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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體驗、醫病關係品質與忠誠度關聯性之研究 
A Study on Relation of Experiences with Medical Services, the Quality of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Loyalty 

張松山a    張繽云b*    蔡忠榮c    陳虹如d    蔡綵瀅e 

摘要 

隨著醫學科技進步，國民平均壽命延長，民眾就醫需求與健康意識提升，以病人導向為中心的醫

療服務品質會是慢性病患期望與要求。全球約有 6.5億人口被診斷為慢性阻塞性肺病，其耗用醫療費用

相當可觀，必須有效的個案管理及肺部復健介入，來提升自我健康照護能力，有利於改善生活品質。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從病患觀點對於醫療服務體驗的感受與醫病關係品質的影響，進而探討與病患忠誠

度之影響。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南台灣 K醫學中心的病患，研究工具為自編之醫療服務

體驗、醫病關係品質與忠誠度認知量表，採立意取樣，總計發放問卷 80 份，回收有效問卷 67 份，有

效回收率 83.0%，利用 SPSS 23.0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統計分析，以敘述性分析、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

以驗證本研究所提之假設。研究發現病患忠誠度的重要因素，平均值前兩高為：我認為這家醫院服務

態度「親切、有禮」、我認為這家醫院醫療人員的專業，給人感到信任。結論為：(1)本研究各研究變

項相互間兩兩相關；(2)醫療服務體驗對醫病關係品質具正向顯著影響；(3)醫療服務體驗、醫病關係品

質均正向影響忠誠度。實證研究結論與建議，提供相關單位發展出醫療品質指引與未來學術研究參考。 

關鍵字：醫療服務、體驗行銷、關係品質、忠誠度、肺部復健 

ABSTRACT 

With progress in medic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verage life span of people has increased. With 

increasing medical demand and health awareness,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 has become patient oriented to 

meet the expecta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patients. About 650 million people global were diagnosed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nd resulting in medical costs huge, must promote effective the case management 

an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to enhance self-health care capacity,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patient's view on the medical service 

experience and quality of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then verify the impact on patient loyalty. In This study, 

the questionnaire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Patients were enrolled from South Taiwan Medical Center. The 

research tools were self-compiled medical service experience cognitive scale and conception sampling is the 

principle. We had completed total 80 valid questionnaires and 6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rieve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is 83.0%. SPSS 23.0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The results are presented as narrative 

analysi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demonstrate the hypothesis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e 

study found the medical service experienc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ositive impact the quality of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and patient loyalty, the average high for the first two: “I think service attitude of this hospital are 

kind and polite”. “I think I can trust the hospital medical staff”. In conclusion, (1) the variants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2) the experience in medical servi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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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3) the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 experience module and quality of 

physician-patient relationship conditions positively affect the loyalty. The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study can provide relevant units to develop the medical quality guidelines and future academic research 

reference. 

Keywords: Medical services, Experiential marketing, Relationship quality, Loyalty,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1. 緒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及研究目的為本緒論探討重

