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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alth care facility is fundamental in designing medical resources in a health care system. 
Distribution of medical facilities affect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medical resource usage tremendously. 
As most of the medical facilities are owned privately in Taipei, it is crucial to understand local medical 
practitioners’ attitudes and patterns in choosing their practice locations so as to analyze the city’s 
demand and supply model and possibly, mechanism of medical resource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aims of this study are: 1) to explore medical facility distribution diffus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relative elements in Taipei city. 2) to study the primary medical care density and distribution 
in Taipei city. 3) to analyze key factors affect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decisions in practice location. 4) 
to understand medical  practitioners’ ideal locations of practice.   

In this study, we mailed questionnaires to 1190 general practitioners who were medicare providers 
in Taipei city. Of these, 358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and analyzed. We then used medical 
geography spatial location theory as a framework,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 as a tool to 
obtain facility distribution maps. We analyzed spatial elements such as population, traffic densities and 
also practitioners’ behavior in choosing their practice locations. We used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 for statistic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health care facility diffusion is highly related to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aipei city. Differ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level in 
individual sub-district of Taipei city have obvious impacts on local practitioners’ sub-specialty and 
practice density. Important factors such as partners’ preferences, local residents’ age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traffic condition and the so called “good environment” are crucial in determining practice 
locations. Locations in close convenience to main teaching hospitals, families and friends, and 
familiarity to local areas, were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Most medical practitioners ranked their 
ideal clinic locations as in areas of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with easy access. However, some 
practitioners advocated that being a competent, ethical medical profession who can offer a goo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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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just choosing a good clinic location in building a successful practice. 

Keywords：Health care facility, hospital location, practice locatio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medical behavior 

摘 要 

評量一地區醫療資源規劃是否適當；供需是否平衡等問題時，以醫療資源的空間規劃、醫療

設施的分佈與運作等方向來做評估，是為醫療行政單位重要的考量之一，而此更可以反映一區域

的特色及發展情形。本研究以醫學地理的大、小尺度區域空間研究觀點，分析台北市醫療設施之

分佈現況及其分佈機制。透過台北市人口統計、交通狀況、政府政策、醫院性質及經營者理念等

區域條件，來探討台北市醫院空間分佈之擴散、供給面空間分佈程度及開業醫的選址原因機制、

滿意度和理想等。此結果期能為有關單位及經營者之參考。 

本文之研究目的為：1）瞭解台北市各級醫療設施空間擴散的階段與其分佈的區域；2)探討台

北市基層診所單位面積的服務密度；3) 分析台北市開業醫的選址主要原因及影響因子；4) 瞭解

台北市開業醫對設置點的決策、滿意度及其理想的設置區位。本研究有關醫療設施選址資料以台

北市參加健保的開業醫為主，全面郵寄 1190 份的問卷調查（不含牙醫），共回收 358 份的有效樣

本問卷。以地理資訊系統（GIS）及主成分分析、線性迴歸分析等統計程式處理資料。結果顯示

台北市醫療院所之設置的擴散和其人口密集區的擴散是相當一致。由於不同行政區，其人口結構

及發展不盡相同，因此開業醫的專業科目及數量也不一樣。基層開業醫選址會和配偶商量，且以

居民之年齡及社經情形、交通方便、環境好為主要考慮因素，並且有極大的地緣關係，包括和大

學及實習醫院所在地、家人及好友住附近、熟悉此區等顯著相關。至於理想的位置以交通便利、

人口密度高佔大部分，部分則認為醫術、醫德及服務品質才是最重要，位置其次。 

關鍵詞：醫療設施、醫院區位、醫生區位、地理資訊系統、醫療行為 

前 言 

一區域所提供的醫療資源分配是否平均、分佈是否公平及供需是否平衡，一直被認為是社會

不平等的問題，除此之外其資源運作是否適當及使用的有效性等，更是為醫療評估或作為醫療資

源規劃的重要指標。雖然這些問題一直為各學科領域努力及研究的主要重點，但是因為一些地區

隨著大環境的快速改變而更複雜，這些問題的研究與解決，不僅需要建立更進一步研究的理論和

研究方法，且需要納入更多不同的研究領域與專業技術，來提升整體的醫療環境品質與效率。 

醫學地理有關醫療資源方面的研究，早期較著重在資源與設施的區位分析上，透過一區域的

醫療設施的位置之空間分佈型態，強調易達性、利用性等要素，設計出理想的分配並達到有效性。

近期在醫療資源的分析上則整合區域的基本要素，做全盤性的考量，尤其加入醫療行為及以地理

資訊系統（GIS）的利用，更加強了分析的基礎。這些研究的結果，對進行醫療政策的評估及醫

療資源的規劃上，都提供了具體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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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近期經濟發展快速
1
，如此在醫療資源的供給方面，無論在質與量方面，均提升很多。尤

其首善之地的台北市，更是集各種醫療資源之優渥條件，如以最基本的醫療院所之數量而言，雖

然人口僅佔台灣地區十分之一強，但所擁有的醫療診所則佔台灣地區的 28％，其中最高級數的醫

學中心更佔台灣地區的 43.48％
2
。如此比例和其他地區比較，可以肯定其醫療資源並不患寡，但

是是否患不均呢？再者，健康保險制度實施後，有關醫療診所的資源空間屬性方面，其影響的機

制是否和實施前不同的呢？不同等級的醫療診所其區位的影響因素是否一樣？醫療診所的區位是

否有和該區域的其他要素如人口數或社經水準等配合？這些問題對於評估一個地區醫療資源的使

用效率上都是相當重要。 

台北市為一盆地地形，土地面積為二萬七千一百八十公頃，人口由 1968 年的一百六十多萬人

口，至 2002 年已達二百六十多萬人，共分為 12 個行政區。各區由於發展的時間及土地利用的性

質或規劃之不同，而各有特色。且醫療診所的設立之數量與服務的項目也隨著台北市的發展而擴

大。再者，此地區的醫療系統受健康保險制度的實施影響，醫療院所的性質與提供的服務為多面

向。又，台北市 1-3 級的私立醫院佔 81％，第 4 級私人診所方面更高佔 98％
3
，也就是說大部分

醫療診所設置的地點完全以經營者的理念為主，因此如果研究台北市的醫療資源與設施的分佈情

形，也必須要從經營者與執業者的角度來探求醫療資源的空間分佈機制是有必要的。 

文獻回顧 

雖然研究「醫療資源」的學科相當多，但是研究的重點及方向則各有特色，主要的包括的有

醫學社會學，研究著重於醫療資源的分配、利用、社會福利等，大部分以少數弱勢團體或族群的

照顧為主；其研究的主題例如：比較不同的健康照顧系統、有效的治療之信念、病人和醫生的特

性（個性）及病人與醫生的關係等探討為多。而醫療人類學 則比較偏在小型傳統社會，尤其在重

要的傳染病方面。醫學經濟學的研究主要在醫療資源之醫療保險、供需市場、付費等之利益分析，

尤其在公家與私人給付之商閾計算，或較大議題如健康醫療照顧的花費與經濟發展等的評估等。

醫療心理學研究民眾及醫生對醫療資源的實施與醫療設施的效率等，其使用的態度、認知及醫生

病人之間的關係等。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較多於描述性的研究，主要探討社區或小區域的健康與

