各項產出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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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綜合生產力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變項 綜合生產力 

  平均值 標準差 F值 P值 

科別 心臟內科 1379.55 789.92 0.29 0.92 

 胸腔內科 1566.65 717.59   

 神經內科 1359.90 612.27   

 神經外科 1354.14 592.91   

 泌尿外科 1370.80 609.89   

 骨科 1468.13 825.73   

年資 >=20 1971.13 807.27 18.53 <0.0001

 10~20 1991.38 716.88   

 <10 1216.90 563.70   

年齡 >=50 1970.68 761.11 23.40 <0.0001

 40~50 1901.70 646.05   

 <40 1146.84 550.07   

性別 男 1409.01 683.02 0.91 0.66 

 女 1797.00 1277.73   

畢業醫學院 台大醫學院 1908.36 697.56 3.00 0.01 

 北醫醫學院 1350.98 746.38   

 高醫醫學院 1502.25 739.91   

 中國醫學院 1361.60 520.84   

 中山醫學院 1268.96 600.01   

 長庚醫學院 420.62 225.29   

實習醫師 台大醫院 1885.37 614.79 3.62 0.002 

所在醫院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1361.67 343.47   

 長庚醫院 1274.08 626.53   

 醫學中心級其他醫院 1930.72 1020.37   

 準醫學中心 1133.58 697.18   

 區域醫院 1672.53 811.91   

 其他 1252.44 560.44   

住院醫師 醫學中心 1403.98 694.45 1.71 0.17 

所在醫院 準醫學中心 1801.63 630.23   

 區域醫院 2861.77 -   

 其他) 1344.50 639.87   

專科醫師執照 有 1619.74 619.43 58.07 <0.0001

 無 637.95 339.18   

在職進修程度 一年以上 1460.34 632.77 5.71 0.004 

 一年以下 1787.77 641.35   

 無 1259.07 698.68   

教職職級 教授 2294.97 805.83 14.03 <0.0001



中山管理評論 

 ～23～

變項 綜合生產力 

 副教授 1963.74 670.56   

 助理教授 1956.59 -   

 講師 1558.45 412.88   

 無 1113.21 571.78   

擔任行政 有 2173.19 675.07 28.41 <0.0001 

 無 1296.37 621.84   

參與委員會數 2個以上 1489.13 624.34 0.23 0.79 

 1個 1465.34 600.26   

 無 1385.11 753.05   

參與 4件以上 2125.28 632.77 27.66 <0.0001 

研究計畫件數 1~3件 1705.34 639.18   

 無 1052.96 520.26   

參與 100萬以上 2000.77 593.68 30.02 <0.0001 

研究計畫經費 100萬以下 1658.96 653.38   

 無 1046.92 518.28   

 

表 7 Model （i）: 

綜合生產力＝β1*科別+β2*年齡+β3*畢業醫學院+β4*實習醫師所在醫院+β5*專

科醫師執照+β6*在職進修程度+β7*教職職級+β8*擔任行政+β9*參與研究計畫

經費+ε, ε〜(0,σ2)       〈式 5〉 

變項 β值 
科別   

 心臟內科 - 
 胸腔內科 502.85 
 神經內科 85.12 
年資   

 >=20 316.12 
 10~20 269.06 
 <10 - 

畢業醫學院   
 台大醫學院 169.32 
 北醫醫學院 20.50 
 高醫醫學院 31.82 
 中國醫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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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β值 
 中山醫學院 -21.90 
 長庚醫學院 -145.07 

實習醫師所在醫院   
 台大醫院 103.55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139.85 
 長庚醫院 19.30 
 醫學中心級其他醫院 642.03 
 準醫學中心 - 
 區域醫院 -81.64 
 其他 -351.20 

專科醫師執照   
 有 911.60 
 無 - 

在職進修程度   
 一年以上 246.22 
 一年以下 1.82 
 無 - 

教職職級   
 教授 655.30 
 副教授 247.17 
 講師 118.79 
 無 - 

擔任行政   
 有 58.58 
 無 - 

參與研究計畫經費   
 100 萬以上 204.98 
 100 萬以下 205.51 
 無 - 

表 8 Model （ii）: 

