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個案分析 

本研究將分析對象鎖定位於台北地區之國際觀光旅館，並由各經營型態且有

良好經營績效作為個案研究對象，但部分國際觀光旅館因公司現況或政策等因素

而回絕訪談，因此個案研究選擇以願意接受、配合訪談之業者，分別為 G 酒店、

H 大飯店以及 L 大飯店，並對任職於此三家國際觀光旅館人力資源部門的主管人

員進行深度訪談，訪談內容包括經營概況與人力現況、各項人員勞動條件以及人

力資源管理制度。 

本研究三家個案旅館中，G 酒店為股票上市公司，而 L 大飯店為股票上櫃公

司，因此部分資訊將以證券交易所財務報告書等次級資料輔助進行研究分析，並

將其發展沿革、經營管理、公司營運現況等資訊，以及人力資源運用現況、勞動

條件與勞資關係、人力資源管理制度等訪談所得結果依序整理，最後並進行綜合

分析比較。 

第一節    G 酒店 

壹、簡介 

一、公司沿革 

G酒店成立於民國 65 年，原名「中安觀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79 年開始正

式營業，初名台北R酒店，83 年基於建立自有品牌的理念，更名為G國際酒店。

主要營業項目為經營國際觀光旅館，附設中西餐廳、咖啡廳、夜總會、酒吧、會

議廳、健身房、三溫暖與商店，以及停車場經營、旅館管理、休閒育樂產業設施

之諮詢顧問等。87 年股票獲准公開發行，目前為上市公司1。台北G酒店是G酒

店集團的旗艦飯店，現與國際四季飯店暨R酒店集團訂有行銷顧問之合約。歷年

得獎記錄豐富，92 年及 94 年均獲Conde Naste Traveler讀者票選為世界 700 大飯

店金榜之列，且為台灣區上榜飯店中的第一名。 

二、經營管理 

G酒店於73年與香港R國際旅館公司簽訂技術服務合約及旅館管理顧問與行

銷合約，以取得有關旅館設計、建造及裝潢方面之指導與協助，以及旅館之經營

、指揮、管理與監督。爾後R酒店股權為四季旅館集團所購，雙方於92年修訂合

約，為行銷顧問合約關係，合約期限至99年底止。由G酒店支付固定金額之基本

服務費，依固定比例支付行銷服務費及集中訂房費用，而其費用不得低於一定金

                                                 
1 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G酒店 95 年第 1 季財務報告書，http://new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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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並提供服務費之擔保。期間可使用Grand Formosa Regent為名稱，並可標明A 
Four Seasons Hotel。另外，G酒店目前與台北市政府簽有地上權合約，每年依公

告地價之1.5%支付租金，合約存續期間自73年起共為期50年，至期滿時將房屋連

同固定設備一併無條件歸回台北市政府2。 

目前 G 酒店與國際四季飯店暨 R 酒店集團簽訂技術服務合約及旅館管理顧

問與行銷合約，但主要是提供技術上以及管理顧問之功能，自 G 酒店與國際四

季飯店暨 R 酒店取消經營管理合約並簽訂行銷顧問合約後，已大幅降低涉入程

度，而對於人事方面則完全不發生主導權或影響力。 

貳、營運現況 

一、營運現況分析 

截至 95 年第 1 季止，G酒店之實收資本額為 21 億 5,625 萬元3，客房數為

538間，其中包括 60間套房。94年全年平均房價為 4,623元，客房住用數為 164,926
間，住用率約 83.94%。同年之住客共 234,995 人次，其中以個別旅客較多，約佔

53.71%，而團體旅客約佔 46.28%。住客國籍則以日本籍為最大宗客源，約佔

52.07%；次為本國籍旅客，約佔 15.07%；日本除外之其他亞洲國家約佔 14.09%；

北美約佔 10.74%；歐洲約佔 6.38%；澳洲、華僑以及其他類旅客共佔 1.61%4。 

二、營業收入分析 

  以G酒店 94 年各月份之營運而言，客房住宿方面，3、6、11 月為住房率較

高的月份，即為住宿之旺季，淡季則為 2、7、8 月，而平均房價以 5、10、11 月

較高，而住宿淡季之月份同時亦為平均房價較低者。營業收入方面，1、6、12
月為餐飲收入較高的月份，而房租收入則以 3、10、11 月較高，6 月則為總營業

收入最高之月份。且整體而言，各月份之餐飲收入均遠高於房租收入，且各月份

之其他收入均維持於一定水準5。 

 

