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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經濟發展，醫療環境的日新月異，再加上全民健保制度自八十

四年三月一日實施，民眾對醫療需求的質與量與日提高，也造成醫療費用

快速成長及健保財務嚴重的負擔，醫療成本的控制已成為醫療保險體系與



醫療機構的一大挑戰。本文為提供行政院衛生署統計室及中健康保險局進

行之健保費用價量研究參考，乃選取 86 及 88 年相同年度進行分析。 影響

醫院總體醫療費用申報成長的因素很多，本文以醫院門診平均單價、住院

平均單價、佔床率為依變數，藉以觀察此三個變數變化，亦可大致瞭解其

總體醫療費用變化情形。本研究之目的主要在探討醫院基本特性－權屬

別、型態別、評鑑別、地區別、城鄉別、規模大小－病床數、醫師數、科

別數規模對門診平均單價、住院平均單價、佔床率的影響，以集群分析法

將依變數分高、低二群；以列聯相關分析、變異數分析選取相關性較高之

自變數，建立高、低群判別方程式，最後建立邏輯斯迴歸模型探討勝數比

及高、低平均單價、佔床率醫院其基本特性、規模組合情形。  

摘要

(英)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economic, the improvements in nutrition and 

living environment, together with the launch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 

on March 1, 1995, the public demand for medicare has risen not only in quantities 

but also in qualities, which has resulted in the rapid growth of medicare expense and 

th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of NHI program. Therefore, the control of medicare cost 

has now become the big challenge of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and medical institutes. 

The intention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the analysis bases in favor of the study on 

prices and quantities of health insurance expense by Department of Health, Office of 

Statistics, The Executive Yuan, R.O.C. and the Bureau of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Therefore, we select the same years of 1997 and 1999 to explore our 

study. 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affect the growth of application of total medical 

expense, we cited three factors: 1) Average Price of Outpatient, 2) Average Price of 

Inpatient, 3) Occupancy Rate, as dependent variables, and to analyze their 

variations, thus we can realize the status of variation of the total medical expens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rying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from bas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wnership, Type , Accredited, Locality, City and Town, 

Scale (including Bed, Doctor, Speciality), to aforesaid dependent variables. We used 

Cluster Analysis to divide such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to high and low group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NOVA Analysis to select the higher correla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 to establish the Equations of Discrimination. Finally, we 

establish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demonstrate Odd Ratio, the arrangement 

of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scale of High/Low average price, and Occupancy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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