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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於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政府在面臨財政壓力下，計劃將

目前九十八家公立醫院交由民間經營，其中「公辦民營」醫院將成為社會福利

民營化的主要方式國內已有多位學者進行公辦民營機構的研究，但多著重在探

討委託經營之課責議題，或研究影響政府與民間雙方的合作因素。本研究希望

透過對現階段我國公辦民營醫院之個案分析，分別以接受政府委託之民營醫療



我國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與經營績效之研究──以契約生命週期觀點 

 ～466～

機構特性及公辦民營醫院的契約生命週期階段，來探討其控制機制之運用，以

及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法，透過個案深入訪談進行探索性研

究。對象為目前我國六家公辦民營醫院，接受訪談的對象皆為醫院院長或核心

高階主管，透過受訪者綜理院務的豐富經驗，從中瞭解該醫院的控制機制及其

經營績效。本研究依據深度的個案分析共推導出九個命題，期能提供後續研究

以及公辦民營醫院實務管理之參考。 

關鍵字：契約管理、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控制機制 

ABSTRACT 

Management contrac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lternative to solve the long-term problems 

of inefficiency and financial crisis of government-owned hospitals. The literature on 

management contracts has centered primarily on the issues of accountabilities. Relatively less 

attention has focused on contract life cycle and its management mechanisms. This research 

aimed at explor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performance. 

Particularly emphasize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s that adopted by different stages of 

contract life cycle practiced in government-owned hospital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was conducted to figure 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structs 

which derived from literatures. This study focused on six government-owned hospitals which 

were operated through management contracts that offered by six trustee hospitals, including two 

medical centers and four regional hospitals. Primary data was collected by face-to-face interview. 

Six interviewees including hospital executives and other department chiefs. Finally, this study 

concluded several major findings and proposed nine proposi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future 

research and managerial practice.  

Keywords:  management contract, government-owned hospitals, contract life 

cycle, management mechanisms 

壹、緒 論 

在今日民眾需求日益高漲，政府公共建設及社會福利支出大幅增加，財政

面臨極大的壓力，政院高層計劃從開源及節流兩方面著手。在節流方面，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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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目前九十八家公立醫院交由民間經營，以節省可觀的經費支出，「公辦民營」

醫院將成為社會福利民營化的主要方式。目前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

臺中市立老人醫療保健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臺南市立醫院、臺北郵政醫

院、臺北萬芳醫院等九家公立醫療機構，以「委託經營」模式，來改善其經營

績效。 

醫院以各種不同的策略來對環境的改變作出回應，其中之一是水平結合，

它是由兩家或兩家以上的醫院結合成一個聯盟系統。美國早在 1960年代，各

醫院彼此與團體牽連出複雜的關係，這些團體又能提供有價值的資源，醫院變

得非常依賴同盟、州立政府與私人保險計劃，以及主要的僱員，作為主要的收

入來源（D’Aunno and Zuckerman, 1987）。美國從 1975年至 1985年，十年之

間屬於此種系統的社區醫院的百分比從 15%增加到 43%，或是說此種醫院從

1,405家增加到 2,477家（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 1986）。英國政府已

於西元 1990年發表白皮書，肯定民營化醫院可提供高品質的醫療服務，且經

營更具效率，因此推行醫院民營化已是時代潮流（張錦文、莊逸洲、黃茂榮等，

1994）。 

目前我國公辦民營醫院有增多的趨勢，接受委託經營的醫院(即政府擁有

之該公辦民營醫院，以下簡稱公辦民營醫院)運作亦趨成熟，至目前為止，國

內採行「公辦民營」的醫院計有九家(請見附錄一)。目前此九家公辦民營醫院

皆為整體委託經營，均是政府將閒置或無力經營之公立醫院，以民事契約的形

式與民營醫院(以下簡稱委託醫院)簽約合作，政府僅提供土地及房屋硬體並收

取使用費，而不參與營運，亦不作人力安排，而委託之民營醫院需提供所有營

運所需的儀器設備、人力及管理等資源)，因此該公辦民營醫院人員不具公務

人員身份，所有人事任用均由委託醫院自行決定，經營權亦為委託醫院所有，

須自負盈虧，當合約期滿後具有優先議約承辦權。 

組織生命週期理論於近年來開始受到重視，各種組織生命週期模型，也由

不同學者基於不同因素的考量而相繼提出，許多學者己嘗試將組織生命週期的

理論與其他概念相連結。本研究期能透過對現階段我國公辦民營醫院之內部運

作及其控制機制的瞭解，推論出公辦民營醫院之管理模式，以提供其管理時務

及改善經營績效之參考。基於上述，本研究目的包括： 

1.透過個案分析與整理，歸納出委託醫院對於公辦民營醫院之控制機制。 

2.探討委託醫院之特性對於公辦民營醫院之控制機制及績效之影響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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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較公辦民營醫院在處於不同之契約生命週期階段下其控制機制的差異，進

而探討對績效之影響關係。 

4.探討控制機制對績效之影響關係。 

貳、文獻探討 

一、醫院公辦民營 

根據 Savas(1990)的分類，民營化有撤資(divestment)、委託(delegation)及

替代(displacement)三種類型。撤資係指公營事業或資產之移轉至民間。委託則

為政府部門委託私部門部份或全部財貨與服務的生產活動，但繼續承擔監督之

責任。替代係指當大眾認為政府所提供生產或服務不能滿足社會之需求，而民

間私部門則意識到此種需求，而提供生產或服務，以滿足社會大眾(詹中原，

1993)。自 1999年 7月 1日精省第二階段組織調整以後，省立醫院改隸行政院

衛生署後，衛生署即以組織再造及企業化之精神，積極經營管理所屬醫院，為

鼓勵民間參與，降低政府預算支出，經考量所屬醫院規模、功能、地點及經營

績效之差異後，決定採取不同之方式予以轉型，包括：BOT(Build-Operate- 

Transfer)方式、委託經營、公民合營、組織合併、調整功能、多角化經營、區

域聯盟、財團法人、及開放經營等（林子儀，1998）。 

學者張錦文、莊逸洲、黃茂榮(1994)、楊志良(1995)、張玉山(1999)、莊雙

喜、蔡明田、康信鴻(1996)等在相關文獻中對於公立醫院民營化的模式分類多

持有相同的見解，即以公立醫院所有權的釋放程度將其分為業務外包、委託經

營、出租、成立財團法人、出售等方式來分類。學者提到之「委託經營」類型，

可分為部分委託經營與整體委託經營兩種。其中部分委託經營（partial contract 

management）係以合約方式將公立醫院所需的醫院業務部分委託其他私立醫

院經營，原有醫院人事制度不做變更，政府仍掌握醫院資產所有權，包括醫療

業務委託、行政管理、經營業務委託。另一種整體委託經營（total contract 

management）係由主管機關與受委託之財團法人醫院依實際訂定合約，可在

不違背公立醫院服務宗旨的前提下融入其效率化的經營方式，藉其具有經營管

理醫療機構的專業能力與經驗的長才。直接委託時，醫院所有權與財產不必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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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只委託出經營管理權，其績效由主管機關監督考核之。而本研究所探討的

公辦民營醫院則是以「整體委託經營」類型為對象。 

二、生命週期觀點 

組織生命週期之理論源起已久。Haire（1959）是最早主張將組織發展過

程中，會呈現一致型態的論點，融入組織發展理論中的學者。他認為組織的成

長如有機體一般，從企業組織的誕生、成長、成熟、衰退至死亡，存在著明顯

而易見的週期現象。Chandler（1962）則將階段的概念引入生命週期模型中，

其成長階段理論認為企業的策略與結構會隨著生命階段的不同而改變。

Kimberly and Zajac（1985）認為組織生命週期可視為生物體生命週期現象的一

種類比（analogy）。自此後，組織生命週期階段的概念，便被用來與各種組

織管理問題相連結。例如在企業創立時以創辦人之角度研究企業文化

（Pettigrew,1977,1979），分析新創設的企業（Galbraith, 1982），及如何維持

企業績效（Scanlan, 1980）。此概念也被應用於許多不同的組織型態，如出版

社（Hall, 1976）、大學院校（Levine, 1978；Cameron, Whetten and Kim, 1987）

與醫院聯盟（D’Aunno and Zuckerman, 1987）。 

Smith, Mitchell and Summer（1985）針對處於不同組織生命週期階段的高

階管理者管理優先順序（priority）進行探討。該研究中，對於組織生命週期之

劃分整合了 Scott (1971)、Mintzberg（1973）、Abernathy（1976）、Scanlan

（1980）、Galbraith（1982）等學者之概念，而以十五個構面：1.銷售額成長

率 2.員工人數成長率 3.組織結構定義 4.結構類型5.溝通系統正式化程度 6.獎酬

的客觀程度 7.獎酬制度的依附程度 8.正式化結構的依附程度 9.預算使用程度

10.預算與計劃的時間範圍11.決策類型12.高階管理幕僚之組成13.組織年齡14.