綜合生產力＝β1*科別+β2*年齡+β3*畢業醫學院+β4*實習醫師所在醫院+β5*專

科醫師執照+β6*在職進修程度+β7*教職職級+β8*擔任行政+β9*參與研究計畫

經費+ε, ε〜(0,σ2)       〈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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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β值 
科別   

 神經外科 - 
 泌尿外科 331.60 
 骨科 376.09 
年資   

 >=20 70.40 
 10~20 829.65 
 <10 - 

畢業醫學院   
 台大醫學院 1255.98 
 北醫醫學院 439.99 
 高醫醫學院 1008.67 
 中國醫學院 - 
 中山醫學院 118.99 
 長庚醫學院 -1417.19 

實習醫師所在醫院   
 台大醫院 993.63 
 高雄醫學院附設醫院 1431.13 
 長庚醫院 468.28 
 醫學中心級其他醫院 348.83 
 準醫學中心 - 
 區域醫院 626.06 
 其他 -19.36 

專科醫師執照   
 有 130.59 
 無 - 

在職進修程度   
 一年以上 215.29 
 一年以下 790.80 
 無 - 

教職職級   
 教授 1508.88 
 副教授 1309.95 
 助理教授 349.04 
 講師 140.09 
 無 - 

擔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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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 β值 
 有 505.35 
 無 - 

參與研究計畫經費   
 100 萬以上 806.52 
 100 萬以下 179.96 
 無 - 

註：〝-〞表參考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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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綜合生產力預測模式（i）:內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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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綜合生產力預測模式（ii）:外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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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 

本研究結果發現：1.主治醫師之個人基本特性會影響其各項產出水準，2.

主治醫師之工作特性會影響其各項產出水準，3.建構之預測模型適合用來解釋

外科系醫師之生產力，分別討論於后。 

一、影響主治醫師生產力之因素 

(一) 科別 

「科別」的因素對於各項主治醫師產出而言，均有極明顯的差異情形，因

為各科的工作特性不同，疾病嚴重程度也不同，因此在門診、住院、開刀、教

學等各方面的產出情形也不甚相同。以內科系疾病特性而言，由於病人多屬慢

性病患者，且複診頻率極高，因此其門診人次易有較高之傾向。而以外科系疾

病特性而論，由於外科病人多屬緊急重症之病患，因此其住院床日與其他樣本

科別相較亦有較高之現象。但以綜合生產力指標而言，經統計檢定的結果科別

間並無顯著差異，係因本研究所計算之綜合生產力指標為醫療服務、教學、研

究三項產出之加權加總，因此用以衡量全體樣本主治醫師之整體績效表現情

形，可看出主治醫師在醫師費計算基礎上，合理分配個人時間，致力於從事此

三大產出之貢獻平衡。 

(二) 年齡與年資 

年齡與年資兩自變項，本身有極高程度之正相關性，而於本研究之各項分

析過程中亦有極高之共線性情形產生，因此於各複迴歸模式中，皆依統計模型

特性選擇其中之一，期使該複迴歸模式的解釋能力較高者。大多數科別的醫師

在 40~55 歲會有較高的生產力（Hurdle & Pope, 1989），且醫師工作經歷的多

寡與生產力呈正相關趨勢，但年資累積到 20-25年時貢獻度趨緩（莊逸洲、黃

崇哲, 2000），若以綜合生產力而論，經統計檢定後則「年資」與「年齡」皆對

其有顯著影響，一般而言，「年資>10 年以上」或「年齡>40 歲以上」者，其

平均的綜合生產力點數均較高，此結果亦與文獻所提，愈資深的醫師其生產力

亦愈高之結論相同（Hurdle & Pope, 1989）。 

(三) 畢業醫學院 

畢業醫學院代表醫學教育的前期訓練，畢業醫學院的不同會對「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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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篇數與點數」與「綜合生產力」造成顯著影響，其中「台大醫學院畢業」者

