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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SCP 模式分析臺灣連鎖寵物醫院發展歷程─
以全國動物醫院為例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Veterinary Chain Stores Analyzed by SCP
Model－In the Case on the National Veterinary Hospital (N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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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進行深度訪談，來收集所需之資料，透過「三角
檢定法」，來檢定全國醫院院方的管理階層、專業獸醫生與顧客等三方面，直到所取得
的資料達到飽和，並異中求同萃取出符合本研究的新構面；以「紮根技術」來分析與收
斂訪談資料，根據觀念性架構之研究構面，來衍伸出新的主要範疇與次範疇，進一步發
展出新的理論模型。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發展出觀念性架構（SCP 模式），研究結果與結論則
根據 SCP 模式發展擁有「策略」 (Strategy)、「資源」(Resource)、「能力」(Capability)、
「價值」(Value) 與「網絡」(Net-working) 之 SRAVN 模型。透過 SWOT 分析來訂定組
織「策略」
，分別以行銷據點和顧客推廣來應用組織「資源」
，及以規劃種子計畫與實習
計畫來應用組織「資源」
；透過資源基礎理論來檢視組織「資源」
，且以中央系統、扣款
零錢包與 ICT 來形成組織「網絡」
；透過核心能力與商業能力來檢視組織「能力」
，且以
教育訓練、HRIS 系統與實習制度來形成組織「網絡」
；透過內部組織價值與外部顧客價
值來檢視組織「網絡」；最後透過「策略」、「資源」、「能力」與「網絡」的供應與補給
來達到符合商品化、品牌連鎖化以及國際化之「價值」。
關鍵詞：SCP 模式、連鎖體系、動物醫院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dopted a case stud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qualitative methods, to
collect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that research aimed to answer for, and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employed to get the deeper information from the top managers of the National
Veterinary Hospital (NVH).
The outcomes of the research would propose on a theoretical model to illustrat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SRAVN) based on SCP model, which try to indicate the key
dimensions for how a chain Vet hospital to develop its business strategy, how to answer for its
organizational value proposition, based on its resource and how to build up its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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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ing to link the target market, and leverage its capabilities to outperform it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framework would reveal how to use the SWOT to come out the business strategy
and plan it blueprint, depend on its features and resources, also answer for business value
proposition. Second one, the paper would draw up how an organization synergize its
resources to achieve its advantages, such as seeding plan, intern training, to lead other
competitors. Third one category could demonstrate how to use ICT to accomplish a sound
social networking to accelerate the utilities of information. The fourth part would unfold how
a Vet hospital cultivates its HR as unique, exclusive capabilities. Briefly, the research would
draft up a conceptual framework on how a vet hospital achieve its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how to duplicate its success for market development.
Key Words: SCP model, Chain System, Vet Hospital