 

 

                                                 
2 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G酒店 95 年第 1 季財務報告書，http://newmops.tse.com.tw/。 
3 經歷次增資後，G酒店實收資本額原為 43 億 1,250 萬元，91 年 9 月時透過每股退還股東 5 元

方式辦理現金減資，使實收資本額減為 21 億 5,625 萬元。 
4 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5 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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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94 年 G 酒店營運概況表 

                                                 單位：元，% 

 平均 

房價 

平均 

住用率 

總營業收入 餐飲收入 

 

房租收入 

 

其他收入 

 

1 月 4,449 80.21 220,232,897 113,017,397 59,511,507 47,703,993 
2 月 4,286 79.66 179,322,056 85,796,697 51,433,907 42,091,452 
3 月 4,801 90.74 217,696,789 97,441,475 72,781,885 47,473,429 
4 月 4,588 84.19 190,165,479 82,976,170 62,350,952 44,838,357 
5 月 5,095 82.25 207,517,994 90,916,692 69,891,056 46,710,246 
6 月 4,717 89.24 221,488,059 104,882,238 68,063,328 48,542,493 
7 月 4,293 79.75 184,914,055 82,937,540 57,092,120 44,884,395 
8 月 4,255 78.70 173,292,672 73,362,161 55,852,895 44,077,616 
9 月 4,555 81.26 199,803,439 94,640,968 59,743,511 45,418,960 
10 月 4,915 88.49 219,081,782 98,618,023 72,676,719 47,787,040 
11 月 4,826 92.73 197,666,260 80,587,763 72,371,889 44,706,608 
12 月 4,555 79.93 212,116,579 105,373,388 60,713,649 46,029,542 

總計 4,623 83.94 2,423,298,061 1,110,550,512 762,483,418 550,264,131

項 
目 

月 
份 

資料來源：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就全年而言，G酒店全年總營業收入為 2,423,298,061 元，於所有觀光旅館中

總營收額排名第二，僅次於台北君悅。其中房租收入為 762,483,418 元，約佔總

營收額之 31.46%，餐飲收入為 1,110,550,512 元，約佔 45.82%，而其他收入（洗

衣收入、店鋪租金收入、附屬營業部門收入、服務費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共

550,264,131 元，約佔 22.7%。而 93 年G酒店無論是稅前營業獲利率或稅前投資

報酬率，均屬國際觀光旅館中表現最佳者，稅前獲利率表現則僅次於陽明山中國

麗緻以及高雄漢來而排名第三6。 

三、營業支出分析 

93 年 G 酒店總營業支出為 1,336,098,764 元，其中主要支出項目為薪資相關

費用，約佔 35.84%，以及佔 22.76%之餐飲成本。93 年全年總營業收入

2,193,703,051 元，總營業支出約佔總營業收入之 60.9%。 

 

 

 

                                                 
6 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出版，民國 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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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93 年 G 酒店營業支出比率表 

項目 薪資相關費用 餐飲成本 洗衣成本 其他營業成本 

金額 
（元） 

 
478,796,581 

 
304,148,919

 
2,812,851 

 
13,237,970 

比率 35.84% 22.76% 0.21% 0.99% 

項目 電費 水費 燃料費 保險費 

金額 
（元） 

 
19,233,107 

 
4,160,937 

 
20,523,163 

 
5,120,818 

比率 1.44% 0.31% 1.54% 0.38%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 

 

參、人力運用現況 

一、員工人數 

G酒店員工合計 679 人，其中客房部員工為 178 人，約佔 26.22%，餐飲部員

工為 309 人，約佔 45.51%，管理部員工為 145 人，約佔 21.35%，其他部員工為

47 人，約佔 6.92%7。客房部與餐飲部之前勤人員之加總共佔 71.73%，而管理與

其他部門之後勤人員共佔 28.27%。 

二、員工平均產值與平均薪資 

根據統計，93 年 G 酒店之薪資及相關費用支出為 478,796,581 元，同年員工

人數為 747 人，因此員工平均薪資為每人每年 640,959 元，較整體平均之 554,612
元高出許多。員工產值方面，93 年客房營業收入為 673,570,106 元，因此客房部

