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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由於高科技時代的快速進步，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教育與社會價值定義中扮演

著關鍵的角色。為了了解新媒體傳播宣傳與醫療單位正向影響力的關係，本計畫

擬透過―隨機抽樣‖方式，選出台灣地區代表之醫療院所 1-2家，蒐集網路上有

關該院形象宣傳，以內容分析方式，進行新媒體行銷比較研究。 

最後，本研究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下列五點研究建議以作為未來相關政策規劃

參考：一、了解醫院本身定位與特色；二、培養醫院院所從業人員(醫師、護理

師、各部門人員)的行銷思維；三、建立和完善醫院行銷機構；四、提高醫療品

質和服務精神；五、政府法規與時俱進，而民間組織如台北醫療聯盟(TMA)可扮

演多邊資訊整合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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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rapid progress in the high-tech era, the mass media has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and social valu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medical unit, this project random sampling 2 unique hospitals in Taiwan, and tried to 

analyze its publicity/media/marketing image on the Internet. We hope that more health 

knowledge and policy can be distributed to the public widely and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e following five 

research recommendations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policy makers: First of all, hospital 

itself ought to understand the positio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arkets; Second, 

training its own staff (physicians, nurses, personnel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so on) 

to develop correct marketing thinking; Third, improving its marketing strategies and 

functions; Fourth, improve its medical/service quality; and Fifth, government 

regulations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civil organizations such as Taipei Medical 

Alliance(TMA) can play vital role to integrate multilater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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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壹、

多數國內外研究顯示，新聞報導是個人獲得健康或醫療保健訊息最重要

的管道 (Wallack, 1990;徐美苓，2001)，從廣播、電視、BB-Call、手機、電

腦、智慧型手機到 iPad，數位媒體的演進已經大大改變我們的生活。從交友

圈、購物習慣，甚至是以專業著稱的醫療體系。 醫生不能只是安穩的坐在偌

大的白色巨塔裡，因為病患也不會只單純的掛號就醫，換句話說，在網路的

浩瀚銀河裡，人人都容易獲取不同的是醫療資訊，也因此，在道德與法律的

模糊界線中，身在醫療體系圈裡的政府機關、醫師、藥品製造商和個人該如

何取捨和分享醫療新知？  

由於改變整個醫療體系的消費者趨勢「手機」這幾年在亞洲市場快速佔

有率與變化。在『手機導向」趨勢裡，醫療體系配合科技趨勢逐漸發展出下

列幾項特點(Eysenbach, 2001)： 

1. 手機提供個人化醫療協助 手機能提供患者以下五大功能：健康資訊查詢、

遠距關懷、緊急處理、長期照護，以及自我健康檢測等，甚至使用醫療雲

端方式，連結醫療院所，直接將平時自我健康照護數值，生理狀況等透過

雲端，醫師可直接查詢，減少病人忘記記錄數據的可能性，增進醫師診斷

準確率與精細數據參考。例如「Period Tracker App」以女性需求為導向，

計算女性的生理週期，不僅能協助預防疾病、照護女性健康，更能透過簡

單自我檢測，避免有向醫生難以啟齒狀況，維護個人隱私更加分。 

2. 網路充斥醫療訊息 新興國家市場，與先進國家相比，偏好使用網路搜尋

醫療相關問題：80%的人在就診前會先做網路搜尋；而 96%的人會選擇

參考網路社群提供的醫療資訊。但不可忽略的是，網路上雖有豐富的醫療

資訊，卻也充斥著混淆視聽的偏方、錯誤的健康訊息等。在這沒有明確規

範的模糊地帶，能否贏得消費者的「信任」，儼然成為醫療產業最大的挑

戰！  

3. 成為消費者的支持者使用社群媒體、及越透明化的品牌，更有機會贏得

消費者的信任。例如，嬌生提供一個幼兒糖尿病的論壇，讓家長及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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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們能互通有無，自由的取得與自身有關的資訊。 俗話說「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如同醫療產業之於社群媒體，如何妥善利用這些數位工具，

進而建立患者的「信任」感，就是業者面對的課題。 

近年，媒體產業的提升與科技進步，顛覆傳統醫療看診趨勢，消費者或患

者對於資訊接收到普及度大幅提升，能夠透過媒體，網絡平台尋求醫療協

助與資源，醫療院所單位甚至醫事從業人員如何因應改變呢？ (1.) 開啟

專屬網頁平台，提供醫療新知，保健知識與直播，擴大族群，減少距離。

(2.) 醫療新知 e 化，全球連結無時差，特別是利用 SNS 社群服務平台

（Social Network Services），不論是學術資訊、國內外醫學報導等，資

源豐富的社群提供醫師交流平台。 

4. 數位媒體提供了一個多方溝通的平台，Q&A 不再只是單純的患者與醫師

間的諮詢，更可透過論壇等方式引起問答，增進互動與情境相似者的經驗

分享，進而形成支持性團體，增進新知分享。綜觀數位平台的轉變，醫療

體系在數位媒體原是較容易被忽略的一群，但是在智慧型手機崛起後，有

約兩成以上的醫師已開始使用手機來傳遞訊息；更有高達三成五的醫師，

表示未來會考慮使用。這項轉變已為健康醫療注入一股新生命，相信在未

來，不僅是利用手機 GPS定位系統，抑或是 SNS來處理各項緊急照護，

這股夾帶著強大渲染力的數位媒體風潮，勢必將大大改變人類的生活。  

近年，各醫院機構依照年度進行醫學專業評鑑與國際認證，醫院針對媒

體形象建立，公共議題推廣特別專門成立公關宣傳部門，專司專業形象宣導

與媒體行銷，包含主責經營社群媒體，發展自家醫院照護服務網及醫療應用

程式，線上醫療照護講座問與答等。 

而台灣媒體機構-商業周刊透過開放型問卷調查方式，設定專科科別，初

步經由醫院內部舉薦，之後再邀請國內部分相關公學協會的評選，完成台灣

百大良醫名單的舉薦與宣傳，並架設「良醫健康網」專屬網站，除了提供「百

大良醫」的訊息給民眾就醫參考外，另外整合防癌、養生、飲食、糖尿病共

照網等資訊，有效進行醫療行銷並獲得廣大迴響(商業周刊，2019)；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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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見雜誌則於 2015 年進行為期 2 個月的全台醫院調查，呈現民眾對醫院好