1. 緒論
根據臺灣官方機構指出，臺灣民眾對於飼養寵物有極大的興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估計，2005 年每 5 人就有 1 人飼養寵物；AC 尼爾森市場研究公司調查的數據顯示，在
2007 年約有 1/3 的臺灣民眾飼養寵物，2008 年臺灣大約有 720 多萬戶家庭，有養寵物的
比率約為 21%，相較於英國 95%、美國 63%、日本 35%，臺灣家庭飼養寵物的比率仍
有成長潛力。不過隨著飼養寵物人口的增加，對於寵物的需求也越來越多，同時，許多
飼主也開始將寵物當作自己的家人，其對於寵物的照護比例也大為增加，成為目前發展
的潮流與趨勢。
隨著「預防重於治療」觀念的提升，這波風氣也拓展至寵物身上，許多醫師認為寵
物的預防保健將能夠減少治療所花費的金額與成本。是故，為了能準確抓住顧客的芳
心，並使之成為長期顧客，全國動物醫院也制定一系列的短中長程發展計畫：首先，透
過強化官方網站的鏈結功能，增加網路飼主客層的經營，並利用網路平台的散播，落實
提供寵物照護的數位資訊。同時，藉由網路的完善化，增設會員制度的網頁功能，作為
寵物後續追蹤與看護之用；其次，透過持續性的進行員工教育訓練和招募儲備人才，以
保持人力素質與組織競爭力，同時，藉由注入最新的保健資訊，使其能夠協助相關飼主；
此外，為了能夠服務臺灣以及世界各國的民眾，全國動物醫院也即將開放連鎖與結盟，
進行跨國經營與發展。是故，隨著組織規模的擴大，組織內部的人力資源發展與經營模
式的轉換，將是全國動物醫院發展國內外市場的重要關鍵，也是其所強烈關注的議題。
本研究以 SCP (Strategy、Conduct、Performance) 模型為理論模型與研究的觀念性架構，
在「策略」(Strategy) 方面，透過瞭解全國動物醫院產品的特質與產品的生命週期，及
以組織的 SWOT 讓組織在制定未來策略時做為參考；在「組織行為措施」(Conduct) 方
面，透過組織內部結構與服務流程，來瞭解全國動物醫院內部的組織價值與外部的服務
價值，進而來執行組織策略，以便於達成績效目標；在「績效目標」(Performance) 方面，
應清楚知曉績效目標 (Achievement)、績效指標 (Criteria) 與衡量指標 (Indicators)，來
檢視執行策略後的績效；而在「策略」與「組織行為措施」之間，以組織有形的制度與
組織軟性的資源來檢視兩者間的關係；在「組織行為措施」與「績效目標」之間，以組
織 SWOT 來檢視兩者間的關係；在「績效目標」與「策略」之間，以資源基礎理論的
VRIO 來檢視兩者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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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回顧
2.1 兩大策略規劃
管理者以組織的外在環境與內在環境，經綜合判斷與決定後，以提升組織績效而訂
定組織目標且擬定達成目標的策略與方法。分為兩種模式，「產業組織模式」(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I/O model) 與「資源基礎觀點模式」(resource-based viewpoint model)
(Hoskisson, 2003)。
2.1.1 產業組織模式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l, I/O Model)
Michael、Duane 與 Robert (2005) 以由外而內的觀點來做策略規劃，提出產業組織
模式 (I/O model) 以評估產業外在環境來思考組織策略規劃，分為主要五個主要的步
驟，第一步為分析產業環境與競爭環境分析，先由外在環境進行分析，分析競爭者環境，
如競爭者數目，競爭者的競爭力與採用的策略等；需瞭解市場相關事宜，如供應商、通
路及勞動市場等；掌握一般環境特性，如政治、經濟、及全球化的趨勢。第二步為以具
吸引力與高獲利潛力產業為發展目標，分析外在環境後，選擇以產業發展性、具潛力的
利基市場較高的產業為主要發展目標，使組織在此產業夠得到高平均水準的獲利。第三
步為形成特定產業所需要的策略，在目標產業中選擇特定的策略，利用成本領導、產品