員工平均產值為 3,192,275 元；餐飲部營業收入為 996,097,748 元，而餐飲部員工

平均產值為 2,751,651 元，由此可見客房部員工平均產值高於餐飲部員工之平均

產值。同年總營業收入為 2,193,703,051 元，而總平均員工產值為 2,936,684 元。

在所有國際觀光旅館中，G 酒店的餐飲部員工產值與總平均員工產值分別排名第

三、四名，顯示 G 酒店人力資源運用效率表現較佳。 

肆、人力資源管理 

一、招募甄選 

                                                 
7 95 年 5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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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甄選以及試用的連貫性流程中，首先依單位的需求，請單位主管將職

務的年資，學經歷，或者特別要求的事項，書明於人力請求書，並依據人力請求

書公告於 104 網站或館內的徵人資訊。其次為篩選投遞履歷表，依人力請求書對

照及選擇人選。而當應徵不合適時，則以電話聯絡告知其他的職缺，詢問應徵者

的意願。接著在面試方面，應徵者填寫工作申請書，並進行人格特質的測驗，但

並非作為甄選的絕對條件。安排單位主管的面試，由單位主管面試並確定任用與

否。若應徵者為主管職務，由人資部另外進行資格審查，通過則請對方報到。 

  試用方面，一般試用期間是 3 個月，而高階主管則需經過 6 個月的觀察期。

試用期薪資則是任何一個職務都依據一般技能標準，而訂定有起薪與最高薪，所

調整之最後所得都落在起薪和最高薪的範圍當中。 

二、勞動條件 

（一）工時與休假 

G 酒店各部門員工加班情形是依單位的業務量，外場配合部門的營運，而後

勤單位則為責任制，規定工作在特定的時間完成，並以彈性工時配合各部門的情

況。在淡季時員工則以加班補休抵全年總工時，加班則員工日後補休，除非員工

離職。在女性夜間工作方面，由於櫃臺營運的需求而有固定值大夜班的員工，但

當大夜班人員休假時則需有人員輪替，因此女性可能輪到於夜間工作的情形。 

（二）薪資管理 

根據G酒店財務報告書指出，95 年第 1 季所支出之薪資費用為 124,537,000
元，勞、健保費用為 7,476,000 元，退休金費用為 7,504,000 元，其他用人費用則

為 6,676,000 元8。G酒店對薪資採取單一薪俸制，再依據各項津貼與獎金給予鼓

勵，每年核發 3 次績效獎金。因組織結構由傳統的制式系統改為利潤中心制，因

此在獎金上，增加利潤中心制的績效獎金，以鼓勵各利潤中心追求營運目標。在

小費的分配上，則依前場人員一個月內上班時數照比例而分配。 

（三）勞資關係與工作安全衛生 

G 酒店目前並無成立工會，但設置有職工福利委員會，而其主要負責籌辦社

團活動、員工旅遊等屬於員工的活動，包括慶生會、春酒活動、模範及資深員工

表揚等。工作環境安全衛生方面，提供員工休憩室及酒店之醫療診所門診。 

（四）適用勞基法情形 

G酒店在勞動基準法之適用情形上，在勞工退休制度方面，依勞基法之規定

G酒店訂有確定給付之退休辦法，適用於實施勞工退休金條例前所有正式員工。

                                                 
8 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G酒店 95 年第 1 季財務報告書，http://new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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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金之支付依服務年資及退休前半年平均薪資計算，以 45 個基數為限，並按