組織規模 15.員工人數等而將組織生命週期劃分肇始期（inception）、高成長

期（high growth）、成熟期（maturity）三個階段。 

Fernley（1996）認為組織的發展是經過一連串的階段或生命週期，並將

之分為四個階段：創業階段（entrepreneurial stage）、加速階段（acceleration 

stage）、制度化與控制階段（formulation and control stage）、重新思考與復興

階段（rethinking and renewals stage）。 

過去學對於生命週期的觀點均從組織之角度來探討，但從組織間的合作關

係切入者較少，Zajac and Olsen(1993)探討醫院跨組織合作關係之生命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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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組織間交換過程視為三個階段：(一)初始階段（initializing stage）：以交易

成本的概念在此階段視為契約前之成本，開始涉入組織間的交換，形成本身的

策略計劃、評估交換的可行方案，可能是初期的溝通、談判…等。此階段的主

要內容：評估交換的可行性方案、計劃未來的交換、交換的參數、初期的溝通

與談判、內部相關的交換。(二)過程階段（processing stage）：此階段是在預

估組織間交換策略會創造的價值時期，主要著重於雙方在於創造價值之時其需

負擔的正式及非正式義務，及分配這些收益。此階段的主要內容：加強學習、

管理衝突、創造相關的規範、建立信任。(三)重新構形階段（reconfiguring 

stage）：在價值極大化的觀點中，認為是否要重新構型或是改變關係也是一

項組織間的策略。此階段的主要內容：達到預期持續期間的最後、達到績效的

缺口、重新定義策略的種類、重新定義原來的交換過程。 

另外 D’Aunno and Zuckerman (1987)將醫院組織性同盟(organizational 

federations)的生命週期模式分為四個階段，包括(一)聯盟的出現(emergence of a 

coalition)：組織通常在形成同盟之前，會先有聯合、合作的動作出現，有兩個

原因解釋聯盟是同盟形成的基本或跳板。其一，當組織間在一開始決定要一起

從事工作時，他們必需要對其目的有所認清與同意，在這些目的認清楚之前，

沒有必要僱用或形成一個管理團體。其二，組織並不會情願地對一個管理團體

給予主權或承諾提供資訊，後來他們只願形成聯盟合作。(二)轉變成一個同盟

(transition to a federation)：組織的聯盟和同盟是不同的，後者的管理團體是合

作的，並且常主導其作法。從聯盟轉換成同盟不是容易的，組織內的政策可能

會阻礙轉換成同盟，各個不同的團體可能都會持反對的態度，只因為他們想限

制其影響力，即使如此的結構可以幫助及促進目標的達成，他們企圖降低成員

個體的影響及自治力（Provan, 1983; 1984）。(三)同盟的成熟(maturity of 

federation)：雖然一同盟的成員們應允提供資源，以形成一個管理團體，而剛

開始的同盟是脆弱的，組織們離開同盟的可能性很高，因為投資相關所得的利

益不高，會員的實質益利也還達不到預期的地步（Murninghan, 1978）。有二

個因素足以讓成員們持續增加提供資源，以及加強促成一個同盟的完成。首

先，一個同盟必須開始去完成達到，能夠為成員們取得利益的目標，達成目標

應該可以幫助成員們處理來自環境之中的威脅；也能建立成功與效率的概念。

其次，一個同盟的成熟度端賴個別組織有多情願地把其他成員，以及同盟的利

益，視為整體利益，並且放棄自己關注的利益。(四)關鍵跨界交流(critical 

crossroads)：當成員的貢獻擴大，中心團體所作的決定增加，成員們將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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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同盟所提供的資源，同盟由高度中心性的決定和倚賴性的成員們組成其特

色。 

三、控制機制 

控制可視為一種程序（process）藉此程序管理者衡量、評估目前的績效，

並與事前設定的標準比較，採取必要的修正行動以確保達成目標。Anthony

（1988）將管理控制定義為激勵和鼓舞組織成員實行組織活動，且更進一步達

成組織目標的程序，發現及修正錯行為。Fayol（1949）視組織控制為管理的

功能之一，其認為控制係用以整合規劃、組織、命令及協調等功能，而將組織

控制定義為確保組織中每一項事情皆依預定計劃而行的一項活動。Thompson

（1967）與 Reeves and Woodward（1970）等人認為控制係測試、衡量及提供

回饋的一項模控過程（cybernetic process ），將組織分為二個控制層級：科技、

管理及機構。而 Robbins（1994）則將管理控制界定為監視活動的程序，以確

保組織活動計劃的完成，並矯正任何重大的偏差。 

Zajac and Olsen(1993)探討醫院跨組織合作關係之生命週期，認為由交易

價值的觀點來看，統制機制應該也要由過程的觀點來看，而不只是由結構的觀

點來看。以交易成本之觀點來看組織間的關係有二，(1)交易價值的極大化，

（2）提出了一系列關於交易雙方其在創造及追求價值時之相關過程的構面。

認為任何一個在組織間交易過程中的基本交換均需要被了解，主要用來發展其

過程，而不是簡單的之前與之後組織結構屬性的比較。 

祝道松（1997）在研究管理控制系統對醫院部門效能影響中，發現在目前

醫療產業環境下，隨著認知環境不確定性的提高，醫院將會逐漸增加對專業控

制的依賴而減少對正式行政控制制度（包括預算制度、臨床標準化作業程序、

及行政標準化作業程序）的重視。 

彭朱如、司徒達賢、于卓民（2000）針對醫療產業進行研究跨組織合作關

係類型及所採用的管理機制，其將跨組織合作關係依投入可明確衡量程度、產

出可明確衡量程度及合作關係對等性等三構面分成八類。另提出四種管理機制

組合方式，包括(1)結合市場機制與科層機制。(2)結合關係機制與科層機制。

(3)結合市場機制、關係機制與科層機制。(4)單採用關係機制。 

Mitchell and Shortell (2000)認為對於管理社區醫療夥伴之統治機制其定義

為主要的焦點在於定義夥伴的關係，在其生存外在環境當中如何去運作。有以



我國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與經營績效之研究──以契約生命週期觀點 

 ～472～

下的任務：（1）設定策略目標的優先順序（2）選擇夥伴的組成（3）取得所

需要的財務資源（4）提供衡量責信的方法。他們同時指出醫療夥伴之內外在

連結程度會因為不同的夥伴處於不同生命週期（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衰

退期）可能會有所差異。 

四、醫院績效 

醫院績效的衡量為一多重層面構念，並無單一指標可以涵蓋整體醫院的績

效（Gruca and Nath, 1994）。有些學者由財務的構面來衡量，另外也有以非財

務面指標如醫療服務數量、醫療成本或服務品質來衡量，無論從那個角度衡量

績效皆有其正面資訊的提供，以下就學者衡量醫院組織績效的構面及指標衡量

彙整如表 1所示。 

表 1 醫院績效的衡量指標 

研究學者 醫院績效的衡量 

Griffith(1978) 非財務面指標包括醫療服務量、生產力及成長力。醫療

服務指標主要包括出院病人比、每年每病人平均住院

日，將上述二種指標與其他的集群醫院比較，及調整病

例組合後的平均住院日來做指標之衡量。 

Banker, Courat, and 
Strauss(1986) 

投入項為護士、醫療輔助人員、行政人員的工作時數及

病床數等四項,產出項為 14 歲以下、14 歲至 65 歲、及
65歲以上病人的住院日數 

Thomas and 
Venkatraman(1998) 

可分為以下三類：(1)財務績效指標：如資產報酬率；(2)
營運績效指標：如佔床率；(3)行銷績效指標 

藍忠孚、錢慶文

(1991) 
投入項為醫師總人數、病床數、資本門、醫療設備補助

金額及教學補助金額,產出項為總門診人次、總住院人日
和總手術人次 

邱亨嘉(1991) 投入項為醫師全年總工作時數、護理人員全年總工作時

數、藥劑人員全年總工作時數、技術人員全年總工作時

數、行政人員全年總工作時數、藥品材料檢驗總支出等

六項,產出項為全年門診服務人次、全年體檢人次接種 B
型肝炎疫苗人次、自動生化檢驗人次、特殊檢驗人次、

巡迴醫療人次及其它檢驗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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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者 醫院績效的衡量 

Abernethy and Stoel 
Winder(1991) 

十三個構面：(1)病患滿足感 (2)醫療品質(3)教學 (4)專
業發展 (5)研究 (6)取得資源之能力(7)預算之執行 (8)
公共形象 (9)與專業團體之關係 (10)成本控制 (11)單位
員工滿意度 (12)單位效率 (13)單位間之合作與支援 

魏慶國(1992) 投入項為醫師人數、護理人員數、藥劑及醫檢人員數、

總病床數、藥品成本、衛材成本及其他成本，產出項為

門急診人次、住院人日及營運收入 

張錫惠、蕭家旗

(1994) 
投入項為醫生人數、護理及醫務人員、一般行政人員及

病床數等四項,產出項為總診療人次、總住院人日 

Flood, Shortell, and 
Scott(1994) 