差異化或區隔之特定市場，以獲得比其他廠商平均水準高的獲利。第四步為執行策略所
需的資源與能力，資源或能力的來源可能由組織內部的培養，或外部的尋找與購買，以
有效執行組織策略。第五步為使用組織優勢，以執行策略，運用組織已發展成熟或已取
得的資源，有效的執行策略。
2.1.2 資源基礎觀點模式 (Resource-Based Viewpoint Model)
Barney (2009) 認為需以企業的資源強項與優勢為基礎來思考，以能讓企業持續擁
有競爭優勢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即組織應以現有資源為基礎進行分析，思
考組織策略規劃。良好的組織資源具備四種特性，第一種為有價值的資源 (valuable)，
良好的資源對於企業必須對企業有正向的價值，促進組織的效率與效能，提升顧客價
值。第二種為稀少的資源 (rare)，此資源在目前或未來的經營領域中，是屬於較獨特或
稀少的，因此對於擁有此資源的組織具有競爭優勢，獲得超額利潤。第三種為難以模仿
的資源 (difficult-to-imitate)，企業所擁有的資源會因透過模仿取得而喪失組織優勢，因
此應找出較難以被模仿的資源作為競爭優勢之基礎。 第四種為不可取代的資源
(non-substitutable)：指雖然這個資源具稀少與難以模仿，但若可以被其他資源加以取代，
組織亦會因此喪失組織優勢。
2.2 五力模式 (five forces model)
Porter (1980) 所提出五力模式主要是在分析外在環境的競爭程度，當產業環境競爭
程度較低時，該產業環境會有較高的獲利潛力；但產業環境競爭程度太過高時，組織應
考慮避免進入市場或退出市場，主要影響競爭強度的主要來源有「潛在競爭者」(potential
entrants)、
「產業競爭者」(industry competitors)、
「替代品」(substitutes)、
「供應商」(supplier)
及「購買者」(buyers) 等五種，此五股力量會影響所處產業的獲利能力，進而影響組織
應進入或退出該產業環境之策略。劉孟玲等人（2006）透過五力分析建立物理治療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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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策略管理模式，發展出全面性的步驟流程與策略地圖，提供給專業的醫療階層管理
做為參考模式。陳弘順（2012）採用五力模式分析方式為研究方法，建構一套新的運動
行銷產業結構圖，發展出新的國際化策略提高運動行銷的附加價值，開發新的運動行銷
資訊系統，透過核心能力提供創新服務來吸引潛在顧客群，積極開拓國際市場，建立全
球化的品牌。
2.3 結構－行為－績效模型 (S-C-P model)
在分析產業組織時，產業經濟學家經常採用結構－行為－績效架構來分析所處的產
業結構、組織的行為及其所得績效等三者之間的關係。此模型首先在 1939 年由哈佛大
學 Mason 教授所發表，提出市場結構的改變將會影響廠商的行為表現，因此也會影響到
廠商經營的績效。Brain (1956) 以 Mason 的理論為參考，加入寡占理論與進入障礙發展
出「結構－行為－績效」(S-C-P) 理論觀念。供給面與需求面等基本條件會影響其結構，
組織的行為則會被產業結構所影響，而政府所訂定的政策會影響其市場結構與廠商行
為，最後會產生不同的績效（陳正倉，2007）
。在早期 SCP 理論發展時期，
「結構－行為
－績效」三者間是單方面影響的關係，意即是組織所在之市場結構會影響組織行為，進
而影響組織績效表現；後來學者研究發現「結構－行為－績效」三者間不單是單方面的
影響關係，亦存在雙方面間的影響關係，像是組織營運績效亦會透過不同的行為表現，
改變其所處之市場結構（鄧瑞兆，2009）
。綜合上述，本研究與瞭解全國動物醫院在「結
構」、「行為」與「績效」等三者之間的關係及其影響性，並提出：
研究問題一：組織結構會影響其管理行為
研究問題二：管理行為會影響其經營績效
研究問題三：組織策略會影響其組織結構、管理行為與經營績效之互動關係
綜合前述，本研究提出觀念性架構，如圖 1 所示：