退休金精算報告提撥退休準備金，專戶儲存中央信託局。而依勞工退休金條例之

規定，訂有確定提撥之退休辦法，員工選擇適用勞工退休金條例以每月不低於薪

資之 6%提繳勞工退休金至勞保局員工個人帳戶，採月退休金或一次退休金方式

領取。截至 95 年 3 月底，G酒店之淨退休金成本支出約為 406 萬元9。 

三、人力資源彈性運用 

（一）外包人力運用 

目前 G 酒店於客房清潔(housekeeping)或晚上公共區域(pa)的清潔打掃均有

運用外包人力情形。G 酒店和外包公司簽定合約，由外包公司代為安排人力，但

簽約內容包括 G 酒店不能要求員工留下或進行挖角。 

（二）人力調配措施 

與大部分業者相同，為配合營運需求，G 酒店通常於淡季時讓員工休假，補

休之前加班的時數，旺季時則運用員工加班以支應部門營運之需求。   

四、教育訓練 

有研究指出，由於人力精簡策略，G酒店預先加強教育訓練的課程，利用多

技能(multi-skill)的人力資源重疊配置。另外設計菁英課程以因應未來國際性連鎖

經營策略，提高服務品質，培訓旅館專業人才，從人員招募的徵選，到提供教育

訓練課程，G酒店均培養專業管理人才，以為未來成立連鎖旅館的品牌鋪路10。

而本研究經由訪談歸納G酒店之教育訓練制度主要包括： 

（一）職前與在職訓練 

  G 酒店的訓練制度分為一般訓練和在職訓練，一般新進人員會有職前訓練

(orientation)，使新進員工有公司的基本知識，若無問題則安置各單位，屬於基本

的訓練。之後有在職訓練(on-job-training)，以及分別在各單位進行的職前訓練。

一般而言，明文規定新進人員需於三個月內完成職前訓練，並通過試用期滿的考

核，均屬於較易達成部分。另外由人力資源部安排其他一般的訓練課程，包括語

文訓練、廚師衛生講習等，並依職務安排課程，如對於管理級員工有管理講師的

課程，由外部訓練機構聘請講師教授，亦進行為期兩天的訓練課程。 

                                                 
9 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G酒店 95 年第 1 季財務報告書，http://newmops.tse.com.tw/。 
10 王雪梅，國際觀光旅館競爭策略之研究-以晶華酒店為例，台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碩士論文，

民國 91 年，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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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儲備幹部 

  儲備幹部分為兩種，一是菁英課程制度 elite program，由外部甄選人員並進

行培訓。另一則是針對屬於內部員工的課程 train additional，由績效標竿的餐廳、

廚房、櫃台等，請主管推薦一至二位優秀人才進行培訓，原則上仍在原單位接受

訓練，成為未來的儲備菁英。如在 D grade 以下開課就請 C grade 人員上課，而

單位也會指派功課及訓練的計畫。儲備人才未來有部門輪調的機會，只是仍在計

畫階段。 

（三）建教合作 

    以學校建教制度而言，G 酒店無法要求實習時間半年或一年，而大部分學校

以半年為主。對建教合作生的措施，提供薪資等各方面的基本部分。而由於實習

生以學習為主，有些學生希望在原單位紮實學習，也有些希望轉調單位，因此要

求外場服務滿 6 個月才能提出申請轉調單位，但先決條件是想轉去的單位有空

缺。而在廚房而言，因為屬於技術性工作需要熟練度，必須滿一年才能夠申請轉

調。實習期間表現優秀的人才，都由單位留下資料，等到學生課程結束後，單位

邀請回流或自行回流的情形均有之。 

五、晉升考核 

G 酒店提供內部公平、公正的晉升考核，升遷管道較為簡單，透過每年兩次

的晉升考試，開放職缺供員工報名參加考試，有單位主管要求員工參與考試，而

員工亦可自行提出考試申請。藉由考試制度進行升遷得以免除主管主觀的意識判

斷，員工自己亦透過考試證明實力。 

六、人力資源流動與離職 

本研究由訪談結果得知，G 酒店的員工流動率，主要集中於實習生的流動所

造成，由於實習生任職時間較短，通常只有半年，而造成流動率明顯的起伏現象。

對於員工離職的原因，人事部透過離職面談的技巧，得以瞭解並分析員工離職因

素，使離職率得以維持在固定的水準，而不至於對管理造成太大困擾。 

七、人力資源規劃 

  G 酒店對於人力資源規劃表示內容不便透露，執行時依照執行的情形進行調

整，然而所設定的目標未必能完全達成。而員工生涯規劃的管理，難以為每位員

工均做到完整規劃，如設定一個職務於三個月內必須完成某個部分，有時候不見

得完全達成。其它部分的作法則是鼓勵員工，如開課時列出上課名單，而較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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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員工自由報名，指定並鼓勵員工參與課程。 

八、未來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對於 G 酒店而言，較為不同的制度是儲備幹部，因為以餐廳、客房的方式