生產力、效率、組織效能以及成本效益 

陳琇玲(1994) 經營績效、醫療品質評估、教學研究績效，有關非財務

面經營績效指標包括生產力及成長力二方面。 

邱惠雀(1995) (1)醫療服務量：出院病人比、每年每病人平均住院、調
整病例組合後之平均住院日等；(2)服務成本：每年每病
人平均住院成本、每年每病人平均門診成本；(3)品質：
粗死亡率、解剖率、病患滿意度等。 

陳佩妮(1996) (1)財務績效指標，如活動力、流動力、資產報酬率、獲
利率等；(2)經營績效指標，如佔床率、平均住院、病床
週轉率、各生產力、單位產出成本等；(3)品質績效指標，
如死亡率、感染率、病人滿意度等。 

李孟勳(1999) (1)財務績效指標：門診每人次申報費用、住院每人日申
報費；(2)營運績效指標：佔床率、平均住院日、病床週
轉比、門診/住院申報費用比；(3)市場績效指標：市場佔
有率。 

朱 文 洋 、 葉 淑 娟

(2001) 
以平衡計分卡觀點之四個構面：財務面、顧客面、企業

內部營運面及學習成長面 

楊銘欽(2001) 績效應為效率、效益及滿意度的結合 

韓揆(2001) 以「醫院高層管理任務目標檢視表」(韓氏檢視表)作為
參考。界定醫院高層管理五大任務目標為提升醫療水

準、提升病人照顧品質、促進民眾健康與醫政革新、提

升行政管理效能及加強社區關係。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醫院的績效衡量至今尚有許多爭論，衡量的方法也很多種。有些學者

將醫療活動分成臨床照護（clinical care）、財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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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三個領域，然後再以醫療品質

的分類法 （Donabedian, 1980; 1998），分別以結構（structure）、過程（process）、

結果（outcome）三者來衡量醫院的績效（Flood, Shortell, and Scott, 1994）。  

綜合以上績效衡量的方法，研究者認為若是以利潤作為績效評估的方式，

將衍生出以下的問題。由於醫療行為具有供給創造（或誘導）需求的特性，因

此以利潤為醫院的衡量指標，則很容易強化「供給創造需求」的醫療行為，並

導致重複醫療與過度醫療的浪費結果。故本研究對醫院經營績效之評估，是參

考 Taggart (1999), Birkinshaw, Morrison, and Hulland (1995), 張國雄(1996), 孫

啟能(1997), 朱文洋、葉淑娟(2001), 韓揆(2001)之觀點，以非財務績效指標來

衡量，並分別以營運目標達成率、營運活動達成度及員工學習成長面加以探討。 

五、文獻探討對本研究之意涵 

由以上文獻之回顧可知生命週期理論已被應用於許多研究方向，而近年來

的研究多趨向將組織生命週期劃分為三至五個階段，而劃分階段特性會隨其選

擇的研究對象或議題而有所差異。過去研究結果皆顯示企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

型態或特徵，並呈階段性演進，且不同階段面臨不同之經營環境與問題。公辦

民營醫院是屬於政府與民間合作之跨組織關係，國內並無學者針對其契約之生

命週期與其控制機制、經營績效之間關聯性加以探討。經由文獻探討發現跨組

織關係中之契約生命週期相似於企業發展之組織生命週期(Zajac and Olsen, 

1993; Mitchell and Shortell, 2000)。本研究引用此觀點，認為委託經營之公辦民

營醫院，是以合作契約的方式來委託民營機構經營，其營運過程猶如組織之生

命週期模型而發展。在先前的研究中，亦少有學者探討有關醫療產業有關生命

週期模式之研究。因此本研究綜合學者理論，將公辦民營醫院之契約生命週期

模式分為初始期、成長期及成熟期等三個階段。至於衰退期則因公辦民營醫院

為自 1988年才有之經營方式，目前在實務上並未觀察到正處於衰退期之公辦

民營醫院，所以未將衰退期納入研究階段。 

然而醫院在面對多變的產業環境，不可能只單獨採用一種簡單的控制機制

即能達成目標，亦即在實務上，控制機制中的輸入控制、行為控制及產出控制

皆是合併運用於組織中(祝道松，1997；彭朱如等，2000)，故本研究將控制機

制之組合觀點，運用於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之中。另外經由對控制機制相關

文獻，發現公辦民營醫院之控制機制正如企業中母公司對子公司所採用控制機

制之選擇運用，因此本研究亦將企業中母子公司控制機制之選擇運用應用於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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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產業。綜合文獻，本研究之控制機制構面分為三大類，即輸入控制的甄選及

訓練控制；行為控制的科層及文化控制；產出控制的報酬及績效報告控制。在

先前的研究中，較少學者探討組織在不同契約生命週期階段的管理控制。相關

議題如公辦民營醫院的生命週期模式及其發展過程的重要階段為何？公辦民

營醫院在其生命週期中各階段所面臨管理上的重要課題為何？以及不同的控

制機制對績效之影響為何等皆是值得深入的議題。 

另外在績效衡量方面，有些研究以主觀方式來衡量(Hayes,1977)，另有研

究以客觀之資料衡量(Lawrence and Lorsch,1967)，認為客觀衡量方式的優點是

其他研究者可確認此績效的衡量。然而，由於客觀績效資料難以作一致性比較

(Govindarajan, 1984；Merchant, 1984；Brownell and Merchant, 1990)，而不具名

填答也造成使用客觀資料上的困難，此外，Brownell and Dunk (1991) 認為沒

有證據證明組織內部的管理會計報表、現金流量、營運利潤、或 ROI 等資料

會比自評的績效更客觀，所以本研究依循相關文獻之衡量方式(Hayes,1977；

Kenis, 1979；Merchant,1981；Govindarajan,1984；Govindarajan and Gupta, 1985；

Abernethy and Stoel Winder,1990等)採用主觀自評方式衡量績效。雖然有些研

究者認為績效自評的衡量方式會造成偏誤，但也有研究者認為自評的方式很

好，因為即使會有偏誤，也沒有理由相信此種偏誤會隨著受測者的不同而有系

統性的差異(Sohi,1996)。Churchill, Ford, Hartley, and Walker (1985)在一項整合

研究中發現，績效自評並不會膨脹應變數和預測變數間的相關，而且可以提供

和客觀資料及上司/同儕評估方式相同的結果。 

因此，本研究對於績效的定義係根據系統資源模型(即開放性系統模型)的

觀點，將組織績效視為能增加組織長期生存機會的所有指標，例如組織取得資

源的能力、維持組織內部為一個社會性的有機組織、及和外界環境成功地互動

等，依據 Taggart，1999；Birkinshaw and Morrison,1995；孫啟能，1997；朱文

洋、葉淑娟,2001；韓揆，2001之概念修訂而成，包括：營運目標達成度、營

運活動滿意度、員工學習成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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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希望透過對現階段我國公辦民營醫院之個案分析，分別以接受政府

委託之民營醫療機構特性及受託醫院的契約生命週期階段，來探討其選擇控制

機制型態之運用差異，及對其經營績效的影響程度。根據本研究目的及文獻探

討，本研究的觀念性架構如圖 1所示。其中委託醫院特性及公辦民營醫院之契

約生命週期分別影響公辦民營醫院之控制機制及績效，而不同控制機制亦影響

醫院之績效。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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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變項定義 

本研究所探討的公辦民營醫院是以「整體委託經營」類型為對象，定義為：

『由主管機關與受委託之民營醫院依實際訂定合約，可在不違背公立醫院服務

宗旨的前提下，藉具有經營管理醫療機構的專業能力與經驗的長才，融入民營

醫院之效率化經營方式，該公辦民營醫院之所有權仍為政府所有，而受委託醫

院對於所投入之財產權不必移轉，只委託出經營管理權，其中政府僅承擔監督

之責任，而受委託之民間企業具經營權，需自負盈虧』。 

(一) 受委託醫院的特性 

受委託醫院特性包括醫院屬性及醫院評鑑等級兩類。醫院所有權屬包括財

團法人醫院及私人醫院二類。醫院評鑑等級係為衛生署評定等級包括醫學中

心、區域醫院、地區教學醫院、地區醫院等。 

(二) 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 

本研究依各學者之理論將契約生命週期分為初始期、成長期及成熟期三階

段（Smith, 1982; Quinn and Cameron, 1983; Smith et al.,1985; Gupta and Chin, 

1993; 陳俊穎, 1996）。各階段說明如下： 

1.初始期： 

此階段醫院的規模及制度正在建立之中，對一切外在的事物都處於摸索階

段。此時須要花相當多的時間與精力以瞭解環境，而醫院發展重點在於擬定明

確的經營使命、建立高階管理者之間溝通與信任關係、維持財務狀況與高度的

穩定性等。 

2.成長期： 

此階段之最大特徵是醫院之業務量快速成長，規模較初始期擴張、市場佔

有率亦逐漸提高。醫院之內部營運開始步上軌道，組織結構趨向制度化。而組

織仍擁有高度彈性與應變能力，可以迅速抓住市場機會。在此階段之醫院發展

重點為在可控制之環境下持續擴大營運規模與營運範圍，且強化醫院內部的溝

通與協調，以及開創新的市場機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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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熟期： 

