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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根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調查統計發現，國人急診人數逐年地增加，103 年

有 705 萬人次去過急診，至 104 年增加到 720 萬人次。在 105 年急診室最擁擠的是

臺大醫院，急診待床超過 48 小時占率高達 24.1%，每四名需住院的急診患者，就有一

名患者等待病床時間需超過兩天。本研究將以急診室患者為主要目標對象，並選定醫療

相關場域來進行觀察，加以結合服務科學與服務設計概念來進行創新創意的發想，來改

善醫院之急診室患者服務動線與服務管理之問題。 

關鍵字：服務設計、急診室、醫療 



 

 

壹、 緒論 

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所調查的統計資料發現，國人急診就醫人數逐年增

加，103年有 705萬人次去過急診，至 104 年增加到 720萬人次。衛福部最新調查顯示，

至105年急診室容易收入過多病患的是臺大醫院，急診待床超過48小時占率高達24.1%，

每四名需住院的急診患者，就有一名患者等待病床時間需超過兩天。另外，檢傷分類數

據發現，104 年國內醫學中心診治 193 萬人次急診患者，依照 5 級檢傷分類，被歸類在

4、5 級症狀不緊急的患者約有 23 萬人次，占整體人數約一成多。一成看似並非驚人的

數字，但這 23 萬人每次都必須花費問診時間，就等於耗費了急症患者的急救資源。綜

合以上敘述，發現國人急診就醫人數逐年地成長，從急診患者在進行檢傷、醫療診治、

急診住院都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因此，本研究認為急診的設備、服務動線、流程

不夠完善，使本研究引發了初步的探討動機。 

 

根據臺大醫院最新調查統計顯示，急診患者滿意度呈現減少的趨勢，最低落在 102

年下半年，只有 79%；而在 105 上半年的 85.7%至 105 下半年的 83.9%，這之間呈現逐

漸下降地趨勢(由圖 1 所示)。由上述數據可發現，急診服務滿意度逐年地在減少，國人

在急診服務過程中受到何種因素，使其滿意度受到減少，在此過程之中需要進行改善地

方在哪，將是本研究探討動機。  

 

 

圖 1：急診服務滿意度 

資料來源：臺大醫院歷年滿意度趨勢 

 

根據以上調查報告，可發現，急診室從環境至人為因素都存在著許多不完善的地方，

再加上近年來，臺灣醫療相關議題逐漸地受到國人重視。因此，本研究將以「急診室」

做為研究主題，從環境、服務、流程等急診服務因素來進行改善。 

 

二、 研究目的 

基於研究背景與動機敘述，急診的動線環境、空間至人為服務都有許多不足的地方，

再加上急診患者通常都會有家屬陪同，使急診室變得相當擁擠，常會有急診患者與家屬

無座位、病床不足等原因，造成服務上之抱怨。本研究將從場域觀察以及與急診室患者

及陪診家屬間之訪談，並參考專業醫療人員所提出的專業知識與建議，來進行問題定義，

尋找出急診室常見之問題。綜合以上敘述，將透過服務設計法，從人為事物各種方向持

續地進行發散與收斂找出創新創意服務流程，加以改善急診室之問題。因此，提出以下

研究目的： 



 

 

(1). 探討急診室常見之問題 

(2). 擬定急診室動線、空間之規劃及設備改善措施 

(3). 對特定急診室提出一套服務流程法，使服務動線、空間受到改善 

 

三、 研究對象 

基於研究背景動機、研究目的敘述，本研究將選擇特定醫療場域進行服務流程設計。

因此，本研究以「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之急診室」進行一系列的服務流程設計，使其

受到改善。 

 