的論文發表篇數與綜合生產力皆明顯高於其他醫學院，但樣本醫師群中，台大

醫學院畢業者的平均年資為 16年，且在擁有教授資格的 6位主治醫師中，「台

大醫學院畢業」者就佔了其中 5位，而在「台大醫學院畢業」者共 18人中亦

有 8 人擁有副教授資格，總計在「台大醫學院畢業」者中有 72%的比例擁有

副教授以上的教職資格。因此在樣本醫師群中，「台大醫學院畢業」者皆是年

資較高且教職職級較高的醫師，而擁有這些特質的醫師其原本平均產出亦較

高，故上述產出於本研究中不一定只因畢業醫學院的不同所造成，也可能是受

其他因素（例如年資、教職職級等）的交互影響所致。 

(四) 實習醫師所在醫院 

實習醫師代表醫學教育的中期階段，實習醫師所在醫院的不同，在本研究

中顯示與「門診人次」、「住院床日」與「教學時數」等有關，但我們進一步針

對此變項檢視與其他變項的關係發現，「實習醫師於台大醫院」者共 20人中有

15 人為「台大醫學院畢業」者，且其產出水準為最高，因此其影響效果應與

前述「畢業醫學院」之因素雷同，而「實習醫師於醫學中心級的其他醫院」者

共 9人中有 5人為「年資 10年以上」者，因此此兩族群之醫師大多數亦是屬

於年資較高者，其亦可能受「年資」之因素影響。 

(五) 專科醫師執照 

專科醫師執照代表醫師專業能力的認證，為主治醫師成長之重要一環，因

此專科醫師執照的有無對多項產出均有顯著差異，包括「門診人次」、「住院床

日」、「臨床教學時數」、「論文發表篇數」與「綜合生產力」等產出均以「有專

科醫師執照」者明顯較高，但在本樣本群中未獲得專科醫師執照的醫師均為年

資 1~2 年的備任級主治醫師，因此推論本變項所得的結果其實與「年資」之

關係較密切，亦即是較資淺的醫師在各項產出方面與較資深的醫師有顯著的差

異情形。 

(六) 在職進修程度 

在職進修指的是除基本醫學教育訓練外，醫師個人本身的繼續進修情形，

其中以短期國外醫學機構進修醫療技術或長期讀取碩博士學位為主，以生產力

模型資料分析的結果而論，在職進修程度會對「論文發表篇數」造成顯著差異，

且「曾在職進修」的醫師不論在論文發表篇數或點數方面均比「不曾在職進修」

的醫師平均來的高，可見在職進修對醫師研究方面的產出有正面的助益，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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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探討外科醫師生產力部分時，發現短期進修之生產力比長期進修為多，代表