醫療設施問題，並試著以各種不同疾病的發生與及疾病率等相關因素，分析醫療資源的效度與滿

意度等。歷史學則著重於醫療系統之革新，疾病流行與治療模式的改變，及瞭解醫療資源運作的

歷史慣性形成的機制等。政治社會科學則研究醫療系統的衝突及其型態，公共角色與私人力量的

使用等。 

近期有關醫療資源的地理分佈研究，不僅數量增加很多，並且經常和其他學科合作，做更深

入的探討。其研究的方向及範圍也隨之擴大。研究方法大至可分大尺度的研究（macro-studies）

及小尺度的研究（micro-studies）。大尺度的研究以分析當地醫療資源，和其區域的其他要素之關

                                                             
1 我國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GNP）：1970 年為 389 美元、1980 年為 2,344 美元、1990 年為 8,111 美元、2003 年

為 13,157 美元。 
2 台灣地區醫療機構現況及醫院醫療服務量統計摘要表（2004），行政院衛生署編印：1-3。 
3 參考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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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如社經、交通、土地利用、人口、政府政策等因子（歐陽鍾玲 1998）。小尺度的研究則分析

醫療資源的區位之決策與機制，包括醫療分佈決策、醫生選址等（歐陽鍾玲 2004）。大小不同的

研究尺度可以互補，尤其在以區域為主的研究上，兼顧兩者視為醫學地理學者努力的目標。 

以分析醫療資源的分佈情形來探討醫療資源的供、需狀況、醫療資源的供、需平衡問題，或

評估供給面的過與不足之地區等最常見的方法之一；Meade & Earickson(2000 b)在「健康照顧資源

的分佈」文中，以一區域（國家）的國民所得在公共健康的花費，及醫生的服務人口數等指標來

評估地區間醫療資源水準的差距，但卻常因為區域間條件差距大而無法做比較。至於分佈的公平

及有效性方面，則常界定在社會的「需求」上，Mead 亦指出「需要」是很難界定，常包含三個

指標：1）直接性的指標：例如人口的密度過高等；2)間接性的指標：此指標無法計算他們本身的

需求，但可以提供某種程度上的偏差證據，例如：貧窮的狀況、種族及階級的歧視等；3)說明性

的指標：並沒有直接量度需求量，但是可以幫助分析地理上有關醫療資源分佈的偏差；在此有一

例子說明：美國估計在某一年，有一些移民從遭遇貧困或武裝造反的地區進入該國，這些移民者

因為遭受到營養失調、壓力及虐待等所帶來的心理和生理的疾病，當他們到達美國，他們非常需

要各類的健康和社會服務是異於一般的標準，如此，醫療資源的定義及供需常因地因人而異；而

地理學在這方面的研究，由於已往比較強調醫療設施的供給面，因此大部分是以直接性的指標來

評估。其他如：醫療人員喜歡在都市地區工作，除了容易獲得專業資源以外，文化和休閒娛樂設

施較完善也是重要的選擇因素（Knox and Pacione 1980）。 

分析「健康分遞系統」是醫學地理另一研究的方向，以醫院的階級並配合區域的階層為主軸，

再結合區域的各種條件及發展的特色等，做一連串整合的評估。最常見於分析已開發國家，或轉

診制度健全的地區之醫療設施的網絡型態，或探討其形成的機制及運作的效率等。Joseph & 

Phillips (1984) 指出評量國家的保健分遞系統有 4 種指標：1）國家的保健政策；2)中央集權（控

制）的程度；3)付費的方法；4)病人與醫生的關係（選擇接觸的機會）。而其所發展的相關模式，

大部分都在追求理想的距離及合理的服務的人口數為主。地理學者經常會以 Walter Christaller 

(1966) 的「中地理論」來模擬分析及簡化複雜的醫療服務種類（科別）和各種不同等級的醫事人

員與設備（病床）等現象，透過這理論可以模擬醫療設施的空間組織與及其聯繫的機能階層運作

情形，此可以視為理想的分遞系統。Joseph & Phillips (1984)指出在美國的大型醫院需要高的入門

值，因此一般都設置於接近市中心，人口密度高及商業區等較有人潮的地方；中型醫院（100-300

床）在醫生、病人及資金方面較競爭的情形下，大部分設置於都市內的購物中心或市區的環圍；

而較小的醫院（100 床以下）則遍及整個大都會區。位於郊區都市衛星地區中、小等級的醫院都

有，而其規模則常依其服務地區的人口，及提供資金者能提供的力量來看。其次，醫院的位置，

亦受到保險制度的影響，例如英國國家負擔所有的醫療費用，醫院大都屬於公立，因此大部分醫

院的位置是由國家來規劃，分佈也就較平均。但如果利用中地理論來分析，是必須考慮許多在理

想模式下被修正的因子，例如：自然的障礙，交通網、及收入的情形等。也有許多地理學者認為

這中地分遞理論一點也不理想，他們批評這理論是以市場的力量來指示出其商閾
4
和每個服務的範

                                                             
4 商閾定義為為維持經營者營業的最低顧客人口入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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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而社會福利的釋出應該壓倒經濟的效益，中地理論應該被視為描述性的模式多於規範性的模

式（Meade & Earickson 2000 b）。 

地理學是研究空間的學科，因此較多的文獻是以「區位論」來探討，焦點於醫院的聚集性或

分散型的空間型態之形塑過程，因此問題常集中在醫療設施分佈在哪裡？ 為什麼分佈在那裡？其

分佈是否平均？及如何規劃醫療資源（設施）的分佈，或如何評估現有的型態是否合理等為主。

而在醫療資源的「可近性」是和區域內的社經水準成正比，因為既使在富裕的美國，都市窮人亦

有無法接近正規的家庭醫生，其醫生的供應及分佈常受到有勢力的團體或專業醫療組織的控制。

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未開發的地區，大部分仍由政治來控制資源分配及分佈。這些方面大都利用

距離(distance)及易達性（accessibility）來分析，其分析指標又可為「空間性」及「非空間性」兩

大類：空間性指標主要以地理的區位、實際距離、區位的有效性（regional availability）、空間的

易達性等來衡量，偏向於大尺度的研究方法較多；提出如引力模式、距離遞減模式、區域的有效

性等評估法。一般都做出該區域的醫療資源分佈圖，包括醫療設施及醫生的分佈情形，並且評估

不足的地區。其中在急診處的位置評估方面，認為病人到醫院的急救時間距離非常重要，因此在

區域的急診處規劃或評估，大都以「距離」為主要指標（Almog & Curtis etc.2004）。Guagliardo & 

Joseph etc.(2004) 研究美國都市的小兒科的醫生之易達性，對於如何量度醫生供給面的不足部

分 ， 沿 用 Penchansky & Thomas(1981) 的 五 個 指 標 分 別 為 ： 易 達 性 (accessibility) 、 有 效 性