結構

績效

行為

圖 1 觀念性架構

3. 研究方法設計
經文獻回顧後，本研究發展出觀念性架構，並針對研究對象與方法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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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以「全國動物醫院」為對象，由陳道杰院長帶領專業醫師群所創立，將「人
性化、國際化、現代化」等三大經營理念為主軸，目前在臺北、臺中與臺南等地共開設
16 家分店，並擁有 10 種專業的分科。在醫院設備方面，從掛號、診療到病歷（包括預
防注射記錄），全面採用電腦管理，並擁有高科技的醫療器材輔助醫生檢驗寵物；而全
國動物醫院針對病重或手術後需加強看護的同伴犬貓，設置兼具氧氣室及保溫室功效的
加護觀察室，提供病畜更專業舒適的休養環境，以渡過危險的時刻。而開完刀後，不同
動物分別住於不同的樓層，擁有獨立的病房，病房內都配置獨立空調系統，使術後或病
中的病畜可以在獨立舒適的環境下休養。特別的是，全國動物醫院於 2000 年建立完成
的「全國動物醫療網」，這是一個包含資訊、技術、人力資源和顧客滿意觀念的平台，
擁有強大的即時整合功能。在資訊方面，與全美最大獸醫網連線可以隨時對特殊的病例
做即時的會診，憑藉著不斷引進最新的醫療設備，成功建立中部第一所動物洗腎醫院，
平時除了看診外，也對社區主動的關懷，教導人們尊重動物的主體性；在人力資源方面，
每年安排第一線的專業醫護群出國做進階訓練，負責管理的幕僚群則會對系統的各細
節，持續作監控、檢討改善與設計教育訓練。成立至今，由於全國動物醫院的努力，獲
得了全球性的認同，使全球動物醫院榮獲全美三大藥廠之一的瑞輝大藥廠評選，成為臺
灣唯一刊登於全球性雜誌表揚之最佳獸醫院，
3.2 研究工具與分析方法──深度訪談、紮根理論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方式進行深度訪談，來收集所需之資料，透過「三角
檢定法」，來檢定全國醫院院方的管理階層、專業獸醫生與顧客等三方面，直到所取得
的資料達到飽和，並異中求同萃取出符合本研究的新構面；以「紮根技術」來分析與收
斂訪談資料，根據觀念性架構之研究構面，來衍伸出新的主要範疇與次範疇，進一步發
展出新的理論模型，讓全國動物醫院所發展出的營運機制與商業模式，能複製擴散到連
鎖企業或是其他動物醫院等其他相關產業。