感度(遠見雜誌，2015)。以上的例子說明，手機、網路、線上醫療照護等新

形態傳播媒體的出現，已經對醫療產業產生重大的影響。 

 研究動機： 一、

由於高科技時代的快速進步，大眾傳播媒體（含平面，數位）在社會教

育與社會價值定義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而新傳播媒體的產生，包含數位電

視、手機通訊媒體、部落格（blog，如臉書，推特，微信等，已經打破傳統

媒體（電視、廣播、報紙、通信）之間的疆界，並且跨越國界及社群隔閡，

傳播速度及影響力無遠弗屆 。主要網路使用者間「互動性(interactivity)」

大幅增加，不只能瀏覽資訊，還能在網路上集結社群，異國同步零時差的發

表並交流意見，顛覆傳統資訊傳遞方式，形成關係緊密的一種「網絡」，亦稱

為「網路新世代」，此「網絡」主要由下列三項元素構成：節點(node)、紐帶

(ties)與流量(flow)；「節點」指的是網路上的使用者，可與其他使用者進行聯

繫；節點與節點之間的聯繫則為「紐帶」；「流量」則是在節點之間，藉由紐

帶所傳輸的內容；而由節點、紐帶和流量所共同組成的結構即可被稱為是網

絡。 

由上可知，因「新傳播媒體」是透過網絡鏈結、具有數位內容、近用性

高、互動關係佳（有別於過去傳統媒介單向傳播），都可以稱之為「新傳播媒

體」，考量目前較具影響力的網路「新傳播媒體」多為具有廣大通路及資訊傳

遞量的「新聞媒體」（因編制有大批記者，屬於資訊產生或製造者），具有強

大「議題設定(agenda setting)」能力。 

而在醫療產業領域當中，其具有高專業度且與全民的日常生活，健康管

理，生老病死皆息息相關，因此任何最新的醫療技術突破，醫療疾病治療科

學研究，相關生物科學臨床研究或國際醫學期刊發表等便成為全民健康改善

的指標。綜觀數位平台的轉變，醫療體系在數位媒體原是較容易被忽略的一

群，但正因為醫療產業高專業度與疾病高複雜度，為了能有效普及全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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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提升與樹立其專業形象品牌，在數位化的時代，透過媒體與網絡的宣傳

力量，影響幅度與範圍更廣大深厚。 

 研究目的： 二、

本計畫擬藉由運用新興傳播媒體的易傳達特性，了解新媒體傳播宣傳與

醫療單位正向影響力的關係，因此將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出台灣各

級醫院 1-2 間，蒐集網路上有關該院形象宣傳方式，結合媒體宣傳計

畫，提供適合政府、醫療院所與民眾溝通之新興媒體溝通模式，未來讓

更多保健知識與政策推廣更普及傳遞至各地民眾，以強化健康衛生，醫

療永續發展目標。 

 研究方法： 三、

 抽樣：本專案調查對象包括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 1-2間，以

隨機抽樣方式挑選。 

 先運用網路搜尋技術，針對抽樣對象進行各類網路平台(社群網絡、論壇、

入口網站、其他搜尋平台等)，分析該院政策宣傳，專業形象或相關醫院

宣傳議題建立途徑，再配合抽樣對象提供內部宣傳方針與標準作業流程

進行效益分析。 

 分析方法： 四、

 內容分析法：透過社群相關搜尋與評價，分析抽樣對象公共議題處理能

力與如何運用新媒體改善評論，包含強化媒體宣傳功能呈現之網站點擊

率，媒體文章平台閱覽率等。 

 比較分析法：針對各級醫院宣傳經費（媒體公關），分析各級醫院潛在性

宣傳差異，對比強化媒體宣傳前後差異，與民眾當期關心之議題。 

 文獻探討： 貳、

 媒介依賴理論（Media-system depend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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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依賴理論由狄弗勒和博羅奇等（DeFleur & Ball-Rokeach）

1976年提出，主要焦點在討論大眾傳播媒介系統和社會制度之間的關係。

由媒介系統、社會系統與受眾系統三者間的互動依存關係，用於觀察微

觀和宏觀系統之間的關係。試圖描繪的是整個傳播活動的圖像，所以狄

弗勒又稱媒介依賴理論在為「傳播生態理論」。該理論假定在一個現代社

會裡，媒介可能受到資訊系統維持、改變和衝擊，在組織化的社會過程

以及社會行動的個人化中，認為閱聽人對大眾媒介有許多種不同的依賴，

而社會內個人化也會越來越來依靠大眾傳播媒介訊息來得到資訊和發想

自我社會定位(胡申生等，2002：23-41)。 

 使用與滿足理論(Uses and Gratifications)： 

使用與滿足理論是學者 Jay G. Blumler 及 Elihu Katz 於1974年提

出，以社會滿足（gratification of social）及心理需要（psychological 

needs）的角度來研究傳播過程中的受眾，透過分析受眾對媒介的使用動

機和獲得需求滿足來考察大眾傳播給人類帶來的心理和行為上的效用，

媒體效果研究的重點從媒體轉向受眾。同傳統的訊息如何作用受眾的思

路不同，它強調受眾的作用，突出受眾的地位。該理論認為受眾通過對

媒介的積極使用，從而制約著媒介傳播的過程，並指出使用媒介完全基

於個人的需求和願望。該理論確定了受眾作用和受眾動機作為一個完整

的方面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施美玲，1997)，此理論的建立

突破了網路行銷發展的瓶頸，並可應用於新媒體傳播的效果解釋。 

 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計畫行為理論是一個由 Ajzen 所提出的行為決策模型，主要用以預

測和瞭解人類的行為。計畫行為理論的模型中主要由行為信念、行為態

度、規範信念、主觀規範、控制信念、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向與行為

等構面組成(Ajzen, 1985)。目前計畫行為理論已被應用在如廣告、行銷、

公共關係、醫療保健、體育管理、可持續性與環境保護等與行為有關的

研究領域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9C%BE%E5%82%B3%E6%92%AD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A%A8%E6%9C%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A%A8%E6%9C%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9C%80%E6%B1%82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A4%A7%E4%BC%97%E4%BC%A0%E6%92%AD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F%83%E7%90%86
https://wiki.mbalib.com/zh-tw/%E8%A1%8C%E4%B8%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6%95%88%E7%94%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7%82%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91%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9%8A%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C%E5%85%B1%E5%85%B3%E7%B3%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BB%E7%96%97%E5%8D%AB%E7%9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3%E8%82%B2%E7%AE%A1%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F%E6%8C%81%E7%BA%8C%E6%80%A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AF%E5%A2%83%E4%BF%9D%E6%8A%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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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民眾就醫時選擇要素的相對重要性及選擇決策之過程發