(availability)、供給性(affordability)、接受性(acceptability)、適應性(accommodation)來量度，評量

的項目有：醫生的供給與人口之比率、到最近之醫生的距離、一區的醫生與病人之平均距離、醫

療設施影響的引力模式等。而非空間性指標則較複雜，分析要素包括社會階層、收入、年齡、性

別、社會福利政策等，經常以有效的易達性、社經障礙、醫生的有效性（physician availability）

等來分析。這些分析要素或方法，偏向於小尺度研究法，研究者在探討或解釋所形成空間型態過

程的機制時，可以補充前述大尺度研究之不足。 

對於評估不同的區域所需要的醫療設施及照顧方面，在評量不同經濟水準的地區之指標則不

盡相同，例如在已開發國家：Laditka(2004)研究美國 1984---1990 年間 31 個城市的的老人醫療基

本照顧，檢視所提供的醫生及移動性的醫療照顧資源（ACSH），結果顯示 ACSH 的提供率和該區

的風險指數不是成正比，高提供的地區亦呈現高風險，因為該區減少了「醫院化」，因此醫生的數

量，才是主控的因子。而在開發中國家：Wanasinghe(1995)研究斯里蘭卡的健康照顧設施的空間

變數時，指出該國主要的醫療設施過份集中在「都市」地區，尤其首都可倫坡。這分佈的不平均，

分別從歷史的發展、政治問題及醫藥的訓練等因子說明之，而照顧不足的地區，很明顯的為高嬰

兒死亡率、高母親死亡率、及低社經指數，這些地區中有些僅有醫療助理人員而已，而居民離最

近的醫院，其最遠的平均距離為 45 公里。 

一般言，一區域的醫療資源分佈機制，在醫療資源（設施）的設置決策方面，除了取決於醫

療單位的決策者之外，醫療診所的經營者（醫師）亦扮演重要角色。研究的指標有病人付費的方

式（保險的比例及品質等）、醫生的意識與認知（包括個人喜好、專業、生活形態等）、文化因子

（宗教、種族等）。而研究的主題以「醫生選址」最常見：Meade & Earickson (2002 b)指出私人診

所喜歡適當地靠近大醫院旁，因為他們可以利用這些醫院來接近共事者，並和他們討論一些個案。

這些診所亦受到所在社區的文化氣息、年齡結構和種族成分的影響。團隊執業的醫生較常見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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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國家，因為除了可以得到專業上的切磋之外，對於休假或休閒時間的利用上則較有彈性。再

者，和合作者共用一建築物，如待診室、設備和技術人員等，都可以減少額外的支出。又，診所

所需的設備及配備都比較複雜（如電線的負荷量等），因此如果單獨設立在住宅區，不一定比在專

業性的建築物合算。Kazanjian & Pagliccia(1996)研究加拿大（哥倫比亞省），發現醫生選址較不在

乎設置於鄉下或都市，其志願主要受到配偶的影響，都市的開業醫及配偶對社區的條件相關考量

多於專業方面；而鄉村的開業醫及配偶則考量專業及收入方面較多。另外 Meade & Earickson (2000 

a)亦指出 在發展中國家受西醫訓練的醫生，比較喜歡單獨開業，而在公家醫院的醫生則盡量避免

被派到不喜歡的地方，但是對有血緣關係或有可能繼承的地方會另外考慮。Ramesh & Hgma (1981) 

指出印度傳統治療師趨向喜歡集中在城市中高密度住宅區及較老的商業或製造業區。Joseph & 

Phillips(1984) 研究醫生組織及區位時，對於探討影響醫生區位因子的方面，提出兩個研究方法；

首先以「生態」研究為主：主要分析那些是集結的醫生和病人數最適當比例的地區，其具有什麼

樣的種類特性？此問題以以下 2 點來探討：1）說明醫生分佈的集結型態，並以複迴歸分析來呈現

調查結果；2）主要焦點在量測醫生的地理分佈的差異，並觀察說明這些不同型態情形，來補充說

明其區域特性及差異。有關「醫生行為」方面的研究，大部分試著尋找建立一區域差異的相對重

要性之影響因子，並常分別以「醫生個別的喜好」及「區位選擇的限制」兩方面探討醫生個人的

區位決策的機制，。 

由於地理資訊系統（GIS）的技術快速發展，對於醫療設施的空間分析，亦提供了相當大的

幫助。GIS 最常用於分析民眾求醫的實際距離問題，及結合人口統計資料評估最適當的醫療設施

之分配位置：Rosero-Bixby Luis (2004)以 GIS 為基礎研究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健康照顧之空

間接近性，其分別以門診及住院兩種不同的求醫目的，算出民眾到最近的醫療診所之平均距離，

以此發展一方法論來量度健康照顧的接近（access）和公平性，並建立哥斯達黎加醫療設施供需

的空間分析和 GIS 資料的模擬平台。當然這方法常需要依不同的區域性質及條件而加以修正（如

都市及鄉村）。Luo (2004) 以美國伊利諾州為例，利用 GIS 為基礎的浮動流域方法（floating 

catchment method），分析地方醫生短缺的現象。這方法克服了行政區的界線限制，能更實際的透

過空間表現醫生及病人的供需比率及距離。 

有關台灣醫療資源分佈的研究，游素蘭（2001）指出影響台灣地區醫療資源的分佈因素包括

地區的人口結構、社經條件、醫療環境條件等。林主恩（2002）以空間統計學的方法分析全民健

保的實施對醫療資源分佈之影響，指出各種科別的醫師受到的影響不盡相同，家醫科、一般科醫

生及診所醫生的地理分佈在健保實施後有平均化的趨勢，內科、其他專科醫師及醫院醫師則有集

中化的趨勢。林政彥（2001）研究三軍總醫院搬遷至台北市內湖區的影響，指出對醫療人力較貧

乏的內湖區居民助益大 。劉容華等（2001）研究台灣小型醫院新社與歇業的影響，指出和醫院組

織特性及環境因素均有顯著相關。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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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地理學區域論方法，包括大尺度的探討區域大環境及醫療資源的相關指標，與小尺

度的分析決策者設置之理念之研究方法，分析都市醫療設施的空間分佈之機制及運作（圖 1）。在

影響空間分佈的機制方面，大致從五個方面來考慮，分別為：1）醫療設施所在的區域大環境條

件，例如人口統計資料、經濟發展程度、社會福利制度尤其保險制度的給付方式、交通條件、政

府的政策、醫院的分遞系統運作等；2）醫院級數、性質，本文依政府對醫療設施的分類等級，

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及基層醫療單位四級(其等級大部分依照病床數、設備及醫護

人員的數量等來區分，並且定期評鑑來決定級數)及公立或私立不同的性質；3）醫療的科別，主

要以開業醫為主，計有有家醫科、專業科目（包括外科、整形科、婦產科、眼科、耳鼻喉科、小

兒科、皮膚泌尿科、復健科等）、急診、精神科、中醫科等；4）醫院區位，依照醫院的所在位置

區分，例如住宅區、商業區、山區、工業區、綠地區、新舊社區等；5）經營者的理念，包括經

營者的背景條件決策、滿意度、理想等。而在探討醫療院所空間分佈的運作部分有： 1）各級醫

療院所的空間分佈及其擴散情形； 2）醫療第四級基層診所的密度與服務地區人口密度之空間分

佈情形； 3）基層開業醫的選址決策機制； 4）開業醫對現址的滿意度及其理想。   

 