4. 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發現，全國動物醫院在發展歷程中，以「結構」
、
「組織行為措施」與「績
效目標」三大觀念來發展其公司規模，分別敘述如下：
4.1 結構
在「結構」(Structure) 方面，是由多個策略組成其結構，因此透過瞭解產品的特質
與產品的生命週期，及以組織的 SWOT 讓組織在制定未來策略時做為參考，全國動物
醫院以「增加行銷據點與通路」
、
「顧客推廣」
、
「實習計畫」與「種子計畫」等四個方向
來發展策略。
4.1.1 增加行銷據點與通路
寵物美容店及寵物食品店等做合作，甲地看診及乙地美容方式，開拓新客源，並和
小型動物診所、醫院結盟，提供更專業、更細的分工，讓寵物治療的黃金時間且提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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癒的機率，讓飼主及寵物的幸福感增加，透過異業結盟的方式，來達到據點及客源的增
加。產品設計可提升品牌價值，依據產業趨勢及現況發展做為競賽主軸，廣大徵求相關
產業的業人才與創意點子，舉凡對行銷企畫、研發創新、產品包裝等有興趣或具備相關
才能之人士﹙校園學生、飼主﹚，透過主題式之創意競賽進行選拔，設計活動在經評選
為優勝後，組織也將會購買其企劃方案，再作修改與包裝並將其企劃概念商品化與市場
化，做為組織未來發展與進入國化市場之基礎。而藉由徵稿活動，以故事形式介紹組織
品牌，並為組織注入生命力與建立組織文化。因此，透過此競賽，將可為組織奠定未來
國內與海外市場發展的品牌基礎，提升品牌意象，亦是提供組織轉型進入國際化時的穩
定長期人力與人才。
4.1.2 顧客推廣
分為兩個部分，潛在客戶運用網路、廣告、講座及口碑行銷等方式宣傳，讓客戶有
足夠知識及認知去瞭解鼠、貓、狗、兔等寵物，透過這些推廣，客戶會更有自信及能力
去飼養寵物及應對寵物的生活。現在客戶部分則舉辦創意競賽，廣大徵求客戶及業界創
意點子，並會在競賽後選出優勝，購買其創意，為組織注入新創意。專業講座則依族群
類別不同，分別舉辦不同場次及性質之講座，聘請專業醫師教授相關飼養及訓練方法及
健康醫療等知識，提升飼主相關 K.S.A (Knowledge、Skill、Attitude)，讓飼主能夠瞭解
預防醫學的重要性，更多飼主願意加入給付保健存摺的方案，提升寵物與飼主的幸福
感。客戶還可參與免費健診的活動，讓專業醫護團隊為寵物做診斷，也可自費做定期檢
查，可降低意外及疾病的潛在機率，提升寵物存活率，來提升寵物自身的幸福感，優質
化的健檢方案並以量身訂做達到安心且安全之效果。APP 使用、QR 碼方式，可讓醫師
輕鬆的透過 APP 和 QR 碼，清楚知道動物的病歷；對於客人則可以輕鬆的瞭解寵物的即
時新知以及注意事項，提升對於寵物的專業知識及產品使用的客製化和便利性，並能透
過現在客戶的使用效果及滿意度行銷潛在客戶。
4.1.3 實習計畫
針對將來對於報考獸醫系有濃厚的興趣高中同學，本體系於非寒暑假時間（寒暑假
僅提供獸醫系在學學生實習）
，提供 40 小時的見習計畫，可讓同學瞭解小動物臨床的工
作環境，在此工作的從業人員都需要經過完整的訓練，因此本計畫學習以觀摩為主，實
際操作部分較少，高中同學有寵物醫院工作事項的藍圖，藉以穩固未來種子計畫及醫院
之醫生的來源。
4.1.4 種子計畫
大學獸醫系在校生，提供臨床醫師的入門機會。種子計畫與全國動物醫院連鎖體系
共同合作，於在校期間即開始為未來就業做準備，讓學生對伴侶動物臨床醫師有深入瞭
解，並透過菁英種子的培訓計畫發掘更多的未來伴侶動物臨床醫師。培育計畫預計招募
大一至大五獸醫系在校學生，於各年級寒暑假期間或課餘空檔，透過一系列不同階段課
程與訓練，學習體驗臨床醫師的職場角色，結業後可獲得優先加入全國動物醫院連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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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團隊的機會，發揮所學。並接觸動物醫院管理課程，除上課外還透過現場實習跟診和
數位教學平台讓實習更紮實。並可參與體系醫師的在職訓練活動（如各科臨床病例討
論，外聘獸醫領域專職講師的菁英講座等），增加臨床的專業知識並獲得向前輩請益的
機會。還可獲得全國動物醫院連鎖體系對外相關活動（公益活動、義診等）參與的機會，
增加學生的歷練和社會經驗，不僅能夠訓練人才，更能夠節省人力成本。
4.2 組織行為措施
在「組織行為措施」(Conduct) 方面，透過組織內部結構與服務流程，來瞭解內部
的組織價值與外部的服務價值，進而來執行組織策略，以便於達成績效目標，全國動物
醫院以「教育訓練」、「專業講座」、「內部研討會」與「HRIS 的建置」等四個方式來發
揮內部的組織價值，以「中央系統」