貳、 文獻探討 

一、 服務設計 

Stickdorn et al.(2011)在《This is Service Design Thinking: Basics, Tools, Cases》一書

定義服務設計為：可作為跨學科的方法。並從中提出服務設計五大思考原則：以使用者

為中心、共同創作、循序、證實、整體。Buchanan (2001)認為服務設計是一種跨科學之

方法，結合不同學科的方法以及工具，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在國際創新思維中心

Copenhagen Institute of Interaction Design (2008)認為服務設計有助於創新或改善現有服

務，使該服務變得更好、更有用。Mager (2009)定義服務設計是一種設計的專業知識，

有助於開發或改善服務，並提出改善服務設計因素為：易用性、滿意度、忠誠度、以及

效率。Moritz (2009)研究中認為服務設計就是要提供顧客有效、有用的服務，並有助於

創新或改善現有服務，同時具有全新、全面以及結合跨學科之方法。Frontier Service 

design (2010)認為服務設計開發有助於服務環境改善，從服務上的流程、工具、以及方

法，來使服務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口碑。並需站在顧客角度進行思考，以同理心方式思

考顧客需求性。 

 

綜合以上敘述，本研究從中定義服務設計為：服務設計有助於提昇或改善現有之服

務環境，是結合不同學科領域之知識來使服務模式進行改善。在改善過程中需以同理心

站在顧客角度上進行思考顧客的需求、以及在此項服務過程中遇到的困難以及痛處，才

能使企業創新或改善出更好的服務模式。因此，本研究中將結合服務設計方法，來使本

研究主要服務對象以及環境受到改善。 

參、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根據研究對象之定義去設計主要服務對象，透過 British Design Council (2005)

提出的雙鑽石模型(double diamond)，進行多次的腦力激盪發想以及收斂(由圖 2 所示)。

同時結合服務設計方法，如：親和圖、635 默寫、強迫聯想、九宮法、創意點子、顧客

旅程地圖來進行創意之發想。來設計出急診室服務雛型與服務藍圖。因此，提出以下本

研究流程：探索階段→定義階段→創意階段→發展階段→執行階段。 

 



 

 

 

圖 2：雙鑽模型 Double diamond (British Design Council, 2005) 

 

根據上述的流程加以結合服務設計方法，本研究先行前往「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急診室」進行實地場勘，觀察實地場域中不完善的地方以及服務動線規劃，接著，藉由

訪談法、日記法去訪談週遭去過急診室的親朋好友，再將訪談的資料加以整合出急診室

之問題。從眾多的問題之中，藉由親和圖進行問題定義出急診室常見之問題，並結合強

迫聯想法、九宮格法、635 默寫法、顧客旅程圖、分鏡表等服務設計之概念，進而發展

出本研究服務模型、服務藍圖。綜合以上敘述，本研究將在後續進行介紹整體的流程步

驟以及方法。 

 

二、 研究步驟與方法 

(一) 實地場勘以及問題定義 

本研究從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急診室進行實地場域之觀察。首先，在急診室之場

域現況發現急診室等候區座位約有 40 個椅子，並設有兒童急診室，在急診室入口處有

設置三個掛號區以及二個檢傷分類站，在急診室內部非常地混亂。綜合以上敘述，本研

究在實地場勘後發現，急診室等候區椅子座位有不足地方，常有急診患者或家屬都是站

著等候，而急診室內部發現，內部環境非常混亂。因此，將在後續透過訪談來蒐集急診

室不足之地。 

 

從場域觀察以及訪談資料整理後，提出以下問題：病床區椅子不足、診斷費用處理

流程需更明確、急診檢傷分類標示不明、醫院環境衛生不佳、空間動線安排不佳、內部

設備需改進、醫護人員和醫生態度不佳、急診處理流程草率、個資外洩疑慮、等待時間

過長、醫療過失與糾紛、診斷書開立流程需更明確。綜合以上敘述，急診室抱怨以等候

時間過長、費用問題、醫療人員態度、醫院設備、醫院衛生環境。因此，本研究在後續，

將從這些因素進行問題定義以及發想創意與創新。 

 

(二) 服務創意創新發想之方法：親和圖 

Kawakita(1997)提出親和圖法，常用於腦力激盪，將所觀察到的事務利用便利貼方

式記錄下來，再進行整理以及彙整，進而解決或定義出問題。 

 

根據前述資料整理，本研究進行問題收斂與創意以及創新之發想，透過親和圖方法



 

 