    

 

 

 

 

 

 

 

 

 

 

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示意圖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依以上之研究架構，選擇醫療資源最豐富及完整的台北市為研究區。主要研究目的為：

1）瞭解台北市各級醫療設施空間擴散的階段與其分佈的區域；2) 探討台北市基層診所單位面積

之服務密度；3) 分析台北市開業醫的選址主要原因及影響因子；4) 瞭解台北市開業醫對設置點

的決策、滿意度及其理想的設置區位。 

3. 研究方法 
1）資料來源：（1) 本研究的醫療設施分佈資料以台北市衛生局所製作的台北市醫療院所 GIS

檔分佈圖為基礎修正得之，及配合台北市各區的里人口密度資料分析之；（2)  樣本來源：有關醫

療診所經營者的選址理念資料，以台北市參加健保的開業醫為主，全面郵寄 1190 份的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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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牙醫），共回收 358 份的有效樣本問卷（回收率達 30.08 ﹪）。 

2) 問卷設計與進行：依研究架構及與醫生、負責之行政人員等進行訪談後，所設計之結構式

問卷，在 94 年 7 月-9 月，以郵寄或到診所訪問得之。問卷的自變相包括：樣本的性別、年齡、

婚姻狀況、大學所在縣市、實習醫院所在縣市、開業年限。依變數包括：樣本選擇目前的位置開

業的理由；樣本開業前商量的對象及是否察看官方網頁資料；樣本對目前開業位置的滿意度；樣

本對開業位置的理想等。 

3）研究假說：針對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3 與 4 提出以下假設：（1）研究樣本年齡、開業年限和

診所區域有差異；（2）研究樣本的專業科別不具有區域的差異性；（3) 研究樣本選址和大學所在

地、實習醫院所在地及原戶籍地有相關；（4）研究樣本選址之前會和配偶商量或查網站相關資料；

（5）研究樣本對目前開業址的位置滿意度依其專業科別、年齡、區域別、開業年限有差異；（6）

研究樣本在選擇診所位置的原因上具有趨勢並具區域差異。 

4) 資料處理：（1) 有關醫院的分佈圖以 ArcGIS 8.3 處理之，並以台北市各里每平方公里的診

所數除以該里得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之比率值為指標，求得診所之服務級數的空間分佈情形；

（2）有關問卷的處理，以 SPSS13.0 之描述性統計和卡方檢定及主成份分析、線性迴歸方法處理

資料，而醫生的理想醫院位置部分，以開放式問答為主，並將資料整理得之。 

台北市醫療院所空間分佈之地理因素 

台北市醫院共分為四級，分別為一級的教學醫院、二級區域醫院、三級地區醫院及四級一般

診所和各區衛生所，其相對於人口密度的分佈情形如圖 2 所示。大型醫院設置最早的為日據時代

的台大醫院（表 1），其次為馬階醫院、郵政醫院、私立仁濟醫院及市立中興醫院，大都設置在台

北發展源地的中正及萬華等舊市區（圖 3）。擴散第Ⅱ期為國民政府遷台之後所設置的大型醫院，

大致以軍方性質為主，有榮總、三總、國軍松山等，設置地點以當時較偏市區的北投區、文山區

為主。其次有台安醫院則為天主教會所創辦，市立仁愛醫院為台北市政府最早創立的醫院，中心

診所則為大陸私人醫療財團遷台的延續，及台北護理學校附設醫院等，其擴散地以大安區為主。

長庚醫院為開私立教學醫院之先河，及之後的國泰醫院、新光醫院為台灣大財團將其事業經營版

圖拓展至醫療設施上，至此進入擴散期的第Ⅲ期，設置地點以財團本身的發展政策為主，大都為

早期購置離當時中心商業區較遠的土地所建。市立醫院在 1980 年後成立的陽明醫院及忠孝醫院，

則為市政府對人口密度增加快速的士林區、南港區所規劃的區域醫院。至擴散期第Ⅳ期之後，醫

學中心部分，三軍總醫院將其主要醫院遷至醫院數量較少，人口密度偏低的內湖區（林政彥

2001），對人口快速增加的文山區、木柵區則設置市立萬芳醫院，北投區設置關渡醫院。 

影響台北市 1-3 級醫療院所的分佈與成長，除了和人口密度有關以外，大環境的變遷，醫院

企業化的經營趨勢亦有關（丁志音 1999）。其次，在 1995 年實施全民健康保險制度後，醫院的數

量由 83 年的 70 所，至 92 年減至 52 所，減少率達 25.71％，但是中醫科卻快速成長
5
，歇業的醫

                                                             
5 台灣地區醫療機構現況及醫院醫療服務量統計摘要表（2004），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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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地區醫院佔大部分；這和台灣其他中小型都市之醫院的新設與歇業之規模有差別
6
。再者，都

市老年人口的比例提高，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一般家庭無論在人力資源或空間的使用上，都無

法照顧慢性病或行動不方便的老年人或婦女生產後的調養。又，衛生署的施政計畫中，鼓勵醫療

體系與社區資源結合，發展各醫院特色，加強社區服務。因此大部份私人的地區醫院，現已慢慢

轉型改變為老人安養病院或坐月子中心等為主要的營業項目。雖然政府希望建立完整的醫療網之

分遞系統的轉診制度，能小病看小醫院，大病再由小醫院轉診至大醫院，從台北市醫療院所之分

佈圖，及其交通網路之密集來看，台北市各大、小醫院之間的距離相當短，及病人和醫院之距離

亦相當短，如果僅由掛號費的差距來實行各級醫院之健全轉診制度可能不容易，這也是容易造成

台北市醫療院所兩極化，地區醫院如果沒有特色，不容易經營的原因。 

 

 

 

 

 

 

 

 

 

 

 

 

 

 

 

 

 

 

 

 

 

 

 

 

圖 2  台北市醫療診所和人口密度之分佈圖 

                                                             
6 劉容華與江東亮之研究（2001）：台灣新設醫院的規模傾向小於 50 床，蓋在都市化程度中等，各類型醫院數皆少

的次醫療區。而歇業醫院傾向為舊設醫院、私立、及規模 50 床以下的醫院，大都位於大型醫院數多，以及賀芬

達指標低的次醫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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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北市 1-3 級醫院所在之區域及設立時間 
醫院級數 醫院名稱 區域  現址設立時間 急診處 
醫學中心      

1 台大 中正 1898  有 
2 馬偕 中山 1912  有 
3 榮總 北投 1958  有 
4 三軍（民眾） 內湖（大安） 2000（1967）  有 
5 長庚 松山 1976  有 
6 國泰（財團） 大安 1977  有 
7 新光 士林 1992  有 
8 市立萬芳（北醫） 文山 1997  有 

區域醫院      
1 市立中興 大同 1938  有 
2 台安（財團） 松山 1955  有 
3 市立仁愛 大安 1956  有 
4 國軍松山（民眾） 松山 1957  有 
5 國軍北投（民眾） 北投 1966  有 
6 振興復健 北投 1967  有 
7 市立和平 中正 1968  有 
8 婦幼綜合 中正 1973  有 
9 北醫附屬 信義 1976  有 