外展，員工有營業拓展、外展的機會，需要培養內部的幹部訓練，因此對於員工

的生涯規劃是提供將來到館外學習的機會。而優勢亦在於員工不會只待在同一個

地方，而有流通、學習的機會和管道。如櫃台的服務人員，也可以學習更為 VIP
的管家制度，並發給證書以茲證明，可使員工將儲備幹部視為晉升管道。例如為

兩年後故宮 G 酒店的營運，事先訓練並儲備必須的人才。 

且G酒店無論於經營能力或獲利能力均優於同業，主因是擁有優越的核心資

源與能力，亦充分掌握外部環境的優勢，並結合運用產生競爭策略，未來競爭策

略主要以成長策略為主11。當飯店館內發展到一定程度時，因受限於硬體空間面

積，複製餐飲的成功經驗向外擴張並創造新營收，未來G酒店將持續以餐飲、旅

館等方式向外延伸。 

G 酒店未來的發展計劃如持續加強與國際四季飯店和 R 酒店集團的合作，

將現有品牌延伸，與其他餐飲集團策略聯盟及以加盟方式引進國外品牌。在擴展

上將發展精緻旅館，目前 G 酒店與新光集團合作興建旅館，並將採雙品牌經營

不同客群。而由於 G 酒店不斷地進行營業拓展，對於人力的需求越來越急切，

在訓練員工方面必須加快腳步。另外，以趨勢而言，將來觀光旅館業市場未必全

部集中於台北市，可能必須將據點外展到其他縣市，因此如何兼顧招募、培育優

秀的人才，並立即配合公司的營運，對 G 酒店都是一項挑戰。而向外拓點計畫

由企業發展部執行，餐飲方面則有餐飲部執行任務，部門各自衝刺業績，人力資

源部則針對各部門需要的人才提供必須的資訊。 

第二節    H 大飯店 

壹、簡介 

一、公司沿革 

H 大飯店於民國 73 年正式開幕營運，營運至今已逾 20 年。H 大飯店隸屬國

內最大的本土五星級飯店連鎖品牌，目前於北、中、南各地共有 8 家觀光、商務、

休閒及渡假型飯店，而此連鎖性服務網為 H 大飯店優於其他飯店之一大特色，

                                                 
11 王雪梅，國際觀光旅館競爭策略之研究－ 以晶華酒店為例，台北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碩士論文，

民國 91 年，p.96。 

 73



且為目前國內規模最大的直營連鎖體系。H 大飯店目前的市場定位以商務客為

主，亦有一部份是旅遊團體觀光客。 

二、經營管理 

  H 大飯店為國內自創之五星級飯店連鎖品牌，並為 World Hotels association
訂房系統的成員。H 大飯店體系並於台灣北、中、南各地設有多家觀光、商務、

休閒及渡假型飯店，除對旅客而言，有較多的選擇外，亦因多樣性而產生規模經

濟，其品牌建立後，對於各分館亦有知名度上的綜效，H 大飯店以其中等價位將

目標市場定位於經常來往旅遊的商務旅客。其業主並身兼飯店經營者，為直營連

鎖之經營型態。以此直營連鎖經營能夠發揮人才互通的功用，若有各方面的職缺

或適合的人選，不同點之間能夠互相借調或申請轉調正式任職。並且透過聯合訂

房服務中心，客人反映的問題也得以傳達。對 H 大飯店而言，連鎖經營的優勢

在於品牌的形象，以及包含商務飯店、渡假飯店等複合的產品，相對於單純的商

務或渡假飯店而言，增加一項額外選擇的利基。  

貳、營運現況 

一、營運現況分析 

H 大飯店資本額為 19 億 7,000 萬元，客房數 606 間，94 年平均房價為 3,750
元，平均客房住用率為 75.88%。94 年全年住客共 249,260 人次，住客類別以個

別旅客為主，約佔 86.78%，團體旅客約佔 13.21%，而住客國籍則以日本籍佔

35.09%最多，本國人佔 19.17%次多，日本除外亞洲其他國家佔 16.94%，北美國

家佔 16.43%，歐洲佔 9.16%，而澳洲佔 1.53%。 

二、營業收入分析 

94 年H大飯店之營業就客房住宿而言，3、10、11 為住房率較高的月份，亦

為住宿之旺季，住宿淡季則分別為 1、7、8 月，而較高的平均房價集中於 4、5、
6 月份，平均房價較低者為 1、2、8 月。營業收入方面，1、6、12 月為餐飲收入

較高的月份，房租收入較高者則為 3、5、10 月，總營業收入最高之月份為 6 月12。

而就各月份之餐飲與房租收入進行比較，H大飯店並非餐飲收入皆高於房租收

入，如 3、4、5、11 等月份之房租收入甚至高於餐飲收入，其他收入方面，各月

份則均維持相當的水準。 

 

                                                 
12 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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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94 年 H 大飯店營運概況 

                                                          單位：元，% 

 平均 

房價 

平均 

住用率 

總營業收入 餐飲收入 

 

房租收入 

 