現，選擇要素重要性之優先順序依序為：醫德醫術、醫療儀器、服務態

度、環境設備、醫院位置、等候時間及親友醫師轉介。就醫民眾對於新

醫院廣告之印象，多集中於醫院整體形象廣告。此外，民眾平日參考及

信賴之媒體以「親朋好友或專業人員」之口碑比例最高。管理者應重視

服務品質、態度、儀器設備，以營造有利於口碑之行銷。因此醫院內之

管理者應更瞭解各種媒體的效益，並建立適合的評估工具，而非只著重

於服務量的變化，以避免浪費有限之行銷資源。 

亦有研究指出，醫療院所的數目逐年增加，醫療產業受限於醫療法，

廣告的型式和內容都有所限制，但是媒體的多樣化，讓醫療業者有了新

的選擇，可以選擇不同的行銷管道。以往的研究都針對醫院來做就醫選

擇探討的對象，發現媒體曝光度會正向影響民眾對醫院口碑接受程度、

民眾就醫選擇，而醫師媒體曝光度會正向影響醫師形象、醫師知名度。 

此外，醫院行銷公關活動與醫院形象對民眾就醫選擇有影響，不同

背景的民眾對醫院辦理行銷公關活動的認同有所差異，而醫院辦理行銷

公關活動與醫院形象具有高度相關性，在醫院形象的提昇及滿意度的增

加也具有影響作用。民眾對於醫院行銷公關活動認同程度的排序為：設

有病患申訴管道處理糾紛或問題、優惠措施、提供醫療諮詢、舉辦義診

活動、慈善活動、參與敦親睦鄰或社區服務活動等。 就醫選擇方面，民

眾會受到醫院形象及醫院行銷公關活動的影響，在優先考慮、繼續接受

及推薦他人之三個選項也因為背景不同而有所差異。 

民眾對於醫院之行銷公關活動的認同，仍然回歸到醫療業的本質面：

如義診、醫療諮詢服務。而近來醫療糾紛的問題最受矚目，所以民眾對

「設有病患申訴管道 處理糾紛或問題」特別重視。因此，醫院應該在有

限的資源或資金下，除了對外的行銷公關活動，也應多致力於服務品質

上面，從內部行銷或內部公關做起，以獲得民眾良好的評價、改善醫病

關係、塑造良好形象，讓醫院經營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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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醫療服務呈現上可發現媒體如何呈現醫療資訊的問題，例如：健

康醫療新聞所呈現的健康相關訊息，一方面可提供治療與預防的知識，

另一方面則提供長期性的公共論述，形塑民意以及對公共問題的定義，

新聞也因此以非有意的立場產生勸服的影響或導引政策上的改變 (徐美

苓，2005)。 

根據 2002 年美國 Pew Research Center 針對美國人健康醫療新 

聞需求的一項調查，71% 的受訪者密切關注健康醫療新聞。同年 7-8 月 

哈佛公衛學院與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合作進行的調查亦發現，有 

55% 的受訪者相當關注國會中有關醫療照顧體系處方藥品利益的討論;

事實上，即使美國人非常重視恐怖主義的問題，但媒體報導中健康新聞

報導越來越多。顯示美國人對健康政策新聞的關注，超越對特定疾病或

醫藥進步的新聞。換言之，即使面對恐怖主義的威脅，美國人仍關心可

能影響他(她)們健康利益的相關政策(Pew Research Center, 2003)。  

 研究分析 參、

  在大眾傳播研究領域，媒體基本上是以「內容」為中心導向，透過新聞、

節目內容、廣告來吸引閱聽人並吸引商機，因此大眾媒體首要任務為創造具

有吸引力的內容來服務觀眾，一旦觀眾群建立，市場、品牌也隨之建立。相

較於新媒體的發展，基本上是以「交流平台」為中心，透過不同的交流平台，

讓一群素昧平生的使用者集結為網路的社群，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之下相互連

結、彼此分享，例如想要生活上一些資訊或是想要購買產品，可以在這些基

礎下，參考網路使用者對產品或資訊的評價，進而讓自己有多一點的考慮方

向。在舊媒體的大眾媒體新聞、資訊所呈現的皆為新聞專業人士所提供的內

容，經過一連串的編輯、篩選、甚至有意識形態的加入等，在過去對大眾傳

播媒體信任度極高的時代強調的報導原則為報導真實、維護公眾利益、客觀

性的報導，但這在現實的電視媒體、報紙媒體等皆很難已達成，因為都需要

經過專業人士的篩選。而報紙媒體也因閱聽大眾的習慣逐漸改變，使得報紙

因為網路媒體而受到威脅。因此傳統媒體所面臨的挑戰為消費者消費習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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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在現在的網路新媒體時代，消費者要求免費且個性化的內容而且也同

樣要求資訊取得便利性的管道，所追求的是即時型、無所不在的資訊體驗。

而新媒體就是透過業餘媒體人相互交流所形成的部落圈。因此新媒體鄉對於

就媒體，既是代表科技上得進步也是文化上得轉變，也是就舊媒體的延續，

讓新媒體取代舊媒體所欠缺的數位性、互動性、即時性三方面特性，更進一

步地說，新媒體與社會是同步發展的，兩者是共生關係（coevolution of new 

media and society）—媒體在發展，社會也在轉型，兩者相互影響。 

  根據研究指出，目前新媒體發展迅速，而且無處不在，大數據、資料探勘、

臉書、雲端計算等新興媒體已滲透到社會各領域，成為世界各國發展的重點。

未來以網路為核心技術的新媒體逐漸演變為「互動式–數位化的複合式媒體」，

它具有以下幾大特徵：一、以數位資訊技術為基礎； 二、以互動傳播為特點；

三、具有多種多樣的終端（例如：五屏說—電視、電腦、手提電腦、平板電

腦，以及智慧手機）。由於新媒體技日益複雜，不單是一個平台，一個管道的

問題，而是涵蓋一個媒體生態—從系統、內容、平台、傳媒管道到終端，也

可以從經營的角度，把新媒體當作一個價值鏈來認識，並從內容生產、加工、

平台傳送、網路服務、到終端產業，形成共生共利的整體(魏然，2015：

234-235)。 

               圖一 新媒體產業價值鏈 

      資料來源：轉引自魏然(2015)，〈新媒體研究的困境與未來發展方向〉 

，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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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瞭解新媒體的價值鏈對我國醫療產業的影響，本研究團隊以隨機抽

樣的方式，挑選國內醫院兩間，蒐集其網路上有關該院形象宣傳方式，透過

系統分析方式，針對宣傳內容進行分析比較(包含內容、宣傳策略、新媒體運

用平台、產業鏈、宣傳效果)等進行比較，進一步提出政策性、策略性、工具

性等三層面建議，期能提供適合政府、醫療院所與民眾溝通之新興媒體溝通

模式，未來讓更多保健知識與政策推廣更普及傳遞至各地民眾，以強化健康

衛生，醫療永續發展目標為目的。 

 抽樣與分析說明-慈濟醫院醫療體系： 一、

  (一) 抽樣對象-慈濟醫院醫療體系 

慈濟醫療法人屬醫療財團法人，原名為「財團法人佛教慈濟綜合醫院」，

於 1984 年 12 月 31 日獲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核准設立許可後，向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申請法人登記許可，設立登記日期為 1985 年 2 月 6 日。