10 市立陽明 士林 1985  有 
11 市立忠孝 南港 1987  有 
12 和信治癌（財團） 北投 1997  有 

地區醫院      
1 郵政醫院 中正 日據  無 
2 仁濟醫院（財團） 萬華 1922  無 
3 市立慢性病防治 中山   無 
4 中心診所（財團） 大安 1949  有 
5 台北護理附設 萬華 1949  無 
6 資生堂醫院 南港 1964  無 
7 宏恩綜合 大安 1965  有 
8 康寧醫院（財團） 內湖 1970  有 
9 西園醫院 萬華 1971  有 

10 協和婦女醫院 中山 1974  無 
11 中山醫院 大安 1976  有 
12 博仁綜合醫院 松山 1976  有 
13 仁康醫院 信義 1977  有

＊ 
14 福全醫院 中山 1977  無 
15 景美綜合醫院 文山 1979  有 
16 衛生署台北醫院（城區） 大同 1987  無 
17 萬華醫院（財團） 萬華 1996  無 
18 台北秀傳醫院 大安 1996  無 
19 國泰內湖分院 內湖 1997  有 
20 泰安醫院 中山 2003  無 
21 市立關渡醫院 北投 2000  有 

精神專科醫院     
1 仁濟療養院 萬華 1922  無 
2 市立松德（市立療養院） 信義 1969  有 
3 培靈醫院 松山 1985  有

＊ 
＊

夜間無急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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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台北市 1—3 級醫院四個時期之空間擴散圖 

 

台北市私人診所早期一直為台北市醫療資源的主軸，但在私人的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陸續設

立之後，以人口成長率比較，其成長率已不若以前
7
。診所的醫師分佈在健保實施後的確產生變化，

其分佈有平均化的趨勢（林主恩 2002）。每平方公里診所密度如分 7 級，其分佈主要集中於人口

最密集的大安及部分中山、中正及大同、萬華區（圖 4）。健保實施後，雖然政府極力推展轉診制

度，但是國人喜歡到醫院看名牌醫生的習慣不容易在短時間改變，因此近期一般診所的設置量，

相對於以前已大幅度減低。而其設置的時間及分佈情形和台北市的人口密度高值的分佈發展相當

吻合，如再以醫療診所對人口之比率分 7 級看，高程度仍集中在中正、中山、大安區，而程度較

低的部分主要在台北市東北部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及南港的山區和社子蔬菜專業區等區域（圖 5）。

                                                             
7 台灣地區醫療機構現況及醫院醫療服務量統計摘要表（2004），行政院衛生署，台北市診所 83 年為 2615 所，92

年則為 2696 所，增加率為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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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區左下角為政府機關及學校用地，及文山區左下角的山區，出現較高級數的情形，乃為該地

區人口極少所造成之特殊情況。新設立的內兒科診所，大都在都市發展較邊緣區、以年輕人口組

成的家庭住宅區為主。如有設置於主要商業區的診所，則以選擇二樓以上房租較便宜的地點為多。

再者，近年來由於人們的生活形態及價值觀的改變，整形外科或搭配醫生的減肥中心增加很多，

常見設於人潮較多的商業區或交通節點上。 

精神病的專科醫院在台北市僅有四家，其中兩家為軍醫院，市立醫院僅一家，以精神病患的

比例來看是不足的,除了國人忌看精神病醫院的文化因子影響之外，精神病院的設置地點除了早期

已設置點以外，要覓得新設點的確不容易。台北市急診醫療是獨立的系統，以設於教學中心或區

域醫院為主。其次牙醫部分，由於系統及性質上和一般醫療不盡相同，本研究對這些分將不做探

討。 

  

 

 

 

 

 

 

 

 

 

 

 

 

 

 

 

 

 

 

 

 

 

 

 

 

 

圖 4  台北市第 4 級診所密度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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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台北市第 4 級診所與人口比率之分佈圖 

 

 台北市診所的選址原因探討 

台北市最基層的第四級醫療系統，除了各區衛生所以外，都為私人經營的診所。因此開業醫

的選址機制，關係著台北市最基本醫療資源的分佈。瞭解醫生的特質和理念，可以更客觀量度醫

療資源的供需模式（Kazanjian 1996）。而有關影響醫生選擇診所位置的原因、決策、滿意度及理

想是非常複雜，包括個別的背景、家庭因素、專業科別、設置點的環境等因素。 

以下就本研究之樣本的基本特徵（表 2）對前述之假說，分別就統計檢定及相關分析的結果

討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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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樣本之基本資料分佈 
年齡  25-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共計 
  N(％) N(％) N(％) N(％) N(％) 

計  47（13.2） 114（31.8） 125（34.9） 71（19.8） 355 
       
性別 男 31（8.7） 96（27.0） 112（31.5） 68（19.2） 307（86.5） 
 女 16（4.5） 18（5.1） 12（3.4） 2（0.6） 48（13.5） 

計      355 
       

區域 大安區 7（2.0） 20（5.6） 22（6.2） 7（2.0） 56（15.8） 
 信義區 8（2.3） 11（3.1） 11（3.1） 10（2.8） 40（11.3） 
 內湖區 4（1.1） 12（3.4） 13（3.7） 2（0.6） 31 （8.7） 
 萬華區 3（0.8） 10（2.8） 13（3.7） 10（2.8） 36（10.1） 
 中正區 5（1.4） 13（3.7） 8（2.3） 5（1.4） 31 （8.7） 
 大同區 1（0.3） 7（2.0） 8（2.3） 10（2.8） 26 （7.3） 
 南港區 0（0.0） 1（0.3） 3（0.8） 2（0.6） 6 （1.7） 
 松山區 3（0.8） 10（2.8） 7（2.0） 4（1.1） 24 （6.8） 
 北投區 5（1.4） 9（2.5） 5（1.4） 2（0.6） 21 （5.9） 
 文山區 5（1.4） 10（2.8） 9（2.5） 5（1.4） 29 （8.2） 
 中山區 2（0.6） 4（1.1） 14（3.9） 8（2.3） 28 （7.9） 
 士林區 2（0.6） 7（2.0） 12（3.4） 6（1.7） 27 （7.6） 

計      355 
       

婚姻 已婚 37（10.5） 106（30.3） 119（34.0） 68（19.4） 331（94.6） 
 未婚 7（2.0） 7（2.0） 3（8.5） 1（0.3） 19 （5.4） 

計      350 
       

大學所在地 台北 17（4.8） 66（18.8） 76（21.6） 48（13.6） 207（58.8） 
 台中 24（6.8） 32（9.1） 32（9.1） 11（3.1） 99（28.1） 
 花蓮 0（0.0） 0（0.0） 2（0.6） 1（0.3） 3 （0.9） 
 高雄 2（0.6） 9（2.6） 10（2.8） 3（0.9） 24 （6.8） 
 其他 1（0.3） 4（1.1） 6（1.7） 8（2.2） 19 （5.4） 