其他收入 

1 月 3,643 65.93 148,700,000 77,960,000 42,892,000 27,848,000 
2 月 3,473 68.08 127,259,000 63,484,000 40,117,000 23,658,000 
3 月 3,856 87.43 147,405,000 56,597,000 63,336,000 27,472,000 
4 月 3,860 67.34 118,732,000 46,424,000 47,261,000 25,047,000 
5 月 3,960 81.24 146,010,000 56,688,000 60,428,000 28,894,000 
6 月 3,869 83.42 157,032,000 70,264,000 58,670,000 28,098,000 
7 月 3,658 65.83 126,607,000 55,982,000 45,239,000 25,386,000 
8 月 3,640 66.30 118,926,000 46,117,000 45,333,000 27,476,000 
9 月 3,784 76.23 137,264,000 59,224,000 52,441,000 25,599,000 
10 月 3,816 87.03 153,644,000 63,011,000 62,389,000 28,244,000 
11 月 3,782 87.23 144,988,000 57,129,000 59,971,000 27,888,000 
12 月 3,691 74.09 151,942,000 71,479,000 51,380,000 29,083,000 

總計 3,750 75.88 1,678,509,000 724,359,000 629,457,000 324,693,000

項 
目 

月 
份 

資料來源：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整體而言，H大飯店 94 年總營業收入為 1,678,509,000 元，總營收額於所有

國際觀光旅館排名第四，僅次於君悅、G酒店以及遠東國際三家。其房租收入為

629,457,000，約佔總營收額之 37.5%，餐飲收入為 724,359,000 元，約佔 43.15%，

而其他收入（洗衣收入、店鋪租金收入、附屬營業部門收入、服務費收入及其他

營業收入）共 324,693,000 元，約佔 19.34%13。由此，H大飯店各月份之餐飲、

房租收入比率變動雖大，然而最終加總之結果仍為餐飲收入高於房租收入。 

三、營業支出分析 

93 年 H 大飯店總營業支出為 1,264,620,571 元，其中主要支出項目為薪資相

關費用佔 38.10%，以及餐飲成本佔 20.18%。同年總營業收入為 1,580,724,000 元，

而總營業支出約佔總營業收入之 80%。 

 

 

 

                                                 
13 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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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93 年 H 大飯店營業支出比率表 

項目 薪資相關費用 餐飲成本 洗衣成本 其他營業成本 

金額 
（元） 

 
481,818,629 

 
255,232,861 

 
1,381,032 

 
31,575,647 

比率 38.10% 20.18% 0.11% 2.50% 

項目 電費 水費 燃料費 保險費 

金額 
（元） 

 
25,985,861 

 
4,535,527 

 
15,083,661

 
8,341,135 

比率 2.05% 0.36% 1.19% 0.66%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 

參、人力運用現況 

一、員工人數 

H大飯店員工合計 790 人，其中客房部員工為 231 人，約佔 29.24%，餐飲部

員工人數最多，為 396 人，約佔 50.12%，管理部員工為 95 人，約佔 12.03%，

其他部員工為 68 人，約佔 8.61%14。客房部與餐飲部之前勤員工共佔 79.36%，

管理部與其他部等後勤員工則共佔 20.64%。 

二、員工平均產值與平均薪資 

根據營運統計顯示，93 年 H 大飯店薪資及相關費用支出為 481,818,629 元，

同年員工人數為 851 人，員工平均薪資為每人每年 566,179 元，較全部國際觀光

旅館整體平均之 554,612 元略高，但較台北地區員工平均年薪 592,222 元為低。

平均產值方面，客房部營業收入 547,636,000 元，客房員工平均產值為 2,751,940
元；餐飲部營業收入為 642,423,000 元，餐飲部員工平均產值 1,515,149 元；總營

業收入為 1,580,724,000 元，而總平均員工產值為 1,857,490 元。 

肆、人力資源管理 

一、招募甄選 

H 大飯店主要由 104 網站、報紙、校園求才以及同仁的推薦等管道招募人才。

針對甄選訂有一套標準程序，由於語文是一項重要的因素，首先會對應徵者進行

                                                 
14 95 年 5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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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測驗及性向測驗，透過測驗篩選人格特質，測驗之後批註結果。其次邀約主