外科醫師應是技術本位為主。此與文獻之結果相似，亦即，主治醫師曾於國外

進行醫學進修的因素，對於主治醫師的研究生產力有正向影響（林淑昭，

1996）。 

(七) 教職職級 

教職職級與教學和研究本就息息相關，因此在生產力模型的分析顯示，「有

教職職級」者的各項產出皆比「無教職職級」者平均來得較高外，觀察此變項

與其他自變項的交互影響，則「教職職級」與「年資」之相關係數達 69%，

亦即「教職職級」愈高者「年資」亦愈高，而醫院內目前教職職級的升等辦法，

是以每年的論文發表情形來作為教職職級升等考核的依據，因此論文發表情形

與教職職級在樣本醫院內，確是互為因果關係的。此與文獻所提教學工作對醫

療產出不但不會造成負面影響，反而會對綜合生產力或研究生產力有正面助益

的結果相同（林淑昭, 1996；郭幸萍, 1996）。 

(八) 擔任行政 

本研究所謂的「擔任行政」者之工作為擔任各專科之「主任」職務，或擔

任院內、醫學院內之「院長」、「副院長」職務，而擔任行政工作的醫師除了必

須從事一般醫師的日常工作外，尚須肩負科內或院內行政及資源分派工作。就

資料分析結果看來，「有擔任行政」者在研究、教學與綜合生產力方面的產出

均明顯高於「無擔任行政」者，但在「有擔任行政」者共 18 人中其中有 15

人為「年資 10年以上」者，而其中有 14人之教學職級為「副教授級以上」者，

因此其影響效果可能與前述「年資」、「教職職級」等因素的影響相同。推論因

有擔任行政者本身可利用的資源較多，且均為較資深之醫師，其專業能力亦已

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因此與生產力仍是呈正面相關。此項研究結果與認為行

政工作會分散醫師心力相異（張幼燕, 1994），但與認為兼任行政者的工作效率

較高之研究相同（鄧秀珍, 1995）。 

(九) 參與研究計畫及經費 

參與研究計畫愈多或所獲得的研究經費愈多，其研究產出的平均值也愈

高，且有參與研究計畫或有獲得研究經費者，在其他產出與綜合生產力方面也

有較高的平均值，此一結果與文獻中之研究結果相同（林淑昭, 1996；郭幸萍, 

1996），認為研究經費的多寡不僅對直接醫療產出有高程度的正相關情形，且

研究經費與研究產出有相當大的關係，由此可見醫療服務與研究的關係是相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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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成的。因此此文獻多建議編列充裕之經費以提高醫師之綜合生產力與研究生

產力。 

二、綜合生產力指標 

本研究綜合以上所述，再由分析方法之方向探討，發現藉由橫斷面、縱貫

面及綜合生產力之分析，其結果所得之主治醫師生產力影響因素大致相同，因

此可推論醫師生產力成長的重要因素，是以專業技能與累積經驗為最重要，蓋

因醫療工作的獨特性與複雜性所致。 

本研究嘗試以統計模式來計算醫師綜合生產力，利用線性迴歸之方式求得

產出間之線性關係與迴歸模式，以建立綜合生產力指標。然以線性迴歸方式建

立主治醫師的綜合生產力指標時，其基本前提假設是服務、教學、研究為主治

醫師的三大主要工作產出，且個人的工作努力貢獻均盡其可能地平分配於此三

項產出中，而此三項產出結果對每個主治醫師而言均同等重要，因此我們可以

線性方法求得此三者間之關係式。 

本預測模式是以主治醫師本身的個人特質與目前的工作特性為預測基

準，預測在特定條件下的主治醫師生產力績效表現，而預測的前提假設則為所

有的客觀環境條件皆固定不變（例如：醫院人事制度、決策管理模式等）。根

據分析結果顯示，在Model(i)中，該預測模式之數值分佈型態與實際值之數值

分佈型態皆達到顯著差異，且具有較高生產力者被低估，而較低生產力者卻被

高估的情形出現，此現象即表示該預測模式與真實生產力的績效表現型態有所

差異，因此可推論這些預測模式中仍有未盡完善之處，應有其他重要影響主治

醫師生產力之因素尚未包含於此模式中，未來應針對其他向量之變項進行研

究，如：醫師性格特質、機構資源投入等，以增進預測解釋度。 

至於 Model(i)及 Model(ii)則是分別以樣本醫師群中的內科系醫師和外科

系醫師為母群體，其中 Model(ii)的母群體是樣本醫師群中的外科系醫師，且

其預測結果相當符合真實的外科主治醫師績效表現型態，因此可以 Model(ii)

中之自變項來預測外科醫師的績效表現。因為 Model(ii)中幾乎包含了本研究

中可解釋主治醫師生產力變異情形的所有自變項，因此其迴歸模式解釋程度較

高，而預測值與真實值的相關程度也較高。然而，需注意的，乃在於年資高的

醫師，其實際值有高於預測值的現象，其差異可能來自於資深醫師亦兼院長或

副院長所造成之可掌握資源的不同。另外一項應討論的是研究限制，因影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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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行為與生產力的因素眾多，如各醫院績效制度或醫師費的攤分截然不同，醫