計      352 
       

實習醫院 台北 20（5.8） 87（25.0） 89（25.6） 49（14.1） 245（70.6） 
所在地 台中 18（5.2） 16（4.6） 19（5.4） 7（2.0） 60（17.3） 
 花蓮 0（0.0） 1（0.3） 2（0.6） 2（0.6） 5 （1.4） 
 高雄 1（0.3） 5（1.4） 2（0.6） 4（1.2） 12 （3.5） 
 其他 4（1.2） 3（0.9） 10（2.9） 8（2.3） 25 （7.2） 

計      347 
       

診所與住 是 4（1.1） 8（2.8） 31（8.8） 32（9.1） 75（21.3） 
家一起 否 41（11.6） 104（29.5） 93（26.4） 39（11.1） 277（78.7） 

計      352 
       

原戶籍                                                               北市 22（6.6） 68（20.7） 68（20.7） 46（14.0） 204（62.0） 
 北部 6（1.8） 13（4.0） 11（3.3） 5（1.5） 35（10.6） 
 中部 5（1.5） 14（4.3） 26（7.9） 7（2.1） 52（15.8） 
 南部 8（2.4） 10（3.0） 12（3.6） 8（2.4） 38（11.6） 

計      329 
       

專業科別 家醫內科 9（2.5） 22（6.2） 32（9.1） 31（8.8） 94（26.6） 
 外科整形科 0（0.0） 6（1.7） 6（1.7） 7（1.9） 19 （5.4） 
 婦產科 1（0.3） 13（3.7） 17（4.8） 8（2.3） 39（11.0） 
 眼科 3（0.8） 8（2.3） 11（3.1） 2（0.6） 24 （6.8） 
 耳鼻喉科    5（1.4）  12（3.4）    13（3.7）     4（1.1）    34 （9.6） 
 小兒科    4（1.1）  17（4.8）    11（3.1）     6（1.7）    38（10.8） 
 中醫   17（4.8）  24（6.8）    28（7.9）     8（2.3）    76（21.5） 
 皮膚泌尿科    2（0.6）   5（1.4）     3（0.8）     1（0.3）    11 （3.1） 
 復健及聯合    4（1.1）   4（1.1）     2（0.6）     3（0.8）    13 （3.7） 
 其他    0（0.0）   3（0.8）     1（0.3）     1（0.3）      5 （1.4） 

計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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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上一節的表 1 及圖 3 得知，台北市三級以上的醫療院所設置的擴散和台北市人口密集區的

擴散是相當一致。而為進一步瞭解基層診所是否也一樣，因此，將北市 12 區合併為 6 區（統

計檢定上的需要並參考以上圖表），開業年限也依四分位法分為四組，來檢定是否研究樣本的

年齡及開業年限可以反應在區域上？結果表 3 顯示開業年限低、年齡小的，較少開業於舊市

區，且達到統計上顯著差異。  

2. 第四級醫療診所服務項目是以一般小病的門診為主，因此以家醫、內兒及中醫最多。如此，

應該在區域上沒有差異，但是統計檢定結果具有顯著差異（表 3），比較明顯的差異在中醫設

置於松山、信義區較多，眼科及婦產科則明顯設於大安、中正區多。 

3. 北市開業醫選址時和其原戶籍地、大學所在地、實習醫院所在地在北市的比例很大（表 2 ），

因此此三因子應該具有相關性。以卡方檢定顯示實習醫院所在地和大學所在地在統計上達到

顯著相關（X2 =159.84  p<0.001）。而原戶籍地和實習醫院及大學所在地，在統計上未達相關

顯著性(X2 =1.54  p<0.819)。因此開業醫選擇開業的城市是相當具有地緣關係，尤其大學所

在地及實習醫院所在地影響最大。 

4. 本研究設計醫生選址原因的問卷上，大致可以分為區位因素、情感因素、客觀因素三方面，

有些項目可能介於兩者之間，例如交通方便、環境好可以為區位因素或客觀因素。其他如住

宅區、醫院聚集區等為區位因素，家人好朋友住附近、熟悉此區等為情感因素，學區好、有

人承讓等為客觀因素。如此，以主成分分析及四方位法做轉軸，選出六個解釋率達 66.76％主

要因素（表 4），此六個因素由主成分係數矩陣得出，分別為：第一因子為考慮居民之年齡及

社經，第二因子為交通便利，第三因子為環境好，第四因子為家人及親戚住附近，第五因子

為熟悉此區，第六因子為住宅區（表 5）。前三者均屬於客觀因素，第四、五因子為情感因素，

第六因子為區位因素。由於此選項為複選因此醫生選擇時有些項目是合併考慮，表 6 的相關

矩陣可以看出變數之間達顯著水準的項目，其中「繼承父業」及「好朋友住附近」常為研究

樣本獨立思考的項目；而「交通方便」為最多合併的項目，尤其在「商業區」、「住宅區」、「環

境好」及「醫院聚集區」的選項上，經常合併考慮。其次「環境好」的選項亦和「考慮居民

之年齡及社經」合併考慮，統計上亦達到顯著水準(p＜0.001)。為了進一步瞭解不同區域的醫

生其選擇因數上是否有差異？又，哪些因子在區域因素上具有意義？再利用線性迴歸分析

（Liner Regression Analysis），統計上達差異顯著的標準（p<0.01），其中變數：有好朋友住附

近、住宅區、商業區、房租合理四項達統計上顯著水準（表 7），這些項目則偏向區位因素多，

是相當合理的，也就是說，在不同區域的開業醫其選擇該區的原因，是基於該區的區域特徵。 

5. 有關開業醫選址決策方面，研究樣本在選址時商量的對象方面，只和配偶商量的比例最高占

46.4％，其次為自己決定占 11.7％，而朋友或同事占 8.1％，父母長輩及配偶兩者占 10.6 ％，

配偶及朋友占 8.4％，經卡方檢定，統計上達差異顯著水準（X2=865.645 df=12 p＜0.001）。

因此配偶在此決策扮演重要的角色，此和大部分研究文獻相吻合。但在和醫學院的師長商量

的比例很低，這和國外的研究報告差異較大。至於上網尋找官方資訊則比例不高僅佔 5.4％，

僅有年齡較低的男性使用網站的比率較高一點。 

6. 北市開業醫對其目前的位置之滿意度，可以瞭解部分北市基層醫療服務的運作的效果，研究

樣本回答「滿意」的有 33.8％、尚可為 59.2％、「不滿意」的為 6.1％，一般而言不滿意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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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會遷移，因此本研究將回答分兩部分，即：滿意及其他。在專業科別方面內兒科及耳鼻喉