因應醫療法修法，於 2013 年 3 月 10 日經由第 8 屆第 12 次董事會決

議將名稱變更為「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於 2013 年 4 月 17 日經衛生

福利部核准變更，並經花蓮地方法院核可變更法人名稱。 

慈濟醫療體系於網頁上揭示「人本醫療，尊重生命」宗旨，以「誠正信

實」之精神推動醫療服務及營運管理，以「感恩、尊重、愛」、「合心、和氣、

互愛、協力」展現醫療人文發揮團隊效能服務病人，並以「以戒為制度，以

愛為管理」建立制度化管理及自律自愛的信念修為，更以「無緣大慈，同體

大悲」之理念，期使慈濟醫療成為「守護生命、守護健康、守護愛」的磐石，

朝「成為專業與人文最優質之國際化醫療體系，貢獻人類，愛護地球」之願

景而努力。而本研究選擇此醫院做為個案探討的理由有二：（一）慈濟醫療體

系業績成長快速、超越同儕，足以作為參訪與學習的對象。（二）由於宗教醫

院的行銷甚少被探討，但實際上，慈濟醫療體系的公關系統完整，針對外部

或內部顧客不同層級擬定行銷策略，並透過電視、報紙等等行銷媒介，致力

推廣『志為人醫、守護愛』的理念，為慈濟打開知名度，使得各項服務量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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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加，而在近年達到高峰，其行銷活動的精神---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的醫

療，正是社會公益行銷的觀念的具體實現。 

圖二 慈濟醫療法人四大志業關注議題矩陣 

              

資料來源：慈濟醫療法人網站，〈永續報告書〉，網址 

http://www.tzuchi.com.tw/CSR/home/。 

  (二) 抽樣方式 

由於慈濟醫療法人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止，於公/學/協/基金會中仍有

擔任職務之外部組織計有：中華民國呼吸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27 個工

會，中華民國大腸直腸外科醫學會等 103 個學會，以及中華民國失智者照顧

協會等 22 個協會；而在媒體公關與行銷上，則透過「慈濟人文志業中心」

來統合慈濟的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目標，2005 年１月起，「慈

濟人文志業中心」於台北關渡園區正式啟用，全面整合慈濟體系中平面與廣

電媒體，截至 2019年 10 月，目前計有大愛電視台、大愛網路台、慈濟月刊、

慈濟道侶叢書、經典雜誌、英文雙月刊 Tzu Chi Bimonthly、慈濟月刊日文

版，以及慈濟人文喜閱書苑等通路(含實體及電子書)，進行全面而有系統的

新媒體整合傳播。 
 

 

http://www.tzuchi.com.tw/CSR/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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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深入了解慈濟醫療法人的新媒體整合傳播，本研究選取較為容易取

得觀察樣本的慈濟大愛台(其頻道又分為大愛一台、大愛二台、大愛海外台、

大愛 OTT 台、大愛網路電視台等，本研究以選取大愛一、二台節目為主)，

自 2019年 9 月 1日至 10 月 15 日以直接觀察法，從中觀察其大愛一台、大

愛二台多元的行銷管道與內容來印證行銷理論。 

  (三) 整合宣傳內容呈現 

企業受到資源與規模的限制，即使是衛星頻道的大愛，也無法服務所有

的觀眾，因此，了解市埸特徵，以便設計有效的公關與宣傳活動，以符合市

場要求便相當重要。本研究發現慈濟醫療法人透過大愛台的行銷管道，有系

統地推佈慈濟醫療「以人為本、尊重生命」的醫療理念。相關分析說明如次： 

    1. 透過公關稿、記者招待會等方式進行跨媒體宣傳與合作 

根據研究發現，大愛電視台有公關稿，利用報紙或雜誌上的版面，對於

新上檔的主打節目做宣傳，並且舉辦記者招待會向記者說明該節目的特色與

內容，若是連戲劇則有試片會，並上廣播節目進行宣傳。例如 2019年 10月

間大愛電視劇《白袍的約定》來描述慈濟醫生的真實故事，作為其品牌的延

伸與宣傳平台，在網頁上有劇情、演員、劇照等詳盡的介紹，並有線上直播

與電視台收視節目表，可供一般民眾於網站或自行下載收看。 

圖三 2019 年大愛電視劇《白袍的約定》節目媒體宣傳 
 

                    

資料來源：大愛電視台，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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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eeigood.com/blog/post/medical-dramas-on-daai-tv-series 

   

    2. 利用自製的周邊產品擴展收入 

大愛電視台皆有出版類專刊，例如「大愛之友」，可以讓讀者捐款，其全

部收入皆歸大愛電視台所有，其內容對於每個月的節目介紹有詳盡的說明，

可作為宣傳之效，並附有「奉獻天使」的捐款單，企業或個人皆可透過這個

管道來捐款。除此之外，大愛電視台亦出版相關書籍，並將收視率高的節目

製作成 DVD 加以販售，除了可以賣給其他媒體重播以作為節目的宣傳與行

銷，除了作為品牌的延伸外，也是募集善款拓、展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慈濟

醫療亦為其捐款標的之一，但捐款時依規定需指定用途別) 

        

表一 慈濟捐款及醫療志業用途別一覽表 

資料來源：慈濟捐款網頁，網址 

http://www.tzuchi-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

cle&id=210&Itemid=285&lang=zh 
 

3. 透過與民間企業或團體的合作維持營運 

https://beeigood.com/blog/post/medical-dramas-on-daai-tv-series
http://www.tzuchi-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0&Itemid=285&lang=zh
http://www.tzuchi-or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10&Itemid=285&lan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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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間團體合作的部分，大愛電視台的合作對象，主要即為慈濟的環保

志工，其每天辛苦的資源回收收入，一部分捐贈給大愛電視台；而大愛的早

晨段新聞節目安排，亦針對環保志工製播相關節目，兩者相輔相成。 
 

(四) 整合宣傳分析 

大愛電視作為慈濟體系重要的媒體宣傳與公關工具，受到慈濟充足的資

金支持，因此無須對外募集商業廣告，與一般商業媒體的內容大不相同，大

愛電視可以專心致力於服務目標群眾與傳遞核新價值理念。以下本研究針對

慈濟醫療體系的整合宣傳分析。 

1. 慈濟整體四大志業的理念推廣有助於醫療行銷： 

  在全民健保總額限制下的各醫療院所都需要做醫療行銷，這個急迫性在新

設立之醫院及虧損中的醫院更是必要。而宗教型醫院肩負眾多信徒之委任，

也需要相當之經濟規模才能提供優質醫療服務、參與國際救災，所以也需要

努力做醫療行銷。但慈濟醫療體系藉助於「慈濟人文志業中心」的有效資源

整合，透過大愛電視台、大愛網路台、慈濟月刊、慈濟道侶叢書、經典雜誌、

英文雙月刊 Tzu Chi Bimonthly、慈濟月刊日文版，以及慈濟人文喜閱書苑

等通路(含實體及電子書)等不同媒介，進行全面而有系統的新媒體整合傳播，

讓醫療行銷的理念結合於慈濟整體四大志業的理念推廣，有別於一般中小型

醫療院所執行「醫療行銷」的商業營利之生冷觀感。 

  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醫療院所的專業形象亦容易受到集團母體的負面消

息所影響，而使一般社會大眾忽略慈濟醫療的服務與實質治理，導致營運受

到拖累。例如 2015年「慈濟內湖園區開發案」、日前頂新假油案及被質疑捐

款運用透明度、精舍跟基金會的財務問題等，均對於慈濟醫療體系造成一定

程度的負面影響，而慈濟近年的公關危機，與傳統媒體勢弱、網路力量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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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相對關係，因為，慈濟無法再動用組織力量，封鎖負面消息，也無法以