管面談，將履歷表、工作申請表以及測驗的結果一併交由主管，並依職務層級進

行二次面談或共同面談。 

試用期間為三個月，並針對試用期的績效表現而有試用考核表，由主管和新

進人員面談後送交人事部。若有發現員工不適任的情況，則轉到其他部門相關職

缺，若無則回覆並做存檔，建立人力資料庫。 

二、勞動條件 

（一）工時與休假 

就 H 大飯店而言，由於將一般正常工時設定為 7 小時，使加班情形較為普

遍，為配合業務上的需要與部門的營運，經常超出員工的工作時間。而管理部門

的加班情形，則依職位的高低，如經理級主管屬於責任制範圍。其他員工則一律

以加班換補休，但並無另外提供加班費。 

  女性夜間工作的情形，集中於房務部及餐廳，以輪班方式排定固定值大夜班

的人員。對於女性夜間工作之安排，為盡量使員工上晚班至隔天凌晨六點回家休

息，並以提供員工休息室的設備取代提供員工宿舍或交通車。 

（二）薪資管理 

  H 大飯店的職務薪資標準，主要是針對基層的員工到基層的主管而訂定，93
年其員工平均薪資（包括相關費用）為每人每年 566,179 元，平均每月 47,186
元，與整體平均薪資 554,612 元比較，屬較高水準。對中高階主管之薪資水準則

依其過去的績效表現，並逐年比較市場同業間的薪資水準而定，相較整體而言，

H 大飯店則屬於一般水準。而其同年佔總營業成本 38.1%之薪資相關費用，於整

體國際觀光旅館中為中高比率。 

（三）勞資關係與工作安全衛生 

勞資關係方面，H 大飯店並無工會，但有員工福委會。福委會之功能在於提

供維持員工留任的因子，並沒有達到激勵員工的效果，對於降低員工之間不滿則

無顯著的因果關係，除員工旅遊、慶生會等活動外，亦進行優秀員工及資深員工

之表揚。訪談也表示並無勞資爭議，或許還沒有發生。安全衛生方面，設有員工

宿舍，並設有醫務室提供醫療服務，且提供免費健康檢查。 

（四）適用勞基法情形 

適用勞基法勞工退休金、勞工保險方面，H 大飯店目前是完全比照勞基法。

勞工退休金新制推行之初，由於主管機關勞委會、勞保局亦不清楚作業的相關細

節，曾產生作業的困擾，而其問題即在於制度之本身，如解釋令、作業細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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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勞保局等各方面。即使新制施行到目前為止，仍存在一些問題。 

三、人力資源彈性運用 

（一）外包人力運用 

  H 大飯店並無運用外包人員情形，都運用內部員工或自行進行招募。且因外

包人員只是擔任基層或者臨時性的工作，只是基於業務上的需要，而雙方的合作

關係模式與一般僱傭關係模式不同，所以無法確保員工有無向心力，在短期的未

來內亦無運用外包人力的考量和計畫。 

（二）部分工時員工運用 

  全時員工和部分工時員工人數在 H 大飯店並無嚴格的比例，因飯店餐飲服

務業營業時間或宴席、外燴等需要的不固定，而運用部分工時人員主要是配合營

運的需要。部分工時員工大部分透過員工介紹的管道，又因其長期性而產生固定

的班底、網路，且與飯店之間彼此熟悉。 

（三）人力調配 

在 H 大飯店有營業淡、旺季之分，淡季時鼓勵員工多休假，以補休消化加

班所累積的時數。旺季時員工公休的基數不變，但補休的機會較少，而個人的排

假比較受影響，加以配合部分工時人員的運用。 

四、教育訓練 

    由於 H 大飯店為國內直營連鎖之體系，以專屬的訓練中心作為資源，提供

師資、課程並進行共通性之訓練方案，目前 H 大飯店所採行之教育訓練主要包

括： 

（一）職前與在職訓練 

  針對新進員工報到之後進行兩天半的職前訓練，而餐飲部員工則有三天。由

H 大飯店體系的訓練中心統一設計課程並提供師資，訓練中心的運作包括全省 H
大飯店飯店體系。由於 H 大飯店與訓練中心在一起，業務自然有一套運作模式，

而 H 大飯店人事部則不負責執行訓練的業務。然而訓練中心無法完全支援其他

點，除了共通性或重大的訓練由訓練中心負責外，其他臨時性、特殊性的訓練則

由當地辦理。新人員工的服務態度透過訓練，在第一關的甄選、特質也相當重要。 

（二）指導員 

    新進員工進部門時會由指導員負責帶領，每個部門都設置有指導員，協助其

融入組織，包括各項軟、硬體設施與相關規定等，以及工作上困難的解決，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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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員從旁協助指導。 