點，分別敘述如下。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醫療科技進步，國民平均壽命延長，民

眾就醫需求與健康意識的提升，醫療服務品質會

是慢性病患期望與要求。全球約有6.5億人口診斷

為中、重度慢性阻塞性肺病，每年超過三百萬人

死於此種疾病 (WHO, 2015)，其耗用醫療費用相

當可觀，必須有效的疾病管理及衛教介入，依據 

COPD GOLD Guidelines (2015)，慢性阻塞性肺病

的肺部復健扮演很重要的一部分，能夠降低住院

率及死亡率 (Puhan et al, 2011)，提升自我健康照

護能力，有利於改善生活品質 (Liu et al., 2008)。

在臺灣40歲以上成人中，平均每6~8人就有1人罹

患慢性肺部疾病。我國自民國八十四年實施全民

健康保險，不僅提升民眾就醫可近性且大幅降低

就醫經濟障礙，再加上交通便捷、醫療機構普遍

化，醫療服務傳遞過程中與民眾對於服務認知與

期望的差距，容易產生醫療糾紛與誤解，進而對

醫院形象負面評價 (Esgate, 2002; 吳萬益，1995；

程永明，2009)，因此，值得深入探討，藉以探討

醫學中心的醫療服務體驗等相關因素，提供醫院

管理者與醫療服務單位做為良好醫病關係與醫院

專業形象之參考，並進而提升全面照護品質更凸

顯其重要性，為本研究的動機。 

醫療服務具有其不確定性、特殊性及非營利 

(Zeithaml, 1981)、專業性等特色(蘇武龍，2000)。

隨著台灣民眾自我權益的提升，以病人導向為中

心，民眾在醫療資訊嚴重不對稱的情境，面臨身

體健康與生命受到威脅，依賴醫師、醫療人員的

專業建議，遵從接受醫學照護來恢復健康。透過

醫療服務過程感受醫師、醫療服務人員的專業素

養及服務態度等會影響就醫選擇 (Schmitt, 2003；

翁瑞宏等人，2004；何雍慶等人，2013)。醫療服

務人員，了解病患需求並回應，經由服務傳遞為

顧客創造價值，提升病患滿意度 (Jennings et al., 

1994)，維持良好的醫病關係互動也有助於治療決

策及治療結果 (Kim et al., 2004;翁瑞宏等人，2006

；翁瑞宏等人，2008；李尹暘與林麗娟，2008；

李淑芳與謝世榮，2009； Stavropoulou, 2011)。病

患的高度認同，產生高度的體驗價值。有助提昇

醫院與病患間之關係品質有正向影響，定期追蹤

並承諾遵從相關醫囑，進而提升再回診意願與影

響其醫院忠誠度，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 

(Garbarino, 1999;姜立新，2008；林宣均，2008；

李淑芳與謝世榮，2009；王嵩竑、林晉鋒，2012)

。目前較少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在醫療服務

過程中，病患接受「醫療服務體驗」的實際感受

來深入探討，結合「醫病關係品質」、「病患忠

誠度」之探討，所以探討「醫療服務體驗」、「

醫病關係品質」與「病患忠誠度」整合模式及驗

證其影響力與預測力，實有其研究探討之必要性

與重要性。 

醫療服務過程，病患或家屬之實際感受的因

素，感受就醫經驗所形成的附加體驗價值，將影

響事後的滿意度、信任(蔡語涵，2016)，因此醫療

經營者更需要瞭解體驗行銷在環境當中的重要性 

(Yelkur, 2000)，提供符合民眾需求的服務品質、

強化顧客關係管理，對內重視醫療照護品質，對

外則以病人為中心，提供未來醫院為醫療機構院

管理者能永續經營的管理策略。學者提出服務行

銷來傳達醫療服務，有效降低病患接受醫療服務

的風險及負面情緒，提高顧客滿意度、就醫意願

與醫院形象 (O’Connor, 1988;陳桂英，2007)。 

1.2. 研究目的 

綜觀國內、外文獻鮮少有關慢性疾病患者的

醫療服務體驗、醫病關係品質與忠誠度關聯性之

研究，非常值得我們加以深入探討。綜合上述研

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目的為：一、探討「醫療

服務體驗」之各變項相互間之關聯性。二、驗證

「醫療服務體驗」對於「醫病關係品質」的影響

程度。三、驗證「醫療服務體驗」對於「病患忠

誠度」的影響程度。四、驗證「醫病關係品質」

對於「病患忠誠度」的影響程度。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依據主題與研究目的等將相關文獻分

成三部分來探討，分別是醫療服務體驗、關係品質

與忠誠度等。 

2.1. 醫療服務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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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受學者廣泛採用的是 Schmitt (1999)所