情緒動員，淹沒網路批評聲浪(黃哲斌，2015)。1 

2. 慈濟醫療體系的有效整合宣傳，可以提升醫院名聲與醫療品質： 

醫療是由人所提供服務商品，因此會有結果的不確定性與異質性。消費者

的信任感是行銷的重要課題，好的醫療品質要讓社會大眾知曉，以提高就醫

的可及性。有鑑於醫療是不可預測性的服務產品，如何讓需要的人得到適切

的服務，一直是醫師與病患的共同心願，因此在倫理與法律之規範下，必須

以醫療品質為後盾，以病人福祉為前提下來規劃與執行醫療行銷，各項醫療

行銷活動促使各項「功能性服務」受到重視，因而檢討改進-期能提供服務的

人與被服務的人最佳的信賴契合關係，這樣的行銷必須由全員、全方位執行。 

 本研究發現，慈濟醫療體系除了透過大愛電視台進行宣傳，在醫療體系(如

慈濟全台的慈濟醫院)設立專責的公關室處理媒體新聞與公共關係，行銷作為

上，更區分內、外部來分頭執行，內部行銷的目的在於培養員工具「顧客至

上」的服務意識、具有足夠的資訊來執行工作，吸引並留住優秀員工，本研

究發現慈濟醫院在這方面特別用心，一直希望能塑造出家的感覺、愛的文化，

由內部從業人員所散布的「體驗行銷」或「感動行銷」，通常是醫療院所口碑

的主要來源之一(例如醫院福利好、醫生樂於助人且醫術精湛、醫院重視醫病

關係與術後照護等等)。 

而對外的互動行銷是透過員工與顧客（病患）的互動，因而產生信任感。

慈濟醫院醫療行銷較一般醫院成功的原因，多數仰賴慈濟精神貫穿所有行銷

活動、致力於克服醫病關係間的不信任感，並運用各類新傳播媒體，有系統

的運用行銷策略(如大愛醫生館、大愛人物誌、志為人醫守護愛、行動醫療隊

等)。例如《大愛醫生館》節目於每周一到周五撥放 10分鐘節目，19 年來拍

                                                
1
 三立新聞報導，資深媒體人於新聞中評論「慈濟不可批評，上人更不可批評」，每有負面消息，必有遊說、電

話轟炸，甚至威脅退報。他坦言一個宗教團體，如此戮力經營媒體關係，長遠而言，有其利，必有其弊。文中並

提到，作為一個資源驚人、社會影響力巨大的宗教團體，慈濟最需要的是敢於迎接時代挑戰，盡可能透明化，盡

可能體察社會趨勢，不要只顧發展組織，而是要思考五年後、十年後的組織運作，同時爭取社會認同，「衷心期

待，慈濟變成一個更好、更能與台灣社會接上軌道的組織。」網址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3215。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6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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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近 4500 集，透過生命的故事、醫療歷史與藝術人文，讓觀眾更輕鬆的接

近醫療常識，共同閱讀健康，透過媒體讓更多人了解健康的重要。此節目配

合動畫、影像說明複雜的「視力呈像」、「供應心臟跳動的心血管如此微細」

等醫療知識，「讓大家清楚看到、得到健康知識，就不會再當低頭族、注意飲

食，才不會讓健康走岔路。」此節目透過電視傳播衛教再帶回醫療，不僅獲

得 2014 年金鐘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更讓台中慈濟醫院聲名大噪，亦

提升該醫院的病患就診數量。 

 

 抽樣與分析說明-國軍醫院醫療體系： 二、

  (一) 抽樣對象-國軍醫院醫療體系 

國軍軍醫組織最早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軍醫處」，至民國 16 年改組為

軍政部陸軍署「軍醫司」。21 年於軍事委員會下設「軍醫設計監理委員會」，

為軍醫最高機關，監督指揮關於軍醫一切事項。24 年 4月 1 日將「軍醫設計

監理委員會」與軍政部「軍醫司」合併為「軍醫署」，直隸於軍事委員會。 

民國 51 年 8 月美軍顧問團為發展國軍衛勤設施、提高軍醫作業能量，建

議設立軍醫特業組織－軍醫局，俾掌握國軍衛勤政策及統合三軍軍醫作業，

遂於 52 年 2 月 1 日正式成立軍醫局，87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精實案」，民

國 91 年 2 月 6日總統公布「國防部軍醫局組織條例」，並自 91 年 3月 1日

施行，自此軍醫局由參謀本部之特業幕僚單位改為直隸國防部所屬機關，除

增設「衛勤整備處」以 5 處 1 室編成外，另將原隸屬參謀本部之國軍醫院、

國防部醫務組等醫療機構及三軍衛材供應處等專業機構，均改隸為國防部軍

醫局之附屬機構。 

嗣後，陸續依國軍「精進案」規劃，民國 93 年 11 月裁撤國軍基隆醫院、

國軍台南醫院及國軍花蓮總醫院台東分院 3 家醫院；94 年 7 月 1 日裁撤國

軍斗六醫院、金門醫院、馬祖醫院及台中總醫院中清院區。11 月 1 日軍醫局

所屬國軍左營醫院、松山醫院提升為軍陣醫學之總醫院型態，並分別更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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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左營總醫院、國軍松山總醫院。95年4月1日三軍總醫院編設澎湖院區；

7 月 1 日裁撤國軍澎湖醫院、新竹醫院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屏東分院。97 年 3