進行問題之收斂。首先，透過黃色便利貼將蒐集回來之問題進行撰寫，共寫了約 50 筆

黃色便利貼，扣除重複之問題，剩餘 36 筆，再將剩餘的黃色便利貼由藍色便利貼進行

分類與歸納出急診室之主要問題，共九項主要問題，最後再由這九項主要問題之中進行

投票，選擇可執行性較高的項目，以致後續創意創新之發想。因此，本研究從中整理出

以下主要問題：○1 期望改善環境衛生、○2 期望醫師診斷更準確、○3 期望改善急診室設備、

○4 期望流程更明確、○5 期望等待時間縮短、○6 期望醫院費用支付規則明確、○7 期望醫療

人員態度好轉、○8 期望個資受到保護、○9 期望醫護人員處置更加精確謹慎，共九個急診

室之問題，由圖 3所示： 

 

 

圖 3：親和圖 

 

本研究從九項問題以投票方式來票選出可執行較高的項目，分別為「期望改善環境

衛生」、「期望醫師診斷更準確」、「期望改善急診室設備」、「期望醫療人員態度提升」、

「期望醫護人員處置更加精確」擬定出來具重要性且可行性高的項目，來作為後續的創

意創新之發想。 

 

(三) 服務創意創新發想之方法：強迫聯想法 

本研究將從親和圖法中所進行定義之問題，藉由強迫聯想法進行創意創新之發想。

強迫聯想法是將兩者毫無關係的事件/物件強制聯想成符合本研究主的創意以及創新點

子。首先，聯想出掃把、病床、iphone、椅子、健身室、水等事件/物件；而在第二階段

聯想出打掃阿姨、麻吉兔、RFID、電影院、相親等事件/物件。最後，將兩階段事件/物

件結合成符合主題的創意創新點子；其中產生打掃阿姨公仔、打掃機器人、清潔評分 APP、

免治馬桶、優質清潔人員抽獎獎勵、定期舉辦衛生活動點子，由圖 4所示。 

 



 

 

 

圖 4：強迫聯想法 

 

(四) 服務創意創新發想之方法：九宮格法 

本研究從親和圖法所進行定義之問題，藉由九宮格法進行創意創新發想。透過親和

圖法中所票選出可執性較高、具重要性項目「期望醫護人員處置更精確謹慎」作為九宮

格法主要發想之主題。發想出：定期舉辦醫謢人員的教育訓練、增加院方基層人員的福

利制度、增加評價制度及獎金回饋、以小組方式執行醫療處置等(由圖 5 所示)，本研究

將所有想法完整呈現，以利後續之後創意點子的發想。 

 

 
圖 5：九宮格法 

 

(五) 服務創意創新發想之方法：635默寫法 

Parnes (1967)提出 635 默寫法，又腦力激盪法之稱。在腦力激盪的情況之下，雖然

嚴禁批判，但有些人對於在眾人面前無法暢所欲言，或不善於表達，以及別人有一樣的

想法就不發言的情形，較適用於短時間產生大量的想法。本研究依循此方式，針對「期

望改善急診室設備」項目作為 635 默寫法的目標(由圖 6 所示)。本研究所發想來的 635

默寫法之創意與想法，以利後續創意點子表的進行。 

 

圖 6：635默寫法 



 

 

 

(六) 服務創意創新發想之方法：創意點子表 

透過親和圖、強迫聯想法、九宮格法、635 默寫法所發想之創意過程。本研究將透

過創意點子法進行繪畫出來，共產生出將近 50個創意點子想法(由圖 7所示)。 

 

 

 
圖 7：創意點子表 

 

(七) 服務創意創新發想之方法：顧客旅程地圖 

顧客旅程圖透過規劃與設計，讓合作方瞭解顧客在消費過程中各主要階段的行為、

需求與痛點，進而設計相對應的解決方法，本研究針對該個案進行腦力激盪，首先在流

程列舉出來，再將流程中可能會碰到與進行的場域制定出來，並製作心情圖表，以顧客

的角度出發，模擬觀看在整個流程中，各主要階段病患的行為與心情，改善並創造最佳

的顧客體驗，因此，產生出顧客旅程。由圖 8所示。 

 
圖 8：顧客旅程地圖 



 

 

 