提出用來衡量體驗行銷的工具，稱之為「策略體

驗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SEMs)，

如圖1所示，分別為感官、情感、思考、行動、關

聯體驗等五個構面。 Schmitt (2000)提出，若要達

成營造上述這五項體驗的目標，還要運用體驗媒

介，分別為：溝通、口語與視覺識別、共同建立

品牌、空間環境、媒體、網站與人。國內僅有幾

篇研究，從策略體驗模組正向影響病患就醫意願

、情感態度關聯性，會依據人口背景特性在醫療

服務體驗上有顯著的差異(何雍慶等人，2005；何

雍慶等人，2006；何雍慶等人，2013)。而醫療服

務體驗經過證實能廣泛應用不同醫療場域以門診

、兒科、住院病患、血液透析病患、呼吸器依賴

病人、產科、健康檢查中心、醫學美容消費者、

復健科等都有文獻探討(林婷鈴等人，2010；徐偉

華，2011；江雅惠，2011；陳秋梅等人，2011，

2012；賴宜君，2012；王慧婷，2013；蘇子炘，

2013，翁瑞宏，2012；蘇子炘，2016；崔雅潔，

2013；林錦文，2014；翁瑞宏，2014)。而相關文

獻探討醫療服務體驗對於醫師關係品質造成顯著

正向影響(林永宗，2009；程永明，2010)，而病患

接受醫療服務體驗的期望與真實感受，因得到健

康照護而創造體驗價值，也有助於治療決策及結

果(翁瑞宏等人，2006；翁瑞宏等人，2008；李尹

暘與林麗娟，2008；李淑芳與謝世榮，2009； 

Stavropoulou, 2011)，進而定期追蹤並承諾遵從配

合相關醫囑，會影響其醫院再選擇性及正向口碑

(翁瑞宏，2014)。 

本研究從醫學中心附屬肺部復原中心之「病

人觀點」著手探討，進而探討「醫療服務體驗」

，有關「醫療服務體驗」研究變項，採用學者林

永宗(2009)所發展之醫療服務體驗評估指標，衡

量模式的五個構面與 Schmitt (1999)所提出的體

驗行銷為理論基礎，並參考相關文獻 (Ho et al., 

2006;何雍慶等人，2005；楊心貝，2008；蘇子炘

，2006)及實證研究結果修改而成，本研究將肺部

復原中心之「醫療服務體驗」分別為「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思考體驗」、「行動體驗

」、「關聯體驗」等五構面。 

 
圖 1 策略體驗模組 

2.2. 關係品質 

普遍受學者廣泛採用的是 Cosby et al. (1990) 
提出「關係品質」(relationship quality)，衡量關係

程度與強度的重要指標，由滿意、信任與承諾所

組成。顏如娟等人(2007)認為醫病關係隨著時代

而有轉變，從傳統醫師為主導者的父權模式轉變

成醫病共同決策模式。在醫療產業中，醫病關係

品質是以病患觀點，接受醫療服務後，感受到醫

療人員的同理心，相信醫師及相關醫療人員以提

供專業知識，讓病患能夠信賴醫療人員(陳慧如、

吳綺蓁，2010)，承諾持續選擇該醫師、醫院之醫

療照護服務，以病患之滿意度及信任作為醫病關

係品質的衡量(翁瑞宏等人，2006；黃金安，2007)

，可以做為醫療服務品質的評值指標。而學者黃

旭男、張維容(2014)，提出衡量醫病關係品質包含

信任、滿意度與及承諾等三構面的量表。國內、

外相關研究文獻探討，病患與醫療機構及相關醫

療人員維持良好的醫病關係品質，即代表有較高

的滿意、信任與承諾。多篇文獻結果發現病患整

體滿意度與再選擇就醫的意願之間呈現顯著的正

相關  (O、Connor, 1991; Woodsid et al., 1989; 
Ruberton, 2016)。維持良好的醫病關係互動也有助

於治療決策及治療結果  (Kim et al., 2004; 

Stavropoulou, 2011;翁瑞宏等人，2006；翁瑞宏等

人，2008；李尹暘、林麗娟，2008；李淑芳、謝

世榮，2009)，定期追蹤並承諾遵從相關醫囑的高

度配合，日後會影響其醫院再選擇性及正向口碑

。 

本研究係針對肺部復原中心加以研究，進而

建構「醫病關係品質」研究變項，採用黃金安

(2007)、翁瑞宏等人(2008)所發展之醫病關係品質
評估指標，衡量兩個構面與 Crosby et al. (1990)、 

Parsons (2002)所發展之關係品質為理論基礎，並

參考相關文獻及實證研究結果修改而成，本研究

將「醫病關係品質」的衡量構面分為：醫療人員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九期  106.09 

58 

 

滿意度、醫療人員的信任，醫療機構滿意度、醫

療機構的信任等四構面，問卷得分愈高，表示滿

意度愈高。 

2.3. 忠誠度 

普遍受廣泛被討論與應用的是  MacStravic 

(1994)所提出的「顧客忠誠度」(customer loyalty)

，通常指的是有再購意願或將產品介紹給其他人

。在忠誠度相關研究文獻中，包括再購意願、交

叉性購買、向人推薦及價格容忍度等四項構面 

(Newell, 2001)。由於醫療服務失誤，導致民眾會

將其所獲得的不愉快經驗告訴周遭 10 到 15 人

之多，所造成之負面口碑及醫療糾紛，更具殺傷

力(吳萬益，1995)。醫療業屬於高信任特性，服務

口碑常成為民眾選擇醫療院所的依據。國內、外

相關研究文獻探討，病患基於健康問題，再度選

擇醫師以及正向推薦 (Peliter, 1999；翁瑞宏等人

，2008；李淑芳、謝世榮，2009），受到醫療服

務品質與滿意度之影響。藉由病患接受醫療服務

的認知，對於醫療人員的信任會正向影響口碑行

為、創造服務價值，強化醫療機構(醫師或醫療人

員)間的關係連結(何雍慶等人，2005；鄭雪敏，

2006；李尹暘等人，2008；李淑芳等人，2009；

翁瑞宏，2012；何雍慶，2013)，持續提升顧客對
該服務提供者所屬機構之忠誠度(程永明，2010)。 

本研究係針對肺部復原中心加以研究，進而

建構「病患忠誠度」研究變項，採用翁瑞宏(2004)