此階段的規模已達最大，且其結構與制度有僵化的趨勢。因此醫院內部制

度的改善則非常重要。同時，此階段重視預算控制、品質控制與計劃控制。成

熟期的發展重點在於改善組織結構、評估組織使命、從新思考市場定位、突破

發展瓶頸以及提昇服務品質等等。 

由文獻之回顧，可知企業的生命週期已被應用連結於許多研究方向，多數

重於理論的推演及實務的觀察，而近年來的研究多趨向將組織生命週期劃分為

三至五個階段，而劃分階段特性會隨其選擇的研究對象或議題而有所差異。研

究結果多驗證企業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型態或特徵，並呈階段性演進，而面臨不

同之經營環境與問題。綜合 Smith et. al., （1985）的十五個構面以及 Smith

（1982）提出組織生命週期對人力資源管理措施的影響構面，本研究發現其理

論與公辦民營醫院之契約生命週期階段特性相似，因此據以提出公辦民營醫院

之契約生命週期階段特性的十六個構面，如表 2所示。 

表 2  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階段之特性 

生命週期階段 
特性 

初始期 成長期 成熟期 

組織的結構型態 非正式結構 
正式結構 
部門分工 

官僚化 
分工越細 

報償系統 
個人主觀性的報

償性系統， 

開始有系統、客觀

性報償系統、以紅

利獎勵 

完全客觀且正式

的報償系統、利

潤分享 

薪酬 
以基本薪資為主

(固定薪) 

基本薪外，另依目

標達成情形核發

獎金 

獎金辦法與效率

和邊際獲利相結

合 

薪資水準接受程度 低 較高 最高 

溝通計劃過程 
非正式溝通 
較少規劃 

強調計劃協調 
開始預算計劃 

非常正式溝通固

定年度計劃 

正式化程度的堅持 堅持程度低 堅持程度高 
正式化程度高 
堅持程度低 

決策方式 組織領導人獨斷 
專業管理人運用

分析工具 
專業管理階層彼

此協商 

主管角色 一般通才 專業經理人 策略規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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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週期階段 
特性 

初始期 成長期 成熟期 

組織成長率 緩慢逐漸成長 快速成長 穩定 

組織年齡及 
規模大小 

年輕、規模小 
成立時間較長規

模較大 
成立時間最久 
規模最大 

創新程度 高 高 低 

人力任用 吸引人才 招募訓練 保留優秀人才 

人力資源規劃 非正式、有限 正式、廣泛 正式、廣泛 

人力培訓 甚少 
加強培訓中階管

理人員  
發展管理人員培

訓 

績效評估 
依部門和公司 
與其他公司做比

較 

個人、團體 
與過去的績效做

比較 

個人、團體 
與過去的績效做

比較 

勞資關係 建立基本理念 
維持和諧、提振員

工動機及士氣 

維持和諧、控制

員工成本、提高

生產力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 控制機制 

本研究針對控制機制之操作性定義為：組織在考量環境因素、工作特性、

組織特性及產業特性後，所採用以輸入控制、行為控制及產出控制來設計組織

內預算、任用、薪酬、績效評估及其他制度的活動。本研究以 Snell (1992)的

控制型態為主，將控制機制分為三大類： 

1.輸入控制： 

包括(1)用人管理控制：公司透過自訂的遴選準則來決定公司幹部或新進

人員。(Youssef, 1975； Doz and Prahalad, 1984；Egelhoff, 1988；Hennart, 1991；

Snell, 1992；陳岱華 1998)。(2)訓練發展控制：公司經特定方式給予員工技術、

人際關係、管理、組織文化等相關課程訓練。(Youssef, 1975；Hennart, 1991；

Snell, 1992；陳岱華 1998)。 

2.程序控制： 

包括(1)科層控制：公司對員工的授權程度、作業正式化程度或行為過程

評估的控制方式。（Child, 1973；Lebas and Wiegenstein, 1986）(2)文化控制：

公司對員工非正式的人際互動或建立共同價值及信仰來完成公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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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ssef, 1975；Vancil, 1978；Ouchi, 1979；Pettigrew, 1979；Egelhoff, 1988；

Lebas and Wiegenstein, 1986；Govindarajan and Fisher, 1990；Hennart, 1991；

Roth、Schweiger and Morrison, 1991；陳岱華 1998)、讓子公司的經營理念或目

標與企業集團一致的具體作法包括建立企業文化與非正式的衝突解決方式（曾

紀幸、司徒達賢、于卓民, 1998）。 

3.產出控制： 

包括(1)獎酬控制：員工以公司目標達成為評估標準且獎賞與績效結合。(2)

績效報告制度控制：按特定時間製作財務性或非財務性報表。(Ouchi and 

Maguire, 1975；Egelhoff, 1988；Lebas and Weigenstein, 1986； Goold and 

Campbell, 1987；Hill and Hoskisson, 1987；Govindarajan and Fisher, 1988；

Hennart, 1991；Snell, 1992；陳岱華, 1998)。 

(四) 績效 

本研究根據 Taggart,1999；Birkinshaw and Morrison,1995；張國雄,1996；

孫啟能,1997；朱文洋、葉淑娟,2001；韓揆,2001之觀點將績效分成下列三類： 

1.營運目標達成度： 

係指公辦民營醫院預期營運目標的達成狀況，包括達成預算目標的程度、

部門成員的滿足、專業發展、成本控制。 

2.營運活動滿意度： 

係指公辦民營醫院對受託醫院給予各種營運活動的滿意程度，包括公共形

象、醫療照護品質臨床教學成果、臨床研究成果、取得資源的能力、病患滿意

度、和專業學會的連繫、及與其他部門的協調合作等構面。 

3.員工學習成長面： 

係指公辦民營醫院之員工學習成長能力，包括對新的醫療知識或服務方案

之接受度、員工教育訓練、員工服務態度、員工提案或建議改善案、鼓勵進修、

鼓勵專業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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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質性研究法 

本研究擬採用質性研究法(qualitative method)，透過深入的個案訪談進行

探索性研究，研究者以尊重、溝通、同理、保密等原則，透過會談、訪問、觀

察、紀錄等等蒐集資料並作忠實呈現。採取質性研究法之理由有二。 

(一)由於本研究旨在於探討公辦民營醫院之契約生命週期對控制機制及經營

績效之影響，因此需對機構中熟悉這些過程的人進行訪談，才能從中瞭解

影響因素的詳細脈胳。而這些資料的收集，難以用量化資料來呈現原貌。 

(二)我國於 1987 年簽定第一家公辦民營醫院—台南市立醫院，目前全國僅有

九家公立醫院採公辦民營，其中僅二家醫院進入第二期續約經營，其餘皆

在第一期契約中，是故公辦民營模式仍處於摸索學習階段，由於各醫院實

際運作的時間較短，其具體績效尚難評估，即使連政府及承接委託之民間

醫院仍在不斷修正的過程中。若驟然將此議題隨機量化處理，除了所可能

產生樣本數太小及信度與效度問題外，封閉式問卷調查可能限制本研究對

於實務現象的深入了解。因此對其中六家公辦民營醫院進行個案研究，對

於機構中熟悉這些過程的人作深度訪談，方能從中瞭解研究構念之間的影

響關係及詳細脈胳。 

四、研究對象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以 1987年至 2001年之間採取公辦民營之個案醫院進行深度訪談，

於 2001年 10月至 11月間進行訪問收集資料，過程分三階段：第一階段針對

全國實施公辦民營之九家醫院，分別先以電話，向相關人員作初步確認，獲得

接受訪談意願之醫院共有六家。第二階段收集該六家醫院之初步樣本基本資

料，並透過電話查訪與確認資料之正確性。第三階段列出訪談對象，逐一進行

深度訪談，受訪者皆為六家醫院之院長及高階核心經營主管(請參見附錄二)。

在深度訪談方面，針對所選定的研究對象，先將訪談目的與問項寄予參考，待

受訪者收到相關資料後，再以電話約定訪談之確切時間，由研究者親自進行面

對面訪談。 

在資料收集問卷方面，個案研究之訪談內容係參考理論與相關研究彙編而

成，為符合內容效度之定義，除了參考過去學者發展出之問卷外，並由學者及

一家公辦民營醫院資深院長進行修正，因此問卷應具有一定的效度。在信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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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於個案所收集的內容加以整理說明後，均經由受訪者再次確認正確性，