(八) 服務創意創新發想之方法：分鏡表 

分鏡表的概念為一個故事流程圖，本研究假設一個情境故事，把先前服務設計的方

法－創意點子表，運用到這個分鏡表，並票選出可執行的分鏡(紫色)與具有創意的分鏡

(粉紅色)，錄製一個故事分鏡表的影片，講解本研究假設的想法與創意、情境故事。 

 

本研究透過分鏡表的模擬顧客故事流程(由圖 9 所示)。從中挑出幾個較具可行性的

分鏡來進行說明，在故事流程中的跑馬燈，跑馬燈為顯示病患在哪一個診療區，使家屬

可以更快速的找到病患。當家屬或患者等候時間過長時，設置充電椅、書報區以及撥放

舒緩音樂使家屬及病患在長久的等候時間中不感到無聊。另外，多功能病床可以讓家屬

陪伴在病患身邊的時候可以有座位休息且平時不占空間，以及減少急診區之空間位置。 

 

 

 

圖 9：分鏡表 

 

(九) 服務模型 

本研究藉由各服務流程之方法，透過服務模型方式進行收斂結果，再結合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之急診室環境模建立出服務模型雛型(由圖 10所示)。從中發想出了設置多

功能病床、充電椅、打掃機器人、跑馬燈、App 等創新創意想法，後續將以服物藍圖呈

現整體的急診室之服務流程以及所產生出的想法。 

 



 

 

 

圖 10：服務模型 

 

 

(十) 服務藍圖 

本研究透過服務模型所建立的服務模型，進行服務藍圖設計(由圖 11 所示)。本研究

以急診室患者、患者家屬兩種角色進行設計，根據各角色在不同的實體證據（檢傷分類

站、掛號櫃台、等候區、診治區、醫院病房）所採取的行動，進行前台、後台、系統的

互動式服務設計，並在此服務過程之中加入了護理、醫師、清潔、志工角色，以及同時

建立智慧助理、即時回報、自動偵測、評分系統進行急診室之服務的整合，針對患者與

家屬在不同環境之下面臨到的問題以及會採取的行動，藉由即時性、互動式、系統化的

方式進行解決急診室之問題。在此服務過程之中，同時考量醫院的醫護人員的績效，因

此建立定期職員訓練、講座宣導、福利、獎勵制度，來提昇醫護人員的服務行為與態度。 

 

 
圖 11：服務藍圖 

 

肆、 研究結果與結論 

一、 研究結果評估 

(一) 商業模式分析 

任何良好的服務設計藍圖或點子都需要搭配適合的商業模式才有可能實現，針對本

研究所提出的商業行為去描述醫院整體的急診室之營運模式。透過不斷的討論及修正，

最終提出適合的多方面價值商業模式。首先，本研究針對醫院急診室去做服務流程改進

設計，所以合作夥伴必須與醫院配合，再啟動資金部分則需要透過申請得到政府的幫助。

在本研究整體設計裡面，主要方向是透過軟硬體設計來系統化的提升整體服務品質，透

過系統規劃、架設、導入及後面的時間序列式的流程設計，將是本研究要做的事情。為

了完成以上的架構，本研究具有系統建置技術、UI/UX 設計能力及企業資源規劃能力，



 

 

利用這些技術，將使本研究能夠更精準有效地完成目標。因此，進行了商業模式分析(由

表 1所示)： 

表 1：急診室之商業模式評估 

 

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將建立即時回報系統讓醫院環境無死角、規劃智慧助理系統來即時回覆相關

問題、導入自動偵測系統來提升病患的安全性且提升醫護人員效率、設置評分系統配合

獎懲制度來刺激醫護人員的競爭。為了持續顧客關係的方式，將透過降低患者與家屬的

抱怨、提升基層人員的服務態度、改善醫病關係及即時解決顧客相關問題來達成。在本

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以患者、家屬、護理人員為主要服務對象。本研究所選擇的行銷

手法會透過醫院的測試反應、社群媒體及醫院間的流傳介紹。最後針對成本/營收結構分

析，採用租用軟硬體的方式，第 1年會呈現赤字，但因為系統開發及病房硬體架設為一

次性花費成本，所以本研究期待在第 6年開始有營收。 

 