月 1 日國防部核定國防醫學院委任軍醫局辦理。 

軍醫局現階段編制有醫務管理處、醫務計畫處、衛勤保健處、藥政管理處、

主計室等單位，下轄國軍高雄總醫院、國軍臺中總醫院、國軍桃園總醫院、

國軍花蓮總醫院、國軍左營總醫院、國軍松山總醫院、國軍岡山醫院、國軍

北投醫院、國防部醫務組及三軍衛材供應處等附屬機構，另受國防部委任辦

理國防醫學院及其所屬三軍總醫院及預防醫學研究所。其職掌為負責軍醫政

策、制度之規劃、軍醫人員之訓練、考核及經歷管理，以及國軍醫院經營、

管理等事項(國防部軍醫局，2019)。 

本研究抽樣對象選取國軍體系之醫院(包含國軍高雄、臺中、桃園、花蓮、

左營、松山、岡山、北投醫院等 14 家)，係考量我國自全民健保開辦以來，

許多中小型醫院因為經營管理上的困難而歇業，缺乏核心競爭力之醫療院所，

相較之下，自然不得不退出戰場， 因此諸多醫療院所為求組織之永續經營，

莫不致力於提升市場佔有率以及減低合理的成本支出，並透過各種傳播媒體

整合行銷來提升醫療形象與知名度，努力經營醫病關係，以吸引顧客來診。

前面提到，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主要是滿足病人的需求，創造病人的生命

健康價值。而醫院的行銷屬於服務行銷的一種-為無形的產品創造交易的行銷，

也就是利用醫療服務行銷的方法來為其病患或服務的對象，提供更有效益的

醫療服務。國軍醫院肩負維護國軍人員戰力之重責，目前雖係以任務導向為

經營目標，在營運的財務壓力上不若一般民間醫院，但在我國全民健康醫療

體系的一環，但在面臨健保政策及民眾就醫習慣之改變，更是要面對外在激

烈競爭環境的改變，國軍醫院體系的行銷策略實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二) 抽樣方式 

本研究主要選取國軍醫院體系之所有區域醫院為研究對象，探討目前醫療

生態的轉變以及醫院對於新傳播媒體行銷與公關運用的策略。由於一般醫院

多設有公關部門，主要在處理醫病關係、醫療新知傳播、醫院或是新設備的



 21 

介紹。而醫院編制的公關人員最多只有 1-2 人，且接觸的事物較為侷限，容

易產生資源不足無法共享及利用的情形。本研究於搜尋國軍醫院主管機關-

國防部軍醫局網頁發現，該局於網頁上未若上述研究個案「慈濟醫療體系」

有完整的公關或宣傳組織，在與一般民眾溝通的介面上，僅於其頁面「新聞

中心」、「關於本局」、「業務介紹」、「國軍醫院」、「為民服務」、「相關連結」

等六項標題中，於「為民服務」下建立「民眾意見討論(第三選項)」與「民

眾意見反應(第五選項)」，無法明確依據本研究旨趣，觀察其新傳播媒體運用

情形。鑑此，本研究將進一步抽樣其下屬 14 家不同醫療院所，以掌握國軍

醫院體系的宣傳特色並進行整體優劣勢分析。 

圖四 國防部軍醫局網頁 

資料來源：國防部軍醫局網站，網址

https://mab.mnd.gov.tw/publicfeedback.aspx 

(三) 整合宣傳內容呈現 

  前面提到，醫療市場的競爭給醫院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挑戰，

要使醫院在眾多的競爭中獲得消費者信賴，醫院除加大改革力度，加強基礎

設施建設，引進先進的儀器設備，培養高、精、尖的技術人才等方面之外，

醫院行銷對醫院改革和發展的作用也不可小視，在知識與資訊時代，醫院在

借助行銷的知識火花，感悟行銷的創新智慧，將使醫院在新的歷史時代更富

有創新的思想和活力。它對醫院的發展，謀求充足的病源，擴大醫療業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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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醫院的知名度等方面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樣的

機遇與挑戰也一樣存在於國軍體系的醫療院所之中。 

  國防部軍醫局為國軍醫療院所的上級政策規劃單位，歷年依據「政府服務

躍升方案」與國發會「政府服務獎」評獎實施計畫，參酌業務特性、服務目

標、服務量能及資源配置情形，逐年訂定推動所屬「服務躍升方案」實施計

畫(除下屬 14 個國軍醫療單位外，另包含國防醫學院及醫務組)，目標為 A.

擴大社會參與，重視服務對象意見回饋，提供有感優質服務；B.開放治理，

建立透明互信合作環境，帶動創新加值服務。C.持續提升醫療服務品質，塑

造軍醫專業、便民、高效率之公共服務形象與聲譽。其計畫中「整體服務類」

包含國軍醫院日常業務直接、高頻率接觸民眾提供服務之部門，針對基礎服

務、服務遞送、服務量能、服務評價及開放創新等面向展現績效進行評核，

並以建置線上服務系統、運用行動裝置、雲端運算科技、巨量資料分析、物

聯網等技術，增進服務對象滿意度與增進政府及機關正面形象。 

  在該局的計畫中，進一步將「整體服務類」區分「醫療基礎服務」、「醫療

服務遞送」、「醫療服務量能」及「醫療服務評價」等 4 項個別評核構面，並

在個別構面中，納入「開放參與」及「創新性」，茲針對與本研究新傳播媒體

整合行銷之相關內容，摘要「醫療基礎服務」、「醫療服務遞送」及「醫療服

務開放參與」、「醫療服務創新性」等項目內容如次： 

1. 「醫療基礎服務」  

包括「服務一致及正確」、「服務友善」。「服務一致及正確」代表內部應

建立業務標準作業流程及處理時限，維持服務措施處理一致性，內容包含服

務及時性、服務人員專業度、問題處理的正確性等等，詳細律定提升服務人

員專業度之作法及執行成效。而「服務友善」為提高民眾臨櫃洽公或網站使

用的便利性，建置合宜的服務環境，並注重服務人員禮貌態度；提供易讀、

易懂、易用的服務資訊及進度查詢管道，提升服務流程透明度。這些與一般

民眾對於媒體使用的習慣與評價息息相關，內容包括：（1）醫院服務設施合

宜程度：依業務屬性及服務對象需求，提供合宜服務設施。（2）醫院網站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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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便利性：網站應以使用者為導向設計，版面配置應方便瀏覽、查詢資料及