、翁瑞宏等人(2006)所發展之忠誠度評估指標，衡

量兩項構面與 Peliter et al. (1999)，所發展之病患

忠誠度為理論基礎，並參考相關文獻及實證研究

結果修改而成，本研究將「病患忠誠度」的衡量

構面分為：再度選擇行為、正向口碑推薦等兩項

構面，而此兩項構面又受性別、年齡、婚姻狀況

、職業、教育程度、就醫費用優惠、自覺嚴重度

、到院花費交通時間、是否有慢性疾病、優先醫

院等級、一年就診次數、看診醫院數、月收入、

得知資訊來源等十四個變數影響。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與抽樣調查 

根據研究目的與綜合相關文獻探討所得到之

結果，本研究採用 Schmitt (1999)、林永宗(2009)

所提出之「醫療服務體驗」做為模式框架，構面

為「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與「關聯體驗」等五個子構面，

再加入「醫病關係品質」（包含「醫療人員滿意

度」、「醫療人員的信任」、「醫療機構滿意度

」與「醫療機構的信任」等四個子構面、進而影

響「病患忠誠度」之構面（包含「再選擇行為」

、「正向口碑」等兩個子構面），整合成為本研

究架構，如圖2所示： 

本研究範圍與主要研究對象為南台灣 K醫

學中心的病患。在研究設計上，本研究採橫斷面

研究設計，計畫主持人與研究人員將事先取得醫

學中心之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收案對象為年齡

20歲以上，意識清楚且有意願參與本研究者，取

得病患同意後才進行問卷調查。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的初步探討，

提出如下研究假設： 

假設1：「醫療服務體驗」、「醫病關係品質」、

「病患忠誠度」各變項相互間具關聯性。 

假設2：「醫療服務體驗」對於「醫病關係品質」

有顯著影響。 

假設3：「醫療服務體驗」對於「病患忠誠度」

有顯著影響。 

假設4：「醫病關係品質」對於「病患忠誠度」

有顯著影響。 

 

 

圖 2 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變項與構面衡量 

本研究量表包括基本資料、醫療服務體驗、

醫病關係品質與忠誠度等量表。基本資料除了性

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婚姻狀態、罹患慢

性疾病、個人月收入等題項外，還包含就醫費用

優惠、罹患慢性疾病、自覺嚴重度、到醫院所需

交通時間、一年內至該醫院就診次數、曾就醫醫

院數等就醫特性題項。醫療服務體驗量表參考學

者 Schmitt (1999)體驗行銷理論，採用翁瑞宏等人

(2008)；林永宗(2009)所提出「醫療服務體驗」量

醫療服務體驗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 

關聯體驗 

H2 

H3 

醫病關係品質 

醫療人員滿意度 

醫療人員的信任 

醫療機構滿意度 

醫療機構的信任 

病患忠誠度 

再選擇行為 

正向口碑 

H4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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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經篩選潤飾後，形成本研究之量表題項，分

成「感官體驗」、「情感體驗」、「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與「關聯體驗」等五個衡量構面

。而醫病關係品質量表乃參考學者 Crosby et al. 

(1990)、 Parsons (2002)所提出的關係品質為理論

基礎，採用黃金安(2007)、翁瑞宏等人(2008)對「

醫病關係品質」構面之研究，經篩選潤飾後，形

成本研究「醫病關係品質」量表，可分為「對醫

療人員滿意度」、「對醫療人員的信任」、「對

醫療機構滿意度」與「對醫療機構的信任」等四

個構面。而「病患忠誠度」量表參考 Peliter et al. 

(1999)所發展之病患忠誠度為理論基礎，參考翁

瑞宏(2006)、翁瑞宏等人(2008)之相關文獻，所提

出之「病患忠誠度」問卷量表，經綜合歸納潤飾

後，形成本研究「病患忠誠度」之量表，可分為

「再度選擇行為」與「正向口碑」等兩個構面。

本問卷各量表之選項依問題性質而定，總共有7個

選項，分別採用 Likert式七點量表計分，得分從

7至1分，代表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 

問卷設計完成後，先邀請國內科技大學商業

管理、科技管理與內科醫學主治醫師等6位專家學

者檢測問卷量表之效度，6位專家通過一致性檢定

，表示本量表內部一致性良好。並於2016年09月

選定 K醫學中心實施前測，總計發放30份，共得

有效問卷28份。回收樣本經項目分析(刪除B04及

C03等2題)、因素分析後共得3個因素，分別將因

素命名為醫療服務體驗、醫病關係品質、病患忠

誠度，另外醫療服務體驗構面又分為感官、情感

、思考、行動與關聯體驗等5個構面。採 L. J. 