以提高本研究之信度。 

肆、個案研究結果 

本研究針對六家公辦民營醫院進行個案研究，經由訪談之後，對於個案醫

院之訪談資料及對相關的研究變項進行彙整比較如下。 

一、委託醫院特性比較分析 

表 3為個案醫院與承接委託醫院之醫院特性相關資料。由表可知委託醫院

之所有權屬性分為私立醫學院校附設醫院(屬財團法人醫院)及私人醫院二

類，其中私立醫學院校附設醫院計有中山醫學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及台北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等三家；私人醫院計有秀傳紀念醫院及高雄阮綜合醫院二家。委

託醫院之評鑑等級包括醫學中心及區域教學醫院二類，醫學中心計有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醫院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等二家；區域教學醫院有台北醫學大

學、秀傳紀念醫院及高雄阮綜合醫院等三家。其中僅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

醫院及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經歷了二次以上的續約，其餘之個案醫院尚在第一期

簽約之中，每一次簽約的營運限期多在六年至九年之間。 

表 3 個案醫院特性比較分析 

公辦民營 
醫院 

政府單位 
承接委託

醫院 
委託醫院

評鑑等級 
委託醫院所

有權屬性
成立日期

最近簽約

日期 
簽約期限

經歷簽約 
次數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復健

醫院 
台中市政府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
醫學中心 

私立醫學院

校附設醫院
1989.09.01 2001.11.01 6年 3次 

台北市萬芳

醫院 
台北市政府 台北醫學大學

區域教學

醫院 
私立醫學院

校附設醫院
1997.02.15 1996.08.01 9年 1次 

台南市立醫院 台南市政府 秀傳紀念醫院
區域教學

醫院 
私人醫院 1988.06.08 1994.02.04 9年 2次 

高雄市立小

港醫院 
高雄市政府 

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
醫學中心 

私立醫學院

校附設醫院
1998.11.16 1998.02.01 9年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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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民營 
醫院 

政府單位 
承接委託

醫院 
委託醫院

評鑑等級 
委託醫院所

有權屬性
成立日期

最近簽約

日期 
簽約期限

經歷簽約 
次數 

高雄市立旗

津醫院 
高雄市政府 

高雄阮綜合

醫院 
區域教學

醫院 
私人醫院 2000.09.01 2000.07.01 8年 1次 

高雄縣立岡

山醫院 
高雄縣政府 

秀傳紀念醫

院 
區域教學

醫院 
私人醫院 2001.01.19 2000.02.23 7年 1次 

二、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比較分析 

訪談個案中有關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階段特性彙整如表 4所示。由

表 4整理分析可知，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等二家之契約生命

週期階段特性大多符合了初始期特徵，醫院的規模、組織的制度都還在建立之

中，對一切外在的事物都摸索階段，且從表 3可知，兩家醫院均為第一次簽約，

距受訪時間僅為一年。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及高雄市立小港醫院等二家之契約生

命週期階段特性大多符合了成長期特徵，此階段之醫院特徵是業務量快速成

長，組織規模較初始期擴大、市場佔有率亦逐漸提高，整個組織內部營運開始

步上軌道，組織結構也顯得較結構化與制度化，兩家醫院雖均為第一次簽約，

但距受訪時間已有四年。而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及台南市立醫院二家之

契約生命週期階段特性大多顯示處於成熟期階段，此階段之組織經由初始期、

成長期過程而步入成熟狀態，其中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已為第三次簽

約，與台中是政府之合作契約已十二年；而台南市立醫院亦為第二次簽約，但

合作期間已有十三年。此階段的醫院規模已達最大，其結構與制度有僵化的趨

勢。  

表 4 個案醫院契約生命週期劃分彙整表 

醫院別 

 

特性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復健

醫院 

台南市立 

醫院 

台北市立 

萬芳醫院 

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高雄縣立 

岡山醫院 

高雄市立 

旗津醫院 

組織的結構型態 
官僚化 

分工越細 

官僚化 

分工越細 

正式結構 

部門分工 

正式結構 

部門分工 

正式結構 

部門分工 

正式結構 

部門分工 

報償系統 

完全客觀且

正式的報償

系統、利潤分

享 

開始有系統、 

客觀性報償

系統、以紅利

獎勵 

開始有系統、

客觀性報償

系統、以紅利

獎勵 

開始有系統、

客觀性報償

系統、以紅利

獎勵 

開始有系統、客

觀 性 報 償 系

統、以紅利獎勵

個人主觀性

的報償性系

統 

薪酬 

獎金辦法與

效率和邊際

獲利相結合 

基本薪外，另

依目標達成情

形核發獎金 

基本薪外，另

依目標達成情

形核發獎金 

基本薪外，另

依目標達成情

形核發獎金 

基本薪外，另依

目標達成情形

核發獎金 

以基本薪資

為主(固定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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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別 

 

特性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復健

醫院 

台南市立 

醫院 

台北市立 

萬芳醫院 

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高雄縣立 

岡山醫院 

高雄市立 

旗津醫院 

薪資水準接受程度 最高 略高 略高 較高 較高 較高 

溝通計劃過程 

非常正式溝

通固定年度

計劃 

強調計劃協

調開始預算

計劃 

非常正式溝

通固定年度

計劃 

強調計劃協

調開始預算

計劃 

非正式溝通較

少規劃 

非正式溝通

較少規劃 

正式化程度的堅持 
正式化程度高

堅持程度低 

正式化程度高

堅持程度低 

堅持程度高 堅持程度高 堅持程度低 堅持程度低 

決策方式 
組織領導人

獨斷 

專業管理階

層彼此協商 

專業管理階

層彼此協商

專業管理人運

用分析工具 

組織領導人 

獨斷 

組織領導人

獨斷 

主管角色 專業經理人 專業經理人 策略規劃者 專業經理人 專業經理人 一般通才 

組織成長率 穩定 穩定 快速成長 快速成長 
緩慢逐漸 

成長 

緩慢逐漸 

成長 

組織年齡及規模

大小 

成立時間最

久規模最大 

成立時間最

久規模最大 

成立時間較

長規模較大

成立時間較

長規模較大
年輕、規模小 年輕、規模小 

創新程度 低 低 高 高 高 高 

人力任用 保留優秀人才 保留優秀人才 招募訓練 招募訓練 吸引人才 吸引人才 

人力資源規劃 正式、廣泛 正式、廣泛 正式、廣泛 正式、廣泛 非正式、有限 非正式、有限 

人力培訓 
發展管理人

員培訓 

發展管理人

員培訓 

加強培訓中

階管理人員 

加強培訓中

階管理人員 
甚少 甚少 

績效評估 

個人、團體 

與過去的績

效做比較 

個人、團體 

與過去的績

效做比較 

個人、團體

與過去的績

效做比較 

個人、團體

與過去的績

效做比較 

依部門和公司

與其他公司做

比較 

依部門和公

司與其他公

司做比較 

勞資關係 

維持和諧、控

制員工成本、

提高生產力 

維持和諧、控

制員工成、提

高生產力 

維持和諧、提

振員工動機

及士氣 

維持和諧、提

振員工動機

及士氣 

建立基本理念 建立基本理念 

生命週期階段 

劃分歸類 

14 個構面符

合成熟期 

12 個構面符

合成熟期 

13 個構面符

合成長期 

16 個構面符

合成長期 

11個構面符合

初始期 

14 個構面符

合初始期 

三、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之比較分析 

表 5為個案醫院之控制機制運用類型及程度比較表，由表可知強調採用訓

練控制的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

院等三家；強調採用甄選控制的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台北市立萬芳

醫院、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等四家；採用文化控制的有高雄

市立小港醫院、台南市立醫院、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等四

家；採用科層控制的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台北市立萬芳醫院、高雄

市立小港醫院、台南市立醫院、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等六

家。採用獎酬控制的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台北市立萬芳醫院、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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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小港醫院、台南市立醫院、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等六

家；採用績效報告控制的有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及

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等三家。 

表 5 個案醫院控制機制程度比較表 

醫院別 

 

控制機制 

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

復健醫院

台南市立

醫院 

台北市立

萬芳醫院

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高雄縣立

岡山醫院

高雄市立

旗津醫院 

生命週期階段 成熟期 成熟期 成長期 成長期 初始期 初始期 

輸入控制 

訓練控制 

甄選控制 

 

偏高 

偏高 

 

× 

× 

 

× 

高 

 

高 

× 

 

× 

× 

 

高 

偏高 

行為控制 

文化控制 

科層控制 

 

× 

偏高 

 

高 

略高 

 

× 

極高 

 

略高 

偏高 

 

高 

高 

 

高 

高 

產出控制 

獎酬控制 

績效報告控制 

 

高 

極高 

 

高 

× 

 

高 

極高 

 

偏高 

× 

 

高 

× 

 