使用網站服務；確保網站內容正確性及有效連結等。（3）醫院服務行為友善

性：注重服務人員的禮貌態度，以電話禮貌測試結果呈現績效。（4）醫院服

務資訊透明度，包含 A、資訊公開：主動公開服務相關資訊，如服務項目、

業務承辦資訊、相關法規、申辦業務標準作業流程、應備表件、書表範例等。

公開資訊以簡明、易讀、易懂及易用之形式呈現，供民眾查閱或運用。B、

資料開放：從民眾應用面思考，盤點業務資料，於結構化及去個資識別化後，

採開放格式或應用程式介面方式對外開放，供使用者依需求連結下載及利用，

並定期檢 視及更新資料。C、案件查詢管道：提供多元管道，如現場、電話、

網路、行動裝置等，方便民眾查詢案件處理進度。 

2. 「醫療服務遞送」  

  有「服務便捷」、「服務可近性」及「服務成長及優化」3 個項目：（1）「服

務便捷」-瞭解民眾服務需求，檢討既有服務措施，運用多元策略，提升服務

便捷度，例如 A、建置單一窗口整合服務：依受理方式，分臨櫃、電話或網

站單一窗口服務。B、減除申辦案件需檢附書表謄本 C、開發線上申辦或跨平

台通用服務，衡酌民眾實際需要，提供線上申辦或跨平台通用服務（即透過

行動載具閱覽及使用，亦可拓展醫院形象與業務行銷推廣成效）。（2）「服務

可近性」-瞭解民眾服務需求，關注服務對象屬性、居住地區差異及數位落差

情形，運用多元策略，促進服務可近性，作法如：A、客製化服務：因應所

轄地區或業務特性，整合服務客群 需求，提供在地化、客製化服務。B、專

人全程服務：改變民眾四處奔波洽辦業務的服務模式， 進行政府機關內部協

調整合，提供專人全程服務。C、主動服務：針對特殊或弱勢族群、偏遠或

交通不便地區民眾，提供到府、到點服務等等。 

3. 「醫療開放參與」  

  「開放參與」係指提供服務時，除應公開服務資訊或促進民眾運用資料外，

並適時運用多元管道導入民眾觀點，透過溝通與對話的方式，共創與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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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機。例如透過實體或網路管道，運用多元方法如問卷、訪談、討論、體

驗，蒐集民眾對服務需求；或邀集民眾共同參與服務設計等。 

4. 「醫療服務創新性」 

  係指針對核心業務規劃服務作法或措施時，提 出有別於現行服務的想法或

方式，對服務對象具有實質 效益。例如，在服務遞送構面，可參酌運用資通

訊科技、 跨單位及跨機關服務流程整合、政府資訊資源共用共享、 公私協

力或引進民間資源等作法，以提高服務便捷度、可近性，或優化服務等。 

   在新傳播媒體整合運用與行銷的實際作為上，國軍軍醫局為行銷國軍醫院

及軍陣醫學特色，整合所屬國防醫學院、國軍醫院及三軍衛材供應處等單位，

於2018年年底主動參與台灣醫療技術展，以「3D影像模擬應用於外科手術」

及「登革病毒抗原檢測」等 30 個獲頒國家品質標章、國家新創獎及俄羅斯

阿基米德發明獎等特色成果主題參展，展覽主題包括:醫療照護、醫務管理、

創新研發及軍陣醫學，等四大特色主軸。除了展現國軍醫療技術及創新研發

成果外，也藉由互動體驗與民眾建立良好關係，並與前來參展的全國醫療院

所相互交流，拓展國際視野，進而提升國軍軍醫整體形象以及醫療與服務品

質。而展場中花蓮國軍總醫院展示出新的智能互動機器人，這台機器人能夠

藉由民眾的語音詢問，給予民眾包含慢性處方、用藥諮詢、衛教服務與宣導

等合為一體的諮詢服務，也可以協助領有慢性處方簽的民眾直接進行處方簽

列印工作，免除民眾排隊等候的困擾，吸引了許多媒體及民眾目光，堪謂新

傳播媒體整合與運用於醫療產業之最佳典範。 
 

(四) 整合宣傳分析 

  根據研究顯示，隨著醫療環境的激烈變化以及競爭的增加，面對醫院所提

供的醫療環境品質，就醫者有更多的就醫選擇機會，而就醫者對就醫選擇因

素的滿意度能影響他們的就醫決策及行為，因此，顧客選擇醫院之最主要考

慮因素，依次為醫術、醫德、醫護人員服務態度(王乃弘，1995)，其次為醫

療設備和交通便利、離家近、停車方便(吳萬益，2006；Taylor and Cap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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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本研究發現，可能是本身組織性質與定位的關係，目標客群仍鎖定

於軍方現役或退役的榮民眷屬，強調其組織功能與扮演的特殊服務角色，因

此國軍醫療體系的行銷與傳播體系未若一般私立醫院或公立醫院完整，此部

分可由其所屬單位的網頁建置、相關文宣網路搜尋等方式可以了解，除了規

模最大的「三軍總醫院」 (包含台北內湖與汀洲兩院區)於「醫務企劃管理室」

下，設立「公共事務組」專責處理相關問題，並以完整的網頁呈現相關資訊，

以有效進行醫院行銷與共公共關係作為，其他的國軍醫院網頁(如國軍桃園總

醫院)功能就較為陽春。 

圖五  三軍總醫院及桃園總醫院網頁比較圖 

                

資料來源：三軍總醫院及桃園總醫院網站，網址 

https://www.aftygh.gov.tw/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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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本研究透過其醫療體系之相關網站與公開資料搜尋比較發現，隨著

台灣的醫療資源及環境的變遷，整體醫療產業已逐漸向其他服務業學習，開

始重視醫療行銷、醫院形象及顧客滿意度。國軍醫療體系中規模最大的三軍

總醫院，一開始的經營策略即以社區化定位，初期採用許多行銷溝通活動，

並進以增進周遭居民對三總的認識及營造良好形象。根據吳丕玉的研究發現，

特定性別且居住在內湖區(三總所在地區)及本身是三總病人者對行銷溝通資

訊的使用量較大，而行銷溝通資訊使用量是影響醫院形象認知模式中，對醫

院形象認知影響力最大的因素，因為行銷溝通資訊使用量越多、對醫院形象

認知越好其顧客忠誠度均越高，且醫院形象為行銷溝通及顧客忠誠度間的中

介變項。為增進國軍醫療體系之顧客忠誠度，建議醫院應適當利用行銷溝通，

以提升顧客對醫院形象的認知並進而提升顧客忠誠度(例如院內衛教、醫院參

訪及醫院院訊等行銷溝通方式)(吳丕玉，2003)。 

  承前所述，綜合比較文獻探討發現一般民眾就醫時主要考量之選擇要素-

「醫療設備完善、醫療後病情改善、醫師服務態度」，就此方面思考，國軍醫

療院所想要提升整體醫療形象，對於顧客端得口碑行銷與經營，勢必要再多

花一點心思。以目前其上級主管機關國防部軍醫局的計畫內容來看，其「醫

療開放參與」主要提倡公開服務資訊或促進民眾運用資料外，強調未來將適

時運用多元管道導入民眾觀點，透過溝通與對話的方式，共創與民合作的契 

機；此外，亦提及以「醫療服務創新性」之規劃，將參酌運用資通訊科技、

跨單位及跨機關服務流程整合、政府資訊資源共用共享、公私協力或引進民

間資源等作法，以提高服務便捷度、可近性，應為提升整體形象，增加民眾

前往就醫意願的重要作法。 

   