Cronbach所創之 Cronbach’s α係數考驗各量表因

素間的內部一致性，各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

從.810到.908，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值為.902，

顯示全部量表具內部一致性，最後問卷題數48題

。 

4. 資料分析與討論 

4.1. 樣本結構與特性 

本研究於106年9月10日至106年3月10日進行

正式問卷的施測與回收，總計回收問卷80份，共

收回80份問卷，回收率達100%，扣除問卷題項漏

答或填寫不清楚的無效問卷13份，經初步篩選後

，總計有效回收數67份(男生31份，女生36份)。年

齡以65歲以上36人為最多，25歲以下3人為最少；

學歷沒有明顯差異，以國中 (含 )以下24人 (占

35.8%)為主，高中職20人(占29.9%)，專科、大學

23人(占34.3%)；職業以退休有44人(占65.7%)為最

多，軍公教有1人(占1.5%)為最低，其次為服務業

11人(占16.4%)、自由業6人(占9%)、學生3人(占

4.5%)、製造業2人(占3%)；婚姻狀態以已婚43人(

占64.2%)為最多，其次為未婚13人(占19.4%)，喪

偶7人(占10.4%），離婚4人(占6.0%)為最低，沒有

就醫費用優惠為34人(占50.7%），表示大部分病患

就醫最主要目的還是以醫學中心能提供先進的儀

器設備為主，而65歲以上免掛號費的優惠有31人

(占46.3%)；病患優先選擇醫院以醫學中心59人(

占88.1%)為最高，其次為地區醫院7人(占10.4%)

次之，區域醫院1人(占1.5%)為最低；到醫院花費

交通時間，以30分鐘以內46人(占68.7%)為最多，

表示大部分病患就醫的優先選擇是高雄市可近性

為主，其次以30分~1小時17人(占25.4%)，而2~3

小時1人(占1.5%)為最低，願意花時間到外縣市接

受更好的醫療服務；至於一年內看診次數為11~19

次26位(占38.8%)，最主要的就醫目的是自身有慢

性肺部疾病45人(占67.2%）必須定期門診追蹤，

其次為一年內看診20次以上19人(占28.4%)，一年

內看診次數5~10次12人(占17.4%)，一年內看診次

數1~4次10人(占14.9%)為最低；得知肺部復原中

心的資訊來源以曾經就醫經驗42人(占62.7%)為

最多，其次為父母、親友、醫院員工推薦有23人

(占34.3%)，電視、報章雜誌1人(占1.5%)為最低，

所以醫院門診資訊的行銷策略需再加強宣導。基

本資料之分析情形，詳如表1所示。 

表 1 人口變項統計表(N=67) 

人口統計變數    類別名稱 個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1 46.3% 

女 36 59.7% 

年齡 

25歲以下  3  4.5% 

25~35歲  4  6.0% 

36~45歲  6  9.0% 

46~55歲  5  7.5% 

56~65歲 13 19.4% 

65歲以上 36 53.7% 

學歷 

國中(含)以下 24 35.8% 

高中職 20 29.9% 

專科、大學 23 34.3% 

職業 

學生  3  4.5% 

服務業 11 16.4% 

軍公教  1  1.5% 

製造業  2  3.0% 

自由業  6  9.0% 

退休 44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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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口變項統計表(N=67)(續) 

人口統計變數    類別名稱 個數 百分比 

婚姻狀態 

未婚 13 19.4% 

已婚 43 64.2% 

離婚  4  6.0% 

喪偶  7  10.4% 

就醫費用優惠 

免掛號費 31 46.3% 

全免  2  3.0% 

無 34  50.7% 

罹患慢性病 

(可複選) 

高血壓 23 34.3% 

糖尿病 11 16.4% 

心臟病  9  9.0% 

腎臟病  1  1.5% 

慢性肺部疾病 45 67.2% 

自覺疾病嚴重 

非常輕微 4 6.0% 

輕微 6 9.0% 

普通 34 50.7% 

嚴重 19 28.4% 

非常嚴重  4  6.0% 

優先選擇醫院 

醫學中心 59 88.1% 

區域醫院 1 1.5% 

地區醫院 7   10.4% 

醫院所花費的

交通時間 

30分鐘以內 46 68.7% 

30分~1小時 17 25.4% 

1~2小時 3 4.5% 

2~3小時 1 1.5% 

一年看診次數 

1~4次 10 14.9% 

5~10次 12 17.9% 

11~19次 26 38.8% 

超過20次以上 19 28.4% 

看診醫院數 

1~3家 60 89.6% 

3~5家 5 7.5% 

6家~10家 2 3.0% 

個人月收入 

2萬元以下 42 62.7% 

20001~40000元 10 14.9% 

40001~60000元 10 14.9% 

60001~80000元 5 7.5 % 

得知肺部中心

的資訊來源 

(可複選) 