高 

極高 

註：高低不同係依據受訪者對各項自評之結果而決定高低程度。 

四、公辦民營醫院績效之比較分析 

六家公辦民營醫院之績效比較如表 6所示，由表可知，六家個案醫院在營

運目標達成度之「績效提昇」一項均呈現高或極高之滿意度，但其中高雄縣立

岡山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在初創期，其業務成長率及佔床率並不理想，所

以其營運目標達成度偏低，其餘個案醫院之營運目標滿意程度都有顯示高度滿

意。 

在營運活動滿意度方面，台北市立萬芳醫院、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及高雄市

立旗津醫院，因醫院地處偏遠或薪資的滿意度因素，而導致護理人員流動率偏

高，而使營運活動滿意度偏低，至於病患滿意度及社區服務程度，皆獲得社區

民眾的肯定與讚賞，滿意程度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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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員工學習成長方面，因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在初創

期，員工平均的年資不高，較少派至院外受訓，所以其外訓進修頻率較低，其

餘個案醫院皆設有教育委員會專責管理員工訓練進修事宜，並明訂進修辦法，

執行成效相當好。 

表 6 個案醫院績效彙整表 

醫院別 

 

績效衡量構面 

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

復健醫院

台南市立

醫院 

台北市立

萬芳醫院

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高雄縣立

岡山醫院

高雄市立

旗津醫院 

營運目標達成度 

績效的提昇 

歷年成長率 

佔床率 

 

高 

高 

87% 

 

極高 

高 

85% 

 

極高 

高 

84% 

 

極高 

高 

82% 

 

高 

偏低 

66% 

 

高 

偏低 

20% 

營運活動滿意度 

員工流動率 

病患滿意度 

社區服務程度 

 

極低 

92% 

極高 

 

極低 

80% 

極高 

 

偏高 

94% 

極高 

 

低 

85% 

極高 

 

略高 

90% 

極高 

 

略高 

80% 

極高 

員工學習成長面 

外訓進修頻率 

全院演講的頻率 

在職進修制度訂定 

 

極高 

極高 

有 

 

高 

高 

有 

 

高 

極高 

有 

 

偏低 

高 

有 

 

低 

偏低 

有 

 

低 

低 

無 

註：高低不同係依據受訪者對各項自評之結果而決定高低程度。 

五、命題發展及討論 

以下針對研究架構，就六家個案醫院的質性資料進行比較分析，以發展出

各種相關的研究命題，並針對研究結果加以討論。六家公辦民營醫院之綜合資

料彙整如表 7所示，並依此進一步發展出研究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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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個案研究結果綜合比較表 

公辦民營醫院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復健

醫院 

台南市立 

醫院 

台北市立

萬芳醫院

高雄市立

小港醫院

高雄縣立

岡山醫院

高雄市立 

旗津醫院 

委託醫院 
中山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

秀傳紀念 

醫院 

台北醫學

大學 

高雄醫學大

學附設醫院

秀傳紀念

醫院 

高雄阮綜合

醫院 

委託醫院 

所有權屬性 
財團法人醫院 私人醫院 

財團法人

醫院 

財團法人

醫院 
私人醫院 私人醫院 

醫

院

特

性 
委託醫院 

評鑑等級 
醫學中心

區域教學 

醫院 

區域教學

醫院 
醫學中心

區域教學

醫院 

區域教學 

醫院 

契約生命週期階段 成熟期 成熟期 成長期 成長期 初始期 初始期 

輸入控制 

訓練控制 

甄選控制 

 

偏高 

偏高 

 

× 

× 

 

× 

高 

 

高 

× 

 

× 

× 

 

高 

偏高 

行為控制 

文化控制 

科層控制 

 

× 

偏高 

 

高 

略高 

 

× 

極高 

 

略高 

偏高 

 

高 

高 

 

高 

高 

控 

制

機

制 
產出控制 

獎酬控制 

績效報告控制 

 

高 

極高 

 

高 

× 

 

高 

極高 

 

偏高 

× 

 

高 

× 

 

高 

極高 

營運目標達成度 

績效的提昇 

歷年成長率 

佔床率 

 

高 

高 

87% 

 

極高 

高 

85% 

 

極高 

高 

84% 

 

極高 

高 

82% 

 

高 

偏低 

66% 

 

高 

偏低 

20% 

營運活動滿意度 

員工流動率 

病患滿意度 

社區服務程度 

 

極低 

92% 

極高 

 

極低 

80% 

極高 

 

偏高 

94% 

極高 

 

低 

85% 

極高 

 

略高 

90% 

極高 

 

略高 

80% 

極高 

員工學習成長面 

外訓進修頻率 

全院演講的頻率 

在職進修制度訂定 

 

極高 

極高 

有 

 

高 

高 

有 

 

高 

極高 

有 

 

偏低 

高 

有 

 

低 

偏低 

有 

 

低 

低 

無 

 

由上表分析，分別說明委託醫院特性、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控制

機制及績效間之關係，並依據個案分析結果提出相關的研究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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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委託醫院特性與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之關係 

委託醫院之所有權屬性分為財團法人之醫學院校附設醫院及私人醫院二

類，經研究發現所有權屬性不同時，委託醫院對公辦民營醫院會強調不同之控

制機制。六家醫院中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台北市立萬芳醫院、高雄市

立小港醫院皆由醫學院校附設醫院來負責營運，在其控制機制的運用上皆同時

採用了甄選控制、科層控制及獎酬控制等三種機制。受委託醫院對三家個案醫

院之員工的甄選、工作規章、薪酬制度等都有嚴格之控管程序，且全由受委託

醫院制訂實施。另外台南市立醫院、高雄縣立岡山醫院、高雄市立旗津醫院皆

由私人醫院來負責營運，在其控制機制的運用上皆同時採用了文化控制及科層

控制二種機制。三家個案醫院之受委託醫院對公辦民營醫院文化與制度的建立

相當重視，有定期之主管訓練，十分重視受委託醫院經營理念之宣示。據此提

出命題 1如下。 

命題 1：公辦民營醫院其受委託醫院之醫院所有權屬性不同時，會強調運用不

同之控制機制。當委託醫院為醫學院附設醫院時，會同時強調運用甄

選控制、科層控制及獎酬控制；當委託醫院為私人醫院時，較強調運

用文化控制及科層控制。 

而委託醫院之醫院評鑑等級分為醫學中心及區域教學醫院二種不同等

級，研究發現評鑑等級不同的委託醫院會強調不同之控制機制。六家個案醫院

中，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為醫學中心，由於在人力

資源規劃上較有足夠之人力安排，在員工的甄選及訓練上對公辦民營醫院皆有

很大的支援，受委託醫院會甄選或訓練較優秀之員工前往受託醫院任職，例如

單位主管的派任及住院醫師的訓練等等，另外亦可發現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

醫院及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在各個工作規範上都有詳細的規定，在預算經費方面

也有嚴格之控制，受委託醫院派員視察相當頻繁，二家受委託醫院亦明訂了薪

酬制度，要求其實行的一致性。至於區域教學醫院方面，台北醫學大學、秀傳

紀念醫院及高雄阮綜合醫院之評鑑等級為區域教學醫院，其中有台北市立萬芳

醫院及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強調甄選控制，從研究發現二家個案醫院亦同時運用

了績效報告控制，受委託醫院相當重視其執行結果。據此提出命題 2。 

命題 2：公辦民營醫院其承接委託醫院之評鑑等級不同時，會強調運用不同之

控制機制。當委託醫院醫學中心時，較強調運用訓練控制及甄選控

制，同時會併用科層控制及獎酬控制相互配合；當委託醫院為區域教

學醫院時，強調併用甄選控制及績效報告控制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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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與控制機制之關係 

從研究個案醫院資料分析發現，公辦民營醫院所選擇之控制機制，會受契

約生命週期階段而影響其選擇及運用。當醫院處於初始期階段，會重視各項制

度之建立及企業文化，因此以行為控制為重點。六家醫院中，高雄市立旗津醫

院及高雄縣立岡山醫院正處於初始期階段，創業唯艱，在有限財力、物力及人

力之下，要締造亮麗業績，實為一大課題；因此受委託醫院控制之重點，為了

奠定醫院的良好基礎，會致力於制度的建立，開辦之初派員訪察之次數也較為

頻繁，對於重大支出的經費也會嚴格控制；另外受委託醫院會希望將其經營理

念及企業文化，經由其挑選之新任主管，宣示讓全院員工有相同的共識，此時

醫院較重視團體績效。而成長期階段，因業務量成長相當地快速，相對的所需

要之人力資源會隨之增加，需要更多優秀之醫療人才，來提供患者更好的醫療

品質，因此以人員之甄選控制為重點。個案醫院中以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及台北

市立萬芳醫院正處於成長期階段，業務量不斷地攀昇，人力成本的支出，為受

委託醫院控制之重點，為節省人力成本，提昇經營績效，其對人員的任用都有

嚴格之評估方式及晉用程序，需報請受委託醫院核准後，方可晉用新人。據此

提出命題 3。 

命題 3：公辦民營醫院處於不同之契約生命週期階段，會影響其選擇控制機制

之運用。當契約生命週期處於初始期階段較強調行為控制；成長期階

段較強調甄選控制。 

另外經訪談發現各公辦民營醫院均有一套完整之作業程序及獎酬制度，且

各項制度及規則皆由委託醫院制訂之，例如有相同的員工工作規範、薪資表等

等。尤其有關於薪資中本俸的核給，都與委託醫院有一致的發放原則，分為不

同職階、職位，而績效獎金、職務加給都有詳細的規定，就連調薪的幅度也會

與受委託醫院相同，據此提出命題 4。 

命題 4：公辦民營醫院之契約生命週期無論處於任何階段，其控制機制較強調

運用科層控制與獎酬控制。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發現每家公辦民營醫院在營運之初，有某些組