科相對於其他科滿意的比率較小，但統計上未達顯著差異（表 8）。區域方面松山信義區及萬

華大同區滿意的比率較小，統計上亦未達顯著差異。至於開業年限方面，開業較久的（21 年

以上）顯示較高的滿意度，但在統計上亦未達顯著差異。不滿意的原因大致有：離市立醫院

太近；沒有接近大馬路；該地區人口密度不夠高；該區診所密度過高；人潮不多且租金高；

位於商業區住家人口少；位於巷內人潮少；老舊社區等。 

7. 有關開業醫理想的診所位置方面，由於為開放式問答，因此將訪查及醫生親自填寫的結果加

以整理，得出以下幾個與區位有關的衡量指標及結果：1）交通便利，尤其靠近捷運站或停車

容易方便為優；2）人口密度高、人口流量大（如市場附近）、年齡層（小孩、老人多）有利； 

3）環境好 、居民水準高； 4）醫院密度（同質醫院密度高或離大醫院近不利；5）都市新發

展區（租金較低、外來移民者多；6）其他有：馬路不要太大、醫學中心太多不利、大馬路邊

的大巷子第 1.2 家（租金便宜）、靠國道及主幹道或捷運網（有利台北鄰近外縣市的居民）、

住宅與商業區連結地段（白天看辦公人員，晚上看住家）、位置醒目等。 與位置無關的有：

認為醫德、醫術、服務熱忱比診所位置重要，或適合自己個性、 靠山（北投區）、空氣清晰、

避免潮濕淹水地區、治安好、健保制度的影響較大（如對皮膚、眼科、耳鼻喉、復健、中醫

有利，外科、骨科不利）、生活機能、公園綠地、離家近、建立自己的人脈為優先等。 

 

表 3 研究樣本之開業年限、年齡及專業別的區域分佈 

 
大安中正 信義松山 內湖北投 萬華大同 南港文山 中山士林 P 值 

樣本數（％）  

年限         

 6 年以下 31(8.9%) 19(5.4%) 10(2.9%) 11(3.2%) 12(3.4%) 10(2.9%) p<0.01 

 7~11 21(6.0%) 17(4.9%) 13(3.7%) 13(3.7%) 6(1.7%) 13(3.7%)  

 12~21 20(5.7%) 10(2.9%) 22(6.3%) 11(3.2%) 9(2.6%) 14(4.0%)  

 21 以上 13(3.7%) 16(4.6%) 6(1.7%) 27(7.7%) 8(2.3%) 17(4.9%)  

年齡         

 25~40 12(3.4%) 11(3.1%) 9(2.5%) 4(1.1%) 5(1.4%) 4(1.1%) p<0.05 

 41~50 33(9.3%) 21(5.9%) 21(5.9%) 17(4.8%) 11(3.1%) 11(3.1%)  

 51~60 30(8.5%) 18(5.1%) 18(5.1%) 21(5.9%) 12(3.4%) 26(7.3%)  

 60 以上 12(3.4%) 14(3.9%) 4(1.1%) 20(5.6%) 7(2.0%) 14(3.9%)  

專業科別        

 家，內 19(5.4%) 17(4.8%) 15(4.2%) 18(5.1%) 9(2.5%) 17(4.8%) p<0.05 

 耳，小 19(5.4%) 6(1.7%) 15(4.2%) 11(3.1%) 12(3.4%) 9(2.5%)  

 中，醫 19(5.4%) 22(6.2%) 7(2.0%) 13(3.7%) 10(2.8%) 5(1.4%)  

 婦，眼 20(5.6%) 7(2.0%) 8(2.3%) 13(3.7%) 2(0.6%) 13(3.7%)  

  其他 10(2.8%) 11(3.1%) 6(1.7%) 8(2.3%) 2(0.6%)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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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究樣本選址的原因之主成分析特徵值 

Component 

Initia  Eigenvalues(a) Extraction  Sums  of  quared  Loadings Rotation  Sums  of  Squared  Loadings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Total % of Variance Cumulative % 

Raw 1 .304 17.672 17.672 .304 17.672 17.672 .162 9.409 9.409 

  2 .233 13.551 31.223 .233 13.551 31.223 .247 14.352 23.762 

  3 .186 10.813 42.036 .186 10.813 42.036 .173 10.060 33.822 
  4 .168 9.732 51.768 .168 9.732 51.768 .181 10.510 44.332 
  5 .141 8.193 59.962 .141 8.193 59.962 .235 13.670 58.002 
  6 .117 6.798 66.760 .117 6.798 66.760 .151 8.758 66.760 

  7 .108 6.278 73.038       

  8 .101 5.873 78.911       

  9 .079 4.575 83.486       
  10 .071 4.150 87.636       
  11 .052 3.028 90.664       
  12 .048 2.793 93.457       

  13 .046 2.671 96.128       

  14 .038 2.206 98.334       

  15 .029 1.666 100.000       

 

 

表 5 研究樣本選址之主要因子特徵 

因子 
Component 

1 2 3 4 5 6 

繼承父業 -.029  .006  -.012  -.007  .004  .000 
家人及親戚住附近 -.029  -.073  .012  .897＊ -.154  -.005 
好朋友住附近 .028  .006  .003  -.024  -.013  -.021 
住宅區 -.082  -.145  .108  -.008  -.043  1.000＊ 
商業區 -.101  .205  .038  -.037  -.073  -.103 
交通方便 .163  .914＊ -.216  .126  .060  .047 
房租合理 .339  .053  -.216  -.012  .042  -.037 
醫院聚集區 -.009  .021  .023  -.006  .011  -.006 
醫院較少 .050  .036  -.021  -.013  -.014  -.015 
和大醫院接近 .042  -.011  .023  -.021  .084  -.014 
熟悉此區 -.233  -.093  -.041  .035  .943＊ -.002 
考慮居民之年齡及社經 .810＊ -.165  .089  .026  .183  -.110 
環境好 -.139  .060  .869＊ -.025  -.079  -.125 
學區好 .000  -.017  .059  .008  .004  .028 
有人承讓 -.105  .011  -.269  -.316  -.023  .090 

＊
表示該因子最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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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樣本選址之相關矩陣 
 
 
 
 
 
 

繼
承
父
業 

家
人
及
親
戚
住
附
近 

好
朋
友
住
附
近 

住
宅
區 

商
業
區 

交
通
方
便 

房
租
合
理 

醫
院
聚
集
區 

醫
院
較
少 

和
大
醫
院
接
近 

熟
悉
此
區 

考
慮
居
民
之
年
齡
及
社
經 

環
境
好 

學
區
好 

有
人
承
讓 

繼承父業  .386 .166 .279 .059 .427 .088 .259 .173 .360 .257 .114 .080 .097 .414 
家人及親戚住附近 .386  .113 .265 .161 .249 .399 .127 .132 .217 .193 .066 .001＊＊＊ .472 .032＊ 
好朋友住附近 .166 .113  .397 .120 .396 .187 .202 .484 .083 .081 .149 .240 .152 .197 

住宅區 .279 .265 .397  .489 .000＊＊ .044＊ .262 .318 .246 .396 .001＊＊＊ .037＊ .057 .105 
商業區 .059 .161 .120 .489  .000＊＊ .185 .013＊ .287 .255 .266 .059 .018＊ .167 .442 
交通方便 .427 .249 .396 .000＊＊＊ .000＊＊＊  .032＊ .001＊＊ .008＊＊ .259 .011＊ .348 .000＊＊＊ .243 .012＊ 
房租合理 .088 .399 .187 .044 .185 .032＊  .123 .036＊ .111 .090 .000＊＊＊ .091 .246 .311 
醫院聚集區 .259 .127 .202 .262 .013＊ .001＊＊＊ .123  .208 .001＊＊＊ .051 .243 .004＊＊ .038＊ .273 
醫院較少 .173 .132 .484 .318 .287 .008＊＊ .036＊ .208  .313 .040＊ .119 .199 .484 .388 