父母、親友介紹 13 19.4% 

曾經就醫經驗 42 62.7% 

電視、報章雜誌 1 1.5 % 

醫師知名度 1 1.5 % 

醫院員工推薦 10 14.9% 

4.2. 多元常態、極端值與違犯估計檢定 

本研究回收樣本統計：各題項最小值均為1，

最大值均為7，平均值以「我認為這家醫院的服務

態度親切、有禮」、「我認為醫療人員的專業，給

人感到信任」的6.9為最高、「整體而言，這次就醫

經驗感到愉快。」次之與「我很滿意這次的醫療

服務過程，有充足時間。」為第三高、「這家醫

院給人感到便利 (如：交通方便、好停車、離家近

)。」的6.21為最低。變異數介於.015~1.259之間。

本研究偏態絕對值介於.20~.293之間，峰度介於

.011~.578之間，符合 Kline (2005)所提出單變量

常態標準，偏態絕對值於2以內，峰度絕對值於7

以內，符合學者對於常態分配的要求。從變異數

的報表結果顯示，本研究所有的誤差變異數均為

正值，沒有負值出現；所有的誤差變異數均顯著

，表示每個誤差變異數存在；迴歸估計值並沒有

超過.95甚至1以上；沒有過大的標準誤，符合相關

學者建議 (Hair et al., 1998;陳寬裕、王正華，2010

；張偉豪，2011)。所以本研究模型沒有違犯估計

的情形發生。 

4.3. 各構面信度分析 

本研究各構面之信度值介於.713與.908之間，

均大於 .6，符合  Guilford (1965) 與  Nunally 

(1978) 認為 Cronbach’s α 係數值若在.7以上就

算是高信度的表徵，若係數小於.35則表示內部一

致性低，意即低信度的表徵，也有學者認為當 

Cronbach’s α 值大於 .6時仍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Jome & James，1979; Fornell et al., 1981)，表示本

研究模式內部一致性良好。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作為主要的信度檢驗指標。各構面信度檢測結

果，如表2。 

表2 研究模式各構面之平均值、標準差、信度分

析 (N=67) 

構  面 平均值 標準差 Alpha (>.70) 

醫療服務體驗 

sev1 

 

6.88 

 

.291 

.713 

sev2 6.96 .985  

sev3 6.85 .322  

sev4 6.73 .403  

sev5 6.59 .600  

醫病關係品質 

qu1 

 

6.96 

 

.145 

.839 

qu2 6.95 .173  

病患忠誠度 

    lov1 
 

6.82 

 

.436 

.908 

    lov2 6.79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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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關分析-醫療服務體驗對關係品質各次構

面間之相關性 

根據表3的各構面 Pearson相關係數的檢定，

可得知「醫療服務體驗」之構面與醫病關係品質

之構面與病患忠誠度構面之間的相關係數均達顯

著水準，顯示各變項相互間具有關聯性，研究假

設一獲得驗證。

表3 測量模式相關係數 

構   面 題數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思考體驗 行動體驗 關聯體驗 
醫病關係 