(二) 利害關係人分析 

本研究經由不同服務設計之方法來發散與收斂並進行發想。在發展出醫院急診室之

服務流程改善，同時考量了發展出此服務模式將會對於哪些急診室之人員受到影響。而

本研究所提出的急診室之服務，鑑別出了在急診室之服務上，將會對於急診室患者、患

者家屬、護理人員、醫師、志工、警衛人員造成影響。同時分析了各利害關係人在此服

務模式上，彼此之間是如何進行溝通和所關注的急診室議題，以及在改善急診室之服務

後，將會對各利害關係人所帶來的影響(優/劣)為何。因此，進行了各利害關係人分析(由

表 2所示)： 

 

 

 

 

 



 

 

表 2：利害關係人分析 

 

 

二、 預期效益 

本研究在發展出急診室之服務流程改善模式後，將對於各急診室之人員進行預期效

益評估，並分析急診室患者、患者家屬、醫療人員所帶來哪些效益。因此，分別站在不

同角色上進行效益評估，並提出了以下預期成效： 

 

(一) 急診視患者與家屬 

1. 使患者與家屬更明確急診室之服務動線 

透過急診室服務流程改變以及增設 Led 通訊設備與建設即時回報、智慧助理系統來

進行整合，使急診室患者與家屬在急診室之環境時，能夠使用即時回報、智慧助理系統，

來即時地解決患者與家屬問題，並同時增設資訊設備，讓急診室服務動線上更加地資訊

化，在醫療人員繁忙的情況下，不需經由醫療人員的幫忙，能夠即時地找到患者位於何

處之診療間進行治療，以及使急診室等候患者能夠更加地瞭解急診室服務動線。 

 

2. 建立整潔的急診室環境 

醫院衛生議題從早至今都是受到重視的議題，因此，將增加打掃機器人來隨時隨地

的維護急診室環境，同時在急診室常有人為出現的地方建立 QR Code系統，讓患者、家

屬能夠即時的反應衛生環境，來讓衛生環境即時進行清潔。 

 

3. 建立清淨的環境，使患者與家屬的情緒受到平和 

在急診室等候的情況之下，播放舒緩音樂來緩和患者與家屬的不安情緒，並且在等



 

 

候環境下增設書數位媒體室、報雜誌室、按摩室、兒童臨時托育中心、充電站，來減少

患者與家屬在急診室等候情況下的不耐煩情緒。 

 

(二) 醫療人員 

1. 提昇醫院急診室制度體系 

建立醫護人員獎勵、評價制度及教育訓練，增加醫護人員的向心力，進而讓醫護人

員更加專注在醫療處理過程，讓患者與病患家屬放心交給院方診療與處置。 

 

2. 提昇醫療人員團隊默契 

透過團隊分配模式以及任務式，來使急診室醫療團隊進行建立，並且依據前一點所

提出的人員獎勵、評價制度，來進行評估每個醫療團隊成效。使每個團隊能夠更加地有

向上力，以及同時增加了每個醫療團隊之間的感情以及服務成效。 

 

三、 研究結論 

本研究利用服務設計之流程與方法結合醫療環境議題，加以收斂並定義問題，透過

本研究的發想，使社會大眾能有更良好的就醫環境，讓醫院了解民眾在意及擔心的細節，

並讓醫病關係更為融洽，使該個案的場域環境獲得改善，也讓服務設計中以人為本的設

計理念貫穿中心，更專注於目標族群參與的探究，使整個服務更具意義與深度，取之於

社會也回饋於社會，使周遭的生活環境更加便利與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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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aiwan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the Taiwan Emergency Patient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the 103 years, 7.05 

million person-time the Emergency, to the 104 years it increased to 7.2 million person-time. To the 105 

years Emergency room has most congested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the 

Emergency wait sickbed of 48 hours was 24.1%, which means that for every four emergency patients 

who need to be hospitalized, There is one Patient is required to wait for the sickbed time more than 

two days. 

This Study will target emergency patients as the main target, as select relevant medical fields to 

observe, and to combine the concept service science and service design to develop innovation ideas, to 

improvements issues of hospital emergency patients service route and service management. 

Keywords: Service Design, Emergency, Medical c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