、
「扣款零錢包」與「ICT 建置」等三個方向來發展
外部的服務價值。
4.2.1 教育訓練
依照科別的橫向分類，進行不同的教育訓練，讓專業團隊在專業領域中，學習到更
多的新知以及專業技術，且每年安排第一線的專業醫護群出國做進階訓練，透過持續性
的進行員工教育訓練和招募儲備人才，以保持人力素質與組織競爭力。負責管理的幕僚
群則會對系統的各細節，持續作監控、檢討改善與設計教育訓練對學術機構層面，透過
產學合作，延伸系統化的能力，建立產業服務的模式，對國內產業發展層面，透過寵物
預防醫療服務的完整化，建立產業模式的標準化流程。
4.2.2 專業講座
全國「寵物幸福學」系列講座，在醫師的專業講解，飼主瞭解寵物年齡及需要注意
的保健安全，盡早保養勝於未來防範的重要性，日常生活需要飼主與寵物的相處模式和
常發生的問題會在專業講座中，由醫師團隊為飼主解惑與指導。醫師及演講者的專門講
座，不僅會讓寵物、飼主及有興趣的客戶瞭解最新寵物新知及注意事項，讓客戶更清楚
養育的方法，生活、醫療、美容等的寵物新知中，不斷的增進寵物和飼主及醫療機構的
友好度。
4.2.3 內部研討會
全國醫院分工細緻，橫向的分科使分工細緻化，可讓科別及科別間更專業化，透過
討論提出不同的專業見解，且會邀請國際級醫師或專業醫師，在研討會中發表臨床之心
得與經驗，新進醫師可獲的寶貴的技術以及意見交流，成熟的醫師則可藉由分享過程
中，聽到新的見解，可互相的磨合與討論，激盪出不同的火花。
4.2.4 HRIS 的建置
在整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中，本來人力資源資訊系統 (HRIS) 就扮演了很重要的
角色，人力資源與報表都需要強而有力的人資資訊系統，來協助與支援，像是演討會過
後，內部系統可將不同專業的演講者分類，並將講義及電子類文書歸類，有事不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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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可透過此系統，輕鬆獲得資訊增進其專業知能，參加者也可在事後運用此系統做複
習及練習，專業知識可獲得更熟練的效果。HRIS 可降低與簡化人資人員在行政作業的
工作量，以提升自我的定位與及工作價值。
4.2.5 中央系統
通過中央系統的建置，分別有 ICT、APP、QR 碼和其他資訊設備的連結，ICT 建置
後，不僅簡化了醫師的工作，不需花人力去傳遞病歷資訊，內部員工工作更專業化。客
戶所使用的全國動物醫院 APP，除了可以在每個地點透過 APP 瞭解伴侶寵物的狀況以
及飼養方式，且可得知最新飼養方式和最新寵物產品，讓飼主更容易掌握寵物狀況。QR
碼部分則可讓醫生一掃 QR 碼，立即就能清楚 QR 碼所屬的寵物病例及近況。連結這些
電子系統後，會從客戶容易使用及方便性提高，且也有利於醫療團隊容易掌握時機，把
握時機治療寵物，有利於雙方並可造成間接廣告，在商業社會中 APP 是個隨手可得的
軟體，潛在客戶會因親友獲消費者好評推薦後，下載 APP 軟體，在使用過程會獲得和
客戶相同的新知，可增進對寵物的瞭解程度，同時提高全國動物醫院的品牌形象。
4.2.6 扣款零錢包
少子化時代，飼養寵物蔚為風潮，當寵物也成為家庭的一份子，享受著和人類一樣
平等的對待條件，完善的寵物健檢分科機制應運而生，其中全國動物醫院連鎖體系更是
最早投注寵物專業分科領域的先趨者。人需要為自己或他人的人生安全、健康甚至理財
等因素而擔憂未來的不確定性，促使人為了替自己的未來和健康買一個心安進而投資保
險，而貓、狗、鼠、兔等寵物，在家庭地位提升後，生命、健康、安全等因素也相對性
的被重視，因此寵物和人一樣需要未來的安定感，而透過引用保險制度方式，以每次小
額定存，大額給付的概念，如同保險制度，客戶只需在每次看診時給付一定比例的金額，
在重大疾病或事件發生時，可運用這扣款零錢包扣款，讓飼主不會因一次寵物的醫療費
用負擔龐大資金，壓力也不會太大，同時又可在相關商店內用扣款零錢包買取食品或用
品，讓防範未來、方便及實用同時兼顧，寵物則因能及時醫療保護，在黃金救援時及時
獲得治療，也能享用到商店內的商品，讓飼主與寵物間都獲得幸福感，並提升伴侶寵物
的生命價值。
4.2.7 ICT 建置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是資訊科技和通訊科技的合稱。資
訊科技我們先簡單的說就是「電腦」
，而通訊科技則是「電話」
。對於組織內部，透過 ICT
（智慧資訊科技）的應用，存取病歷資料，也能讓醫生直接就藉由智慧型手機開立藥單，
節省醫生調閱病歷的時間。對外部顧客，飼主能透過專屬全國醫院的 APP，來檢閱自己
寵物的病例以及與寵物相關的即時新知，也能提醒飼主寵物應回診的時刻與注意事項透
過這項的建置，可以讓醫師輕鬆的透過 APP 和 QR 碼，清楚知道動物的病歷；對於客人