品    質 

病患 

忠誠度 

感官體驗 6        

情感體驗 6 .630
**       

思考體驗 4 .613
** .548

**      

行動體驗 3 .346
** .379

** .560
**     

關聯體驗 6 .302
* .365

** .436
** .404

**    

醫病關係 

品    質 
15 .379

** .341
** .343

** .278
* .862

**   

病患忠誠度 8 .499
** .419

** .508
** .457

** .814
** .792

**  

註: * p< .05  ** p < .01。 

4.5. 驗證研究假設-醫療服務體驗對醫病關係

品質之因果關係 

本研究使用迴歸分析的一般線性迴歸檢定，

多元共線性，可藉由相關係數、允差、變異膨脹

因子(VIF)來檢定，若相關係數過高或殘差小於.1

或VIF大於10，則有共線性的問題，需進行刪除或

調整(俞洪亮等，2010)。 

假設二：醫療服務體驗對醫病關係品質有正

面的影響  

根據表4，以瞭解醫療服務體驗與醫病關係品

質之構面間關係，本研究以醫療服務體驗的構面

為自變數，對於醫病關係品質的構面進行迴歸分

析。結果顯示，自變數的構面之 VIF值均小於10

，自變數間並無共線性問題（表4）。在醫療服務

體驗之構面與醫病關係品質之間具有顯著影響(P 

值<.05)，本研究的調整後迴歸相關係數 Adjusted 

R2為.457，β 值發現重要的預測變項醫療服務體

驗(β=.682)，故本研究資料分析結果顯示，主要影

響醫病關係品質之重要因素為醫療服務體驗。綜

合以上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假設二

：醫療服務體驗對醫病關係品質有正面的影響，

則假設為部分成立。總體而言，瞭解病患在肺部

復原時，可透過強化不同形式的感官因素如：柔

和的燈光、輕鬆的音樂、親切、有禮的口語問候

，思考體驗可張貼肺部復原的運動衛教海報等相

關資訊，來獲取更高的體驗價值。 

表4 醫療服務體驗對醫病關係品質之迴歸分析表 

依變數 

 

自變數 

醫病關係品質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VIF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常數) 1.280  .739  1.732 .088  

醫療服

務體驗 
 .816  .109  .682   7.522*** .001 1.000 

模式 Adj-R2=.457      F=56.576      P=.000 

註：1.依變數：病患忠誠度 

2. ***為 p< .001，共線性 VIF：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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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的

假設二：醫療服務體驗對醫病關係品質有正面的

影響，則假設為成立。 

假設三：醫療服務體驗對忠誠度有正面的影

響  

根據表5，以瞭解醫療服務體驗與病患忠誠度

間之關係，本研究以醫療服務體驗的構面為自變

數，對於病患忠誠度的構面進行迴歸分析。結果

顯示，自變數的構面之 VIF值均小於10，自變數

間並無共線性問題（表5）。在醫療服務體驗的構

面與病患忠誠度的構面之間具有顯著影響(P 值

<.05)，本研究的調整後迴歸相關係數 Adjusted R2

為.618，β 值發現重要的預測變項醫療服務體驗

(β=.790)，故本研究資料分析結果顯示，主要影響

病患忠誠度之重要因素為醫療服務體驗。綜合以

上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假設三：醫

療服務體驗對病患忠誠度有正面的影響，則假設

為部份成立。總體而言，瞭解病患在肺部復原時

，最終是想要獲得改善健康及生活品質，避免疾

病急性惡化、再次住院。而醫療機構可以提供電

話預約，避免久候、門診資訊系統的APP，查詢看

診進度、提供居家的肺部復健手冊等相關資訊，

提高病患配合醫囑的遵從性，進而獲取對醫院形

象的認同及正向口碑。 

表5 醫療服務體驗與病患忠誠度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病患忠誠度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VIF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常數) -1.693 .820     -2.065 .043  

醫療服務體驗 1.249 .120  .790  10.377*** .000 1.000 

模式 Adj-R2=0.618      F=107.686      P=.000 

註：1.依變數：病患忠誠度 

2. ***為 p< .001，共線性 VIF：通過 

假設四：醫病關係品質對忠誠度有正面的影

響  

根據表6，以瞭解醫病關係品質與病患忠誠度

間之關係，本研究以醫病關係品質的構面為自變

數，對於病患忠誠度的構面進行迴歸分析。結果

顯示，自變數的構面之 VIF值均小於10，自變數

間並無共線性問題（表6）。在醫療服務體驗的構

面與病患忠誠度的構面之間具有顯著影響(P值

<.05)，本研究的調整後迴歸相關係數 Adjusted R2

為.621， β值發現重要的預測變項醫病關係品質

(β=.792)，故本研究資料分析結果顯示，主要影響

病患忠誠度之重要因素為醫病關係品質。綜合以

上多元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的假設四：醫

病關係品質對病患忠誠度有顯著正面的影響，則

假設為成立。 總體而言，醫療人員服務接觸時給

予問候、減少病患的負面情緒，而醫院經營者若

瞭解病患就醫需求來增加電腦自動掛號系統、自

動繳費系統、免費接駁車資訊、遠距健康監控系

統等導入資訊科技等顧客管理，這是與舊有顧客

維繫良好關係的顧客連結，提高對醫院形象認同

、日後就醫需要時的再選擇意願。

  



醫療服務體驗、醫病關係品質與忠誠度關聯性之研究 

63 

 

表6 醫病關係品質與病患忠誠度之迴歸分析 

依變數 

自變數 

病患忠誠度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值 P 值 VIF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常數) -.347  .685  -.506 .614  