和大醫院接近 .360 .217 .083 .246 .255 .259 .111 .001＊＊＊ .313  .004＊＊ .101 .095 .132 .219 
熟悉此區 .257 .193 .081 .396 .266 .011＊ .090 .051 .040＊ .004＊  .426 .254 .287 .022＊ 
考慮居民之年齡及社

經 
.114 .066 .149 .001＊＊ .059 .348 .000＊＊＊ .243 .119 .101 .426  .000＊＊＊ .048 .025＊ 

環境好 .080 .001＊＊ .240 .037 .018＊ .000＊＊＊ .091 .004＊＊ .199 .095 .254 .000＊＊＊  .007＊＊ .025＊ 
學區好 .097 .472 .152 .057 .167 .243 .246 .038＊ .484 .132 .287 .048 .007＊＊  .312 

有人承讓 .414 .032＊ .197 .105 .442 .012＊ .311 .273 .388 .219 .022＊ .025 .025 .312  
＊＊＊

表示 p<0.001   ＊＊
表示 p <0.01  ＊

表示 p <0.05 
 

表 7  研究樣本選址原因區域上之差異 

Model 

Un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t Sig. 

B Std. Error Beta 
1 (Constant) 4.944 .371  13.339 .000 
  繼承父業 .748 .951 .042 .786 .433 
  家人及親戚住附近 .429 .483 .048 .887 .376 
  好朋友住附近 1.856 .875 .113 2.120 .035＊ 
  住宅區 1.082 .525 .112 2.062 .040＊ 
  商業區 1.157 .614 .103 1.884 .060＊ 
  交通方便 .129 .434 .017 .298 .766 
  房租合理 1.411 .684 .114 2.062 .040＊ 
  醫院聚集區 -.118 1.123 -.006 -.105 .916 
  醫院較少 .705 .903 .042 .781 .436 
  和大醫院接近 .714 .709 .054 1.007 .315 
  熟悉此區 .238 .418 .031 .569 .570 
  考慮居民之年齡及社經 .146 .547 .015 .266 .790 
  環境好 -.493 .525 -.053 -.940 .348 
  學區好 -.335 .883 -.020 -.379 .705 
  有人承讓 -.582 .568 -.055 -1.024 .307 

＊
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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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研究樣本在開業年限等因子於滿意度上的分佈 

  
滿意度(N%)   

滿意 其他與不滿意 P 值 
開業年限     
 25~40 33(9.5%) 60(17.3%)   P<0.749 
 41~50 26(7.5%) 56(16.1%)  
 51~60 26(7.5%) 60(17.3%)  
 60 以上 32(9.2%) 54(15.6%)  
區域別     
 大安中正 38(10.7%) 49(13.8%)   p<0.302 
 信義松山 18(5.1%) 46(13.0%)  
 內湖北投 17(4.8%) 34(9.6%)  
 萬華大同 18(5.1%) 45(12.7%)  
 南港文山 10(2.8%) 25(7.0%)  
 中山士林 20(5.6%) 35(9.9%)  
專業科別     
 家，內 25(7.1%) 69(19.6%)   p<0.176 
 耳，小 21(6.0%) 50(14.2%)  
 中醫 27(7.7%) 49(13.9%)  
 婦，眼 28(8.0%) 35(9.9%)  
 其他 18(5.1%) 30(8.5%)  
住家是否在一起    
 是 23(6.5%) 98(27.8%)   p<0.502 
  否 51(14.5%) 180(51.1%)   

結 論 

台北市醫療設施的空間分佈，不可否認的近期改變相當明顯。雖然醫療設施的設置及運作，

不能和一般企業或私人的經營相提並論，但是，基本上除了社會福利政策之外，還是有商閾的問

題。因此，醫療資源的分佈必須兼管公平、有效及財政的收支平衡等問題。雖然發展了一些理想

的理論及模式，但是，因為主要營運的單位大都為民間機構或私人開業醫，因此在探討醫療資源

的分佈原因時，也增加了許多複雜性。雖然如此，本研究希望能瞭解台北市醫療設施分佈的趨勢

及分析其區位設置的機制，能為未來有關單位做醫療資源規劃之參考。 

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的政策方面包括健康保險制度、不同層級醫療設施之規劃、轉診制度等

影響醫療設施的分佈及經營者經營方式和設置地點的選擇。在區域的條件方面，該區里的人口密

度、交通條件等為首要指標。醫院的性質主要分為醫院的機能及專業科別，醫院診所條件不一樣，

則設置的地點選擇也不一樣。以上也許有一些區位的模式或理論可尋，但是，最基層的診所開業

醫在選址方面，大部分依自己的喜好、地緣關係等主觀的看法來選擇，而有關區位立地條件的考

量經常是附帶的。 

台北市醫療設施的時空分佈，主要一直受到都市發展的擴大及人口密度的增加影響，近期捷

運路線亦為重要影響因素。目前除了周邊的山區以外，土地利用的發展及人口密度都已達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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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對的醫療設施及醫療人員也增加很多。因此這台灣首善之地，醫療資源不論在質與量都相當

豐沛及平均，而其各項相對設施的條件也相當完善。尤其在精華地段的中正區、大安區居民的易

達性及選擇性都相當高。其次，變化較大及呈現萎縮的「地區醫院」方面，如果醫療方向沒有特

色，則經營上會有困難。因此，台北市未來醫療院所的空間分布將呈現兩極制極端化，並且私人

大型醫院會在土地的高利潤價值的考量下，漸漸遷往或設置於較不熱鬧的邊區。至於私人診所的

未來發展是否會和國外一樣，實行聯合門診辦公室的方式，在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開業醫選址的

情感因素仍佔有相當的比例，是否會普遍實行仍有待觀察。 

開業醫選址的決策方面，不同的專業科別的區位條件不一樣，家醫及內兒科以住宅區為主，

而整形、外科系列則選擇商業區較多。其他則介於中間的條件，也就是說常設置於住宅區與商業

區之間，或住宅及商業區混雜地帶。其次選址的原因方面，由於個別的見解及喜好差異極大，而

出現了完全相反的結果，例如：有些醫生喜歡設置於醫院聚集區，但有些則喜歡醫院較少地區；

有些喜歡和大醫院接近，有些則不喜歡和大醫院太接近等。 

醫療設施的密度及分佈反映一區域的發展與特色，經濟的發展及政府的政策等是其外顯的影

響因子，而文化因素及行為因素則為其潛在因子。這些因素隨著時間一直在改變，因此，醫療設

施分佈的情形及配置的機制也一直在變動。經營者及規劃者必須掌握這些醫療設施時空的分佈變

化及其分佈機制，才能讓民眾達到有效及公平的醫療資源的利用。 

本研究的樣本主要以參加健保的醫院、診所為主，雖然樣本數達總母體的三成，但分析結果

的代表性仍顯不足。尤其自變數（年齡、區域、性別、專業科別等）的各項之樣本數，並沒有辦

法很平均的取得，因此，為統計運算的需求需合併一些項目，如此可能在討論時會有所偏頗。再

者，本研究在醫院密度的分佈方面，僅配合各里每平方公里之人口密度做分析，如果以後完成更

多捷運路線可以再配合交通條件及地形狀況，應該可以更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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