織生命週期特性會跳過初始期，而會呈現成長期之特性。例如人力資源管理的

規劃、薪酬制度、決策方式等等，個案醫院中以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及高雄縣立

岡山醫院正處於初始期階段，依理論而言，在薪酬制度應以固基本薪為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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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卻應用了成長期之制度，而設計了依目標達成情形核發獎金之方式，來激勵

員工向上衝刺的動機。 

另一大特色是其主管的角色及組織的決策方式，在初始期的企業其主管多

為一般通才，其決策方式常是以組織領導人獨斷，而在二家初始期個案醫院卻

跳過了此階段，當委託醫院派任主管時是以專業經理人為優先考量，其決策方

式會運用分析工具來評量，且對於計劃的執行，會強調正式的溝通協調，並開

始有預年度算計劃，正式化的程度相當高。其原因可能是因為當政府要將公立

醫院委託營運時，會以目前營運業績優良之民營醫院為優先考量，甚至規定參

與競標者須具有區域教學醫院之資格，所以由訪談過程可發現，承接委託醫院

通常會將其醫院原有之制度及規範，完全運用在公辦民營醫院之管理上，僅容

許作小幅度修訂，甚至要求須完全一致不可任意變更，避免違背原委託醫院之

規定，據此提出命題 5。 

命題 5：公辦民營醫院無論契約生命週期處於任何階，委託醫院通常會將其管

理特性直接移植至公辦民營醫院。 

由本研究得知六家公辦民營醫院，對於所採用之控制機制型態，同時會結

合運用不同的控制機制，而不會僅單採用一種控制機制。例如中山醫學大學附

設復健醫院同時採用了五種控制機制、台南市立醫院同時採用了三種控制機

制、台北市立萬芳醫院同時採用了四種控制機制、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同時採用

了五種控制機制、高雄市立旗津醫院同時採用了五種控制機制、高雄縣立岡山

醫院同時採用了三種控制機制，據此提出命題 6。 

命題 6：公辦民營醫院其控制機制型態，會同時結合併用不同的控制機制相互

配合。 

(三) 受委託醫院特性與醫院績效之關係 

由個案資料分析發現由委託醫院之評鑑等級愈高，其委託經營之公辦民營

醫院之績效也較好，因評鑑等級越高時其在人力、財力上的投入相對會更多，

越能滿足社區民眾之醫療需求，所以在營運目標達成度、營運活動滿意度都可

達到滿意水準，據此提出命題 7。 

命題 7：當委託醫院之評鑑等級愈高時，其所經營之公辦民營醫院之績效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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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階段與績效之關係 

研究結果顯示公辦民營醫院若處在契約生命週期階段之成長及成熟期，其

績效較佳，反之在初始期，其營運目標的達成度及員工的學習成長面之績效較

低，因為開辦之初，須投入很大的人力及物力，民眾的口碑還未建立，所以業

務的成長率是很緩慢的，且人員多聘用已有純熟技術者，較少由自己培訓，所

以在學習成長面會顯得較弱。據此提出命題 8。 

命題 8：公辦民營醫院若處於契約生命週期階段之成長期及成熟期時，其經營

績效較優於初始期。 

另從個案分析中發現，契約生命週期階段處於成熟期之公辦民營醫院，其

經營績效會呈現非常緩慢的成長，甚至有停止成長的現象，最主要原因基於硬

體空間不敷使用，其所有權為政府所有，不可隨意擴建，所以導致病床或治療

空間不夠，使病人久候而招致抱怨，而影響了醫院之經營績效，據此提出命題

9。 

命題 9：當公辦民營醫院之契約生命週期處於成熟期時，其績效呈現緩慢的成

長，甚至有停止成長的現象。 

(五) 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與績效之關係 

本研究分析六家個案醫院間之績效比較發現，雖然可以觀察到各家醫院之

經營績效各有差異，但未能找出不同的控制機制對於績效之間的影響關係，可

能由於受訪象對經營績效的主觀認知及醫院的經營規模大小的差異，使六家公

辦民營醫院彼此間存有很大的標準差距，因此無法顯示出控制機制與經營績效

之間的關係。亦可能係由於前述提及各委託醫院皆是直接將其控制機制移植應

用於公辦民營醫院上，而委託醫院均是具規模的醫學中心及區域教學醫院，各

院均有豐富完整的管理制度及經驗來管理所承接的公辦民營醫院，再加上採用

非財務績效作為衡量，因此無法觀察到控制機制對於績效間的明顯關係。 

伍、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透過個案分析，了解各公辦民營醫院之經營現況，以下說明本研究

主要結論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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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結論 

(一) 委託醫院特性與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及績效之關係 

根據本研究顯示，受委託醫院特性與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之關係，當公

辦民營醫院其受委託醫院之屬性不同時，會強調運用不同的控制機制。同時發

現委託醫院之評鑑等級亦會影響績效，當受委託醫院之評鑑等級越高時，公辦

民營醫院之經營績效越好。 

(二) 公辦民營醫院契約生命週期與控制機制之及績效之關係 

Mitchell and Shortell（2000）在探討有效管理社區醫療夥伴中，認為醫療

夥伴之統治機制及內外在連結程度會因為不同的夥伴處於不同生命週期（導入

期、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可能會有所差異。本研究發現當公辦民營醫院

處於初始階段，其組織結構及制度的建立，大多由受委託醫院直接移植過來，

此階段之控制機制強調行為控制。成長期最大的特徵在於組織規模擴張迅速，

受委託醫院大量投入人力及物力，以因應就醫民眾之需求，此時醫院漸漸瞭解

市場之需求，並能因應不同市場需求而訂出策略，展現出醫院的彈性與效能，

而此階段之控制機制強調甄選控制。而成熟期之公辦民營醫院之組織成長逐漸

趨於穩定，甚至呈現下降的趨勢，最主要原因基於硬體空間不敷使用，而硬體

之所有權為政府所有，不可隨意擴建房舍，所以導致病床或治療空間不夠使

用，導致病人久候而招致抱怨，而影響了醫院之經營績效的成長。 

另外本研究發現，公辦民營醫院之契約生命週期無論處於任何階段，其控

制機制都會強調運用科層控制與獎酬控制。而公辦民營醫院無論處於任何階段

契約生命週期，受委託醫院通常會將其管理特性直接移植至公辦民營醫院。由

於受委託醫院在契約期限屆滿之時，有優先續約經營權，所以不會有投機的行

為出現，受委託醫院會以永續經營的態度來營運執行；相對地，在契約約滿末

期受委託醫院之控制機制並不會有所改變或放鬆。 

另外綜合分析發現，當公辦民營醫院處於初始期時，其經營績效相較於成

長期及成熟期之經營績效差。而成熟期階段，會因醫院硬體不敷使用，使其經

營績效遇到瓶頸，醫療服務量會呈現非常緩慢的成長，甚至有停止成長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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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本研究經過相關文獻回顧、理論架構建立，以及個案分析等過程，經整理

及歸納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在理論上的主要意涵以及在實務上的建議。 

(一) 理論之意涵 

1. 將跨組織合作概念及企業中母子公司控制機制應用於公辦民營醫院 

近年來許多學者進行跨組織合作關係之研究，本研究應用企業管理中之跨

組織合作理論及控制機制之概念，探討承接委託醫院與公辦民營醫院所應用控

制機制概念，發現公辦民營醫院之控制機制正如企業中母子公司控制機制之選

擇運用，擴大管理理論在醫療產業應用的一般性。  

2. 結合生命週期觀點 

經由文獻探討，發現由政府委託經營之公辦民營醫院，是以合作契約的方

式來委託民營機構經營，其營運過程猶如組織之生命週期模型而發展；在先前

的研究中，亦少有學者探討有關醫療產業中跨組織合作關係在不同契約生命週

期模式的研究。而本研究依深度個案分析所提出之命題，亦有助於後續學術研

究之進一步探討。 

(二) 對實務之建議  

1. 對公辦民營醫院的建議 

『公辦民營』醫院的成立，不是為了利潤，而是實踐一份政府未完成之理

想，所以使命尤其重要。確立使命與需求有助於讓醫院專注於特定行動、擬定

能達成既定目標的具體策略、建立一有紀律的組織，專注於少數能為醫院創造

真正貢獻的領域。處在競爭激烈的醫療產業，多數中型醫院都難以生存而遭到

淘汰，個案醫院中亦以中小型醫院較多，為求良好的績效表現，管理階層必需

有強烈的求變意願，從整體而非個別的角度來思考醫院經營的方向，勇於推動

創新的工作，尋求醫療市場的利基，設定目標全心投入以激發醫院發展的潛

力。例如個案中的高雄縣立岡山醫院其創新程度很高，首創異業結盟先例，開

發利基市場，配合社區民眾之需求，調整服務項目，而帶動了醫院的經營活力。 

而設計合適的績效指標，將績效評估與醫院的策略及目標密切連結，是公

辦民醫院高階主管首要的職責，除了讓員工瞭解政府與醫院之契約內容規定及

未來達成的最終結果外；如能在績效評估標準加以訂定，與全體員工透過「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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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程序公平」的管理工具，清楚讓其瞭解醫院對員工的期望以及工