醫病關係品質 1.047  .100  .792 10.454   .000*** 1.000 

模式 Adj-R2=.621      F=109.279      P=.000 

註：1.依變數：病患忠誠度 

2. ***為 p< .001，共線性 VIF：通過 

4.6.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本研究經實證研究結果驗證假設一、二、三

、四等假設為成立與部份成立，研究假設驗證結

果彙整表，如表7。

表7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驗證結果 

假設一 醫療服務中「策略體驗模組」之各變項間具關聯性。 成立 

假設二 醫療服務體驗對於「醫病關係品質」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部份成立 

假設三 醫療服務體驗對於「病患忠誠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部份成立 

假設四 醫病關係品質對於「病患忠誠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成立 

5.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除驗證各假設皆成立之外，並將研究

發現與建議結合實務提供研究結果與管理意涵及

未來研究建議，分別敘述如下。 

5.1. 研究結論與管理意涵 

本研究結論發現「醫療服務體驗」對「醫病

關係品質」與「病患忠誠度」皆有顯著影響，確

實可以運用在臨床實務面。而「醫療服務體驗」

與「醫病關係品質」皆能有效預測「病患忠誠度

」。本研究實證結果驗證了 Schmitt (1999)的「策

略體驗模組」(SEMs)以及多位學者(林永宗，2009

；翁瑞宏，2012)的研究。醫療服務體驗可透過不

同形式體驗，如醫病互動的過程以感受到體驗價

值，進而達到良好的醫病關係品質的實務運用。

在管理實務上，肺部復原中心應針對病患需求，

持續以光線明亮的環境、輕鬆悅耳的音樂、動線

標示清楚的軟硬體設備等「感官體驗」，來營造一

個舒適的環境，讓病患藉由不同感受來放鬆心情

、減輕焦慮及身體不適。醫療服務過程中，與醫

療人員互動、教導健康知識，對於醫病關係品質

皆有顯著正面影響。而「醫院交通便利、好停車

、離家近」項目的「關聯體驗」，對滿意度有顯著

負面影響，醫療機構應針對慢性疾病病患需求，

持續改善各種體驗因素、醫療機構軟硬體設備與

門診資訊 e化系統導入，營造一優質之友善醫療

環境。 

本研究結論發現「醫病關係品質」對「病患

忠誠度」有顯著影響。本研究實證結果驗證了 

Peliter et al. (1999)「病患忠誠度」以及多位學者(

林永宗，2009；翁瑞宏，2012)，醫療人員的服務

態度與專業能力非常重要，提供更符合病患的就

醫需求服務，病患每周兩次來肺部復健中心，因

此與醫療人員建立特殊的醫病關係的緊密性。當

慢性肺病患者急性發作時，身體生理會有緊急狀

況發生，醫療人員必須即時察覺，解決病患問題

，有助於醫療服務品質及醫療照護品質的提升，

而本研究以量化研究，建立肺部復健中心醫療服

務體驗構念與量表，有利後續實證研究。透過醫

院信譽與形象，將會是病患再度選擇之考量，也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九期  106.09 

64 

 

是影響醫療機構長期經營的成功關鍵，可做為未

來學術研究與醫院管理實務之參考。 

5.2.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限於研究經費和人力，抽樣對象只能

針對南台灣 K醫學中心進行研究資料收集，故研

究結果只能代表該醫學中心病患的意見，無法評

估地域上之差異性，後續研究若要推論至其他醫

院，待進一步收集大規模的樣本及針對其他不同

領域之醫療服務接受者進行研究，探討其差異性

。台灣現今醫療環境因網路資訊科技發達，台灣

地小距離近，中、小型醫療保健體系的經營模式

和門診量勢必受到衝擊，建議介入健保給付外的

合理自費項目，提升自我健康管理及遵從性，(如

:遠距醫療照護中心、居家運動訓練計畫)，這樣的

創新服務市場方式，也可擴大採用北、中及東部

等不同地區之醫學中心，做為研究樣本，以提升

研究結果的廣度與深度，讓研究結果更具推論性

，以便能更完整釐清不同類型的醫療服務體驗感

受，對於醫病關係品質及忠誠度的影響。另外，

患者需定期復健追蹤，再加上問卷牽涉病患隱私

，需先取得病患同意書，病患有可能隱瞞或拒絕

填寫，也造成實際體驗結果產生偏差。 

最後，本研究在醫療服務體驗之相關領域中

，屬先鋒研究 (Pioneer Study)，需自行發展問卷

量表，量表本身雖有理論基礎，並經過專家效度

及信度分析，但在問項的涵蓋面可能尚欠周全，

將研究對象設為實驗組及對照組，接受醫療服務

實際感受與重視程度數，值得個案質性研究來深

入探討，加以詮釋、歸納、分析、紮根至整個模

式，提升研究信、效度，則可以建立更周延的學

術研究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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