 研究建議 肆、

  比起其他商業組織行銷，醫療行銷存在許多限制，包含一般商業品牌還可

以透過釋出優惠、團購來吸引訂單轉換，但診所行銷除了皮膚科及醫美診所

可以透過非治療類型美容療程來利用團購刺激轉換外，多數醫療類別根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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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採取「促銷」。更遑論當診所採用數位行銷，可搜尋及封閉擴散特性更可能

放大被檢舉違法，依據我國衛生福利部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新公布的

核釋醫療法第八十六條第七款所稱「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衛部醫字第 

1051667434 號)，指符合「以文章或類似形式呈現之醫療廣告，且未完整

揭示其醫療風險（如：適應症、禁忌症、副作用…等）之宣傳」及「強調最

高級及排名等敘述性名詞或類似聳動用語之宣傳（如：「國內              

首例」、「唯一」、「首創」、「第一例」、「診治病例最多」、「全國或全世界第幾

台儀器」、「最專業」…等）內容，因此醫療行銷在執行過程需非常小心謹慎，

從事醫療行銷必須對於醫療法、醫師法與其他醫療相關法規對醫療行為的定

義與限制相當熟稔，以避免錯誤或違反法規的行銷做為反而損害醫院整體形

象。 

  畢竟醫療行銷無法創造「體驗渴望」，即便醫院再有名，也不可能刺激病患

立即想去「試試看」；但透過知名度及口碑傳播，卻有可能在消費者心智當中

留下深刻印象，當有一天需求產生時，就有可能產生「目的型消費」。而透過

新傳播媒體整合行銷，可以打破醫療院所的地域性限制，例如目前許多如小

兒科、牙科、身心科等醫療類別，當病患有需求時都會為了追求知名品牌跨

區甚至跨縣市求診。因此，新傳播媒體整合行銷工具應用最應該先扭轉觀念

就是區域限制。醫院行銷是醫院改革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高醫院聲

譽，擴大醫院業務的重要途徑，也是當前市場競爭激烈下醫院求生存、求發

展的重要手段。因此，醫院行銷必須引起醫院人的高度重視，採取切實可行

的對策和措施，把醫院行銷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為了使新傳播媒體整合行

銷能有效提升醫療產業水準，促進醫病關係並加加強衛教宣傳，以下為本研

究之研究建議： 

一、 了解醫院本身定位與特色： 

  目前在市場趨近飽和、競爭日益激烈的現況下，對病源的爭奪，已成為醫

療市場競爭的焦點，誰擁有病源誰就擁有發展的優勢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過

去等待患者上門求醫的時代已經過去，各醫療院所必須理解醫院行銷正是醫

http://www.iwant-in.net/tw/iMarketing/?tag=%e6%95%b8%e4%bd%8d%e8%a1%8c%e9%8a%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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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市場競爭的產物，醫院品牌行銷必須善用優勢和品牌來求得患者的信任和

社會的認同。 

二、 培養醫院院所從業人員(醫師、護理師、各部門人員)的行銷思維： 

  提高所有醫院人員的行銷意識，充分認識醫院行銷的作用和意義是當務之

急。首先，必須破除對行銷的刻版印象—行銷廣告是醫院公關行銷部門的責

任，承前所述，內部的口碑行銷是一切行銷的根本，提升醫院所有員工的品

牌認同與行銷意識，消除對醫院行銷的偏差想法，可以讓每個人員都是醫院

最好的行銷人員。 

三、 建立和完善醫院行銷機構： 

  例如國軍醫療體系所訂定的「服務躍升方案」實施計畫，即是擴大社會參

與、開放治理與提升醫療服務品質的完整規劃，不僅運用各種傳播管道來加

強宣傳溝通，更讓顧客的意見受到重視，提供有感優質服務，可有效塑造軍

醫專業、便民、高效率之公共服務形象與聲譽(慈濟法人體系之醫療院所亦有

完善的媒體宣傳規劃)。因此，一般民間醫療院所應招募優秀的行銷隊伍，充

分發揮創意，統籌規劃醫院行銷計畫和策略，瞭解和掌握醫療技術和患者求

醫資訊，不斷完備醫院的行銷網絡，逐步提升所屬醫院的公共服務形象與聲

譽。 

四、 提高醫療品質和服務精神： 

  醫院透過各種方式的行銷策略固然可以拉抬聲譽或知名度，但醫院如果不

具備良好的醫療技術和服務態度，再高超的行銷技巧也無法吸引病患上門就

診(如前文提到民眾就醫時主要考量之選擇要素-「醫療設備完善、醫療後病

情改善、醫師服務態度」)。因此，在重視新媒體整合與醫療應用的策略作為

之際，更應提高醫療品質，改善服務態度，此為塑造醫院行銷口碑的關鍵和

前提。  

五、 政府法規與時俱進、民間扮演資訊整合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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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過去在醫療資訊的應用程度居亞太國家之領先地位，政府在醫療資訊

的推廣上也配合國家整體資訊科技發展政策，而有連續性、漸進式的政策規

劃(例如在雲端藥歷、健康存摺的推動上)，並逐步達成目標，但是在國際醫

療服務產值卻在亞太地區敬陪末座。根據研究指出，主要因素是我國醫療廣

告限制多，醫美產業亂象也多，導致難以踏出國際。由於讓民眾認識醫療院

所特色最快的方式就是透過廣告及網路宣傳，目前國內醫療法規落後，勢必

有修法必要。此外，由於公、私立醫療院所規模大小不一，加上特色與經營

理念各殊(例如公立醫院在企業化過程要避免過於商業化，以免影響其應有的

社會責任)，導致各項資源無法有效交流與整合。 

  不論是現在或未來，公私協力(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這種夥伴關

係模式(partnership model)的建立，已經成為政府與民間部門間發展的新趨

勢。所謂的公私協力係指公部門與民間共同合作，藉由民間的力量達成公務

的執行，一方面可節省成本的支出，一方面可增進公共服務的效率。這裡提

及此類概念，是要說明由於公共問題日益複雜，傳統跨部門分工但不合作的

模式已無法因應時代所趨，透過「台北醫療聯盟」這類公益型組織或民間私

部門來協助醫療資訊/資源的整合與共享，是時代的趨勢與潮流，以「台北醫

療聯盟」為例，此組織可以藉由民間社團法人的力量，跨領域垂直與多面向

整合我國醫療資源，導入醫療服務經營模式多元化，並配合公部門的法規指

導協助運作，可以有效靈活的分配醫療資源(當然包括新傳播媒體的整合行

銷)，在這樣的新形態合作治理(governance)的架構下，可以在政府法規的指

導下，保留各醫療院獨特品牌經營的「差異化」，透過「台北醫療聯盟」這類

公益型組織進行醫療資源整合，發揮一加一遠大於二的綜效。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醫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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