作績效和獎懲的衡量標準，透過醫院管理階層與員工間互信的建立，使得全體

員工深切了解醫院努力的使命策略方向，知道應重視的績效指標，全員一起關

注及要求，視績效為自己的責任，運用有限的資源，來組織人力物力使其發揮

效能，讓公辦民營醫院儘可能地獲得最佳經濟成果。例如個案醫院中，中山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對受託經營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每年都訂定了明確

之營運計劃及績效評估制度，因此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在第二次簽約

時，財務即達到損益平衡，目前其經營狀況每年皆有盈餘。 

2. 對承接委託之民營醫院的建議 

成功企業無不重視企業文化，醫院經營亦同。在公辦民營醫院營運之初，

應重視組織文化的塑造，可提昇員工對組織的承諾，增進員工行為的一致性，

凝聚共識。在個案醫院中，有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台南市立醫院、高雄縣立岡

山醫院，多重視將受委託醫院之企業文化傳承至公辦民營醫院，主管需參加共

同舉辦之主管共識營，以利在推展業務時，減少兩院之間之衝突。 

另外受託醫院對於派駐在公辦民營醫院之高階主管選派亦很重要，領導人

攸關組織整體的績效，在接手經營公辦民營醫院之初，受委託醫院應指派了解

醫院文化及使命，且己經有實際工作表現贏得醫院信任的人，前往接手經營。

草創初期必須確實傳達受委託醫院之理念與目標，讓組織的所有成員知曉及了

解，才能有效的溝通執行。而高階主管對組織文化有重要的影響，透過他們的

言行舉止可建立規範形成企業文化。 

在控制機制之採用方面，於公辦民營醫院成立之初，正式的管理控制機制

不宜太多，以免扼殺了大家的活力與熱情。在初始期階段，應設法建立強而明

確之組織文化以彌補正式制機制之不足，而成長期時，因規模逐漸成長、員工

人數增加，單位權責劃分趨於複雜時，就必須建立一套較完整的控制機制來強

化管理功能。一旦建立了適當的控制機制，在執行上則不應忽略兩院間的溝

通，應藉著各種活動來創造兩院之間的溝通管道，彼此學習、合作、產生共識，

選擇最佳的管道來傳遞訊息。從個案醫院了解，受委託醫院與受託之公辦民營

醫院兩院之間，都時常保持暢通之溝通管道，有非正式的溝通或定期性正式性

的溝通等等，使得每一項任務使命的傳達及發生管理衝突時，皆能在最短時間

獲得解決，提高了組織的經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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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財務預算，因公辦民營醫院之經營須由受委託醫院自負盈虧，為避免受

託之『公辦民營』醫院過度的依賴，使受委託醫院無限制地投入大量財力、人

力，其成就影響了受委託醫院的績效與成敗起伏，『公辦民營』醫院應有獨立

之財務預算，創造發展其獨立性，不要使其位居於附庸地位。 

有關資源分享及整合方面，公辦民營醫院成立之初，受委託醫院需投入大

量之資源，兩院之間若能對資源的運用，加以整合運用互相配合，可增加組織

運作的效率，促進醫院使命的達成。例如個案醫院中，由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院所經營之中山醫學大學附設復健醫院，在資源之運用及功能的互補可說是極

為良好，中山醫學大學設有復健治療學系，擁有最優良之師資，營運中山醫學

大學附設復健醫院之初，中山醫學大學派遣了最優秀之復健團隊(員工有百分

之七十五為大學畢業)，包含有復健專科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等人

員，前往支援其復健醫療業務，讓台中市立復健醫院成為台灣地區最大之復健

中心，也提供了復健醫學系學生良好的實習場所，形成垂直整合之競爭優勢。 

3. 對政府的建議 

『公辦民營』醫院之所以興起，是由於政府之預算及人力有限，無力經營

已建構完成之公立醫院，於是由政府提供硬體，民營醫療機構提供服務經營，

建立了一種長期合作關係。經由個案醫院之深入探討，六家公辦民營醫院都獲

得了社區民眾的認同，有極高的滿意程度，甚至有的個案醫院之經營成果高於

公立醫院，例如高雄市立小港醫院急診業績居高雄市立醫院之冠，大幅超前其

他市立醫院，也帶動醫療社區化主流思潮。足以證明『公辦民營』醫院是值得

採行的制度。 

本研究建議政府應建立一套公私部門合作模式，針對契約內容之規定、簽

約期限及硬體使用費加以統一規範。經由個案訪談了解，每家公辦民營醫院之

簽約期限並不相同，但對續約問題及簽約年限都有相同的意見，就是認為簽約

的年限太短，阻礙了醫院的長期發展，也讓員工在工作權上沒安全感，深怕萬

一無法續約時，工作即失去保障。雖然合約上明訂現有經營績效良好之受委託

醫院可以有優先續約權，但見到委託經營成功的例子，一旦有其他的競爭者的

加入，將使委託的過程成為一場政治的角力。因此『公辦民營』醫院政策需要

一個完整的制度環境，如標準化的成本設計、周密化的法令規章來規範醫療服

務的品質，有賴政府及受委託之民營機構之間共同努力，使這樣的制度選擇可

以創造出政府與受委託者二者雙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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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政府主管機關政亦應建立有效的監督系統，於合約中皆明定公辦民營

醫院必須執行公立醫院服務項目，如提供公共衛生服務、保健站支援服務、疾

病防治等工作，應針對公辦民營醫院之特性，設計一套可以客觀而公開地顯示

其財務運作與經營績效的報表與制度，或進而定期對其服務對象滿意度程度進

行調查。可使公辦民營醫院不失公立醫院的特質，而擁有私人醫院之經營績

效，且可避免落人口舌以圖利財團之說，來打壓『公辦民營』此一制度之實行，

不但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亦可提高醫療品質，充分利用醫療資源。 

(三)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採深度訪談之個案研究，因此在蒐集、分析、推論和命題的建構上，

雖已盡力客觀，但仍可能會受到受訪者當時主觀意識的影響，亦可能某些問題

涉及醫院機密，受訪者很可能會有所保留，進而影響訪談結果。所以對於研究

果是否能擴大應用，有待進一步採量化之研究，建議後續可就本研究所提出之

命題作進一步發展問卷調查的量化方法進行實證研究。 

在績效方面，由於可量化比較的績效指標方面，各家醫院皆列為機密無法

揭露，因此本研究採用主觀績效指標來衡量，但主觀指標會因為受訪者的個人

認知不同，而有不同的滿意度，因而有可能無法真正有效反應該醫院的實際績

效。從六家個案公辦民營醫院間之績效表現上，雖然可以看出各醫院在不同績

效項目之優劣，但由於訪談對象對經營績效認知及醫院的經營規模大小的差

異，使六家公辦民營醫院彼此間具有很高的差距，因此難以進行一致性比較。

後續研究可針對控制機制與績效之關係進行深入的研究，找出更多有效的績效

指標加以修正釐清。 

在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係以受託之公辦民營醫院之觀點來作探討，未來

可思考加入監督的政府委託單位之觀點，以不同的角度來探討，作更深入之比

較分析。在生命週期階段方面，由於國內最早的公辦民營醫院是從 1989年才

開始營運的，迄今僅有十餘年經營期間，故不將組織生命週期階段之「衰退期」

納入研究，後續研究若能在實務上觀察到衰退期之個案，亦可作更完整的深入

探討。 

另外根據學者 Stephen (1998)提出文化可提升組織承諾，增進員工行為的

一致性，對組織大有益處。但若成員共同持有的價值無法協助組織提升效能

時，文化就由組織的資產轉為負債。因此，在公辦民營醫院控制機制型態之運

用上，組織文化應是影響其選擇控制機制型態之重要因素，由本研究經訪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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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無法證實。因為在受委託醫院接受政府之託而簽約營運時，公辦民營醫院

的經營模式應會依照受委託醫院之使命及宗旨來執行，所以受委託醫院的組織

文化會影響到公辦民營控制機制的運用。故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組織文化、控

制機制及經營績效之關係，作更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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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我國公辦民營醫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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