師執業行為必有所差異，故本研究所建立之模型確有外推性的限制，然以學術

貢獻層面探討，過去國外研究中，醫師產出與成長的研究變項多僅以病患數為

測量依據，本研究相較於過去研究，蒐集之資料龐大，變項構面近乎完整，即

使有外推性限制的存在，醫療資源的投入與產出，不論醫院規模大小，或類型

級等，醫療的投資報酬率的方向應與本研究一致，因此以迴歸模式結合醫師服

務、教學與研究三大產出的方法，仍是本研究具有價值且值得參考的部分；另

外，醫師為專業自主性高的族群，行政介入理論之建立相當少見，本研究為醫

院行政介入管理高度專業族群的實證研究，是本篇另一項重要的貢獻。 

以實務面討論，本研究不僅預測主治醫師產出趨勢的成長，提供醫院管理

者規劃醫師養成的計劃方向，更進一步發現在職訓練對於主治醫師的生產力有

積極的助益，故未來樣本醫院管理者除可應用本研究之生產力模型預測各主治

醫師可能生產力外，亦可應用模型內的因素，提升醫師生產力，如招募甄選時

不僅考量遴選人專業能力，亦加入其專業訓練背景作為參考資料；鼓勵醫師進

行研究與在職進修以增加醫師素質，更重要的是如何留住精英人才，使得年資

深且經驗豐富的醫師，能夠持續為機構服務，扮演領導角色將資源最佳化，並

帶領新生代精進醫療技能與知識。 

陸、結論與建議 

由文獻探討及綜合前述之研究結果可知，不同年資的主治醫師會呈現不同

的績效表現型態，而對於主治醫師各項產出影響最鉅者係「年資」與「教職職

級」，此外，以內科系醫師的變異情形較大，因其所包含的不同年資層醫師之

人數較多，而外科系醫師的變異情形較小，因其年資層有較集中之現象所致。

所以樣本外科醫師的同質性較高，其真實績效表現型態亦應較相近。另以內、

外科系醫師的基本工作性質而論，內科系醫師在醫療服務產出方面，因科別特

性不同所導致的變異程度較大，而外科系醫師的基本醫療服務工作特性於臨床

上而言較為相近。因此以本研究所發展之主治醫師生產力預測模式來預測主治

醫師之績效表現時，是以樣本外科醫師的預測效果較佳，其所預測之績效表現

型態亦相當接近於樣本外科醫師之真實績效表現型態。 

本研究發展預測模式之目的為提供醫務管理決策單位於人力資源規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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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考依據，管理當局可以主治醫師本身的某些個人特質如畢業醫學院等，或

個人成長因素如年資、教職職級等，來預估其本身未來的績效表現水準，並輔

以機構的投入要素如在職進修程度、研究經費的多寡等來預估機構投入對此主

治醫師的績效表現輔助效果。而以醫務管理角度而言，除了主治醫師的個人特

質會影響其生產力成長情形外，機構投入要素亦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力，行

政管理者亦可藉由調整機構投入要素的比例，以更進一步幫助主治醫師提高其

個別生產力。所謂的機構投入要素，除了本研究中所使用的在職進修程度、參

與研究計畫件數與經費等變項外，尚有其他文獻中所提及的例如輔助之儀器設

備數、輔助人員數、診間數等，亦可一一加入預測模式中，以觀察不同投入資

源的組合下，醫師生產力的預測變化情形，以利醫務管理當局對於資源分派之

最適性，及主治醫師得到個人績效成長模式之最佳化。 

本研究針對影響主治醫師生產力的重要因素，嘗試建立積極性的管理介入

方法，或可提供醫務管理者於決策上之實質應用。但本研究所發展之預測模型

囿於研究限制，仍有未盡完善之處，因此後續研究者可考慮將其他醫院層級因

素及機構特性納入此預測模式中，期使預測模式更趨近於真實狀況，而所得之

預測變項與預測變異量能更為準確，以提供醫務人力資源管理決策之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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