則可以輕鬆的瞭解寵物的即時新知以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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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績效目標
在「績效目標」(Performance) 方面，應清楚知曉績效目標 (Achievement)、績效指
標 (Criteria) 與衡量指標 (Indicators)，來檢視執行策略後的績效，全國動物醫院以「標
準化」、
「易操作化」、「客製化」、與「國際化」等四個方向來發展其績效目標。
4.3.1 標準化
可透過成功的經營模式、服務方式、訓練模式，有一個完整的工作辦事流程，讓工
作有一個完整的藍圖，組織、管理階層及員工可依流程工作，效率提升節省組織成本，
並能整合出一套可以複製擴散的制度，未來海外拓展時，可直接依照 SOP 流程迅速讓
新進員工適應，縮短適應時間。
4.3.2 易操作化
讓客戶在使用服務過程享有固定 SOP 的流程，客戶在就診、看診、急診、美容等，
都有既定簡潔的程序，而全國動物醫院分科細緻，客戶之伴侶寵物可在發現問題後，立
即轉介到該科別進行診治。在 APP、QR 碼使用上，操作上方便，簡單易懂，又利於院
方和客戶，是個便利於雙方的使用，可以節約人力成本與廣告成本，工作及接收訊息速
度提升。
4.3.3 客製化
客制化則往往意味著少量生產，與前者標準化不同，兩者朝著不同方向前進。客製
化重視客戶的期盼與需求，把客戶細化到以個人為單位，依據個人的情況來生產、行銷、
提供服務，用客戶滿意度與回應衡量產品、企業運營。如健康管理，透過系統的協助建
立寵物健康資料庫，可將寵物病史、家族病史，以及歷年各項檢查資料統整，客戶可透
過和手機使用 APP 立即知道最新狀況與資訊，QR 碼可讓醫院馬上清楚寵物的狀況，讓
就診資訊方便化。a
4.3.4 連鎖加盟國際化
連鎖加盟國際化：透過產學雙方能量的模式建構，具體達成組織海外發展連鎖加盟
之目標，將過去的直營經營的概念，以加盟夥伴的合作方式，快速且有效地複製擴散至
海外，縮短組織發展的目標與時程，降低組織所耗費的營運成本。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根據研究動機與目的，發展出觀念性架構（SCP 模式），研究結果與結論則
根據 SCP 模式發展擁有「策略」(Strategy)、「資源」(Resource)、「能力」(Ability)、「價
值」(Value) 與「網絡」(Net-working) 之 SRAVN 模型。透過 SWOT 分析來訂定組織「策
略」
，分別以行銷據點和顧客推廣來應用組織「資源」
，及以規劃種子計畫與實習計畫來
應用組織「資源」
；透過資源基礎理論來檢視組織「資源」
，且以中央系統、扣款零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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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ICT 來形成組織「網絡」
；透過核心能力與商業能力來檢視組織「能力」
，且以教育訓
練、HRIS 系統與實習制度來形成組織「網絡」
；透過內部組織價值與外部顧客價值來檢
視組織「網絡」；最後透過「策略」、「資源」、「能力」與「網絡」的供應與補給來達到
符合商品化、品牌連鎖化以及國際化之「價值」，SRAVN 模型如圖 2 所示。

策略

資源

價值

能力

網絡

圖 2 SRAVN 模型圖
5.2 對產學之貢獻
在「學術界」方面，本研究能瞭解全國動物醫院其發展的過程中，如何應用核心能
力創造新產品與新市場，進而推廣至海外，轉換過去的經營模式與特性，並透過相關理
論進行驗證及結合理論與實務；亦能瞭解全國動物醫院隨著目標市場與客群的不同，品
牌差異化程度也有不同，進而瞭解組織在發展時應如何結合其 SRAVN 架構，以進行品
牌的複製與擴散，方能達成組織發展最佳化；提供學術界的學者日後在進行相關產學合
作計畫制定行銷策略與建置相關營運平台時，有一良好之參酌與建議。
在「產業界」方面，可使產業界之業者在進行組織發展時，可先針對組織內部的資
源內涵進行瞭解與分析，找出組織發展優勢與資源，進而增加發展機會之可能性；透過
過去治療轉為預防保健的觀念，除了對消費者具有再教育的作用外，也將改變過去產業
界經營的模式與型態；可使產業界之業者在尋求優質人力之時，藉由招募儲備人才，徵
選出具有專業背景之相關人才，並招募遴選成為組織一員，替組織帶來源源不絕之活力
與創意，進而提升組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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