（三）部門輪調 

部門輪調則是由員工中挑選績效表現較佳者，以儲備必要的高階主管人才，

並對其職涯發展有所幫助。而在 H 大飯店體系中不同點、不同單位之間的輪調

沒有制度化，但在儲備幹部則提供不同點的輪調。 

（四）儲備幹部 

目前 H 大飯店儲備幹部來源均由外部甄選，員工直接進入儲備幹部體系，

而其甄選流程與一般員工並無差異之處，惟對於工作的特性、屬性加以說明。儲

備幹部制度為期兩年，其中規定八個月於 H 大飯店進行訓練，另外八個月則必

須到外點。 

（五）學徒制度與國外參訪 

H 大飯店學徒制度主要集中於廚房，但並無完整的制度規範，由各部門自行

執行。國外參訪則透過出差、考察等方式進行。 

（六）建教合作 

    建教合作的制度，H 大飯店由人資部安排到學校面談，若雙方意願相符，便

成為實習生，大部分實習為期半年。回流情形方面，主要依學生的意願，畢竟實

習是學校的規定，學生畢業後選擇的工作可能不同，或因家庭、地理上的因素，

而未必留在台北。鼓勵實習生回流，則是在薪資、單位方面，提供優先選擇單位

的權利。雖然學生實習也擔任部份工作，並非完全培訓，經由工作獲取經驗才是

實習的主要目的。實習生的薪資和一般正職員工是不同體系，大多屬於餐飲管理

或是飯店、旅館管理科系學生。 

五、晉升考核 

晉升考核方面，H 大飯店作法則是當有主管職務空缺時便執行晉升考試，先

由部屬員工尋找合適人選。若屬一般基層員工的晉升，在上完晉升課程並考試通

過後即予以晉升。員工晉升到一定職務時，先以職務代理方式進行培訓，代理期

間表現符合標準者才能成為主管。 

  目前執行屬於個人的績效考核，以年度為執行時期。而部門的營業額反映在

員工的績效獎金，營業額則是反映出顧客的肯定與否，若服務客人表現好，績效

與營業額自然跟著高。透過各種不同的管道處理顧客的抱怨，由填寫問卷或客訴

單，以及電話、網路等均屬客訴管道。 

六、人力資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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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大飯店於每一年底執行次年的部門預算編列，而部門預算牽涉人力的配置

及編制，以及未來營運方針，也包含自行營運的訓練部分。但自成立以來，並非

一貫依規劃執行，可能視情況進行適度的調整或改變。並為員工進行退休規劃，

包括退休金及退休後之福利等。 

七、人力資源流動與離職 

  H 大飯店以前勤人員的流動率偏高，其中又以餐飲部門最高，而產生管理上

人員流失與訓練的循環，且難以維持服務品質。由人事部經理訪談表示，H 大飯

店飯店各項福利措施完善，而因為新進人員工作理念的差異產生流動率的問題。 

  究其原因，可歸咎於個人的期待落差抑或工作時間的延長以及輪班等因素，

亦有因公司升遷制度或對主管不認同、相處等情況而離職者，雖能透過離職面談

瞭解原因，但是員工往往多所保留。另外，在員工離職回流的比例雖不高，但經

管理、統計，仍發現有員工復職二、三次的情形。 

八、未來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H 大飯店與其他業者於管理上並無太大的差異，認為獨特性端視員工服務細

緻、貼心的程度，並在於發揮員工服務的心態和熱忱，因此挑選適合飯店的人才

方是首要之務。因為旅館產業間的制度較為公開，能夠彼此打聽、詢問進而相互

學習，而非如高科技產業將許多制度視為營業機密。 

由於流動率較大，對 H 大飯店而言，招募人才的進度比不上人員的流動率，

而降低流動率可行的辦法，一為設計具競爭性的薪資水準，但一切問題未必能夠

迎刃而解。二是由整體問題面加強改善公司的文化以及主管的領導模式、風格等

影響員工流動率的因素。對於主管的領導，H 大飯店目前所做的是加強提升主管

的管理能力，設計課程以提升其領導、統御的觀念。 

另一方面，對於未來會有的挖角風波及挑戰，端看客層的屬性，如渡假飯店

和商務飯店的客層不同，而市場區隔與 H 大飯店類似的飯店，開幕營運後對 H
大飯店可能造成的衝擊才是重點所在，並非新建旅館必定對目前營運產生影響。

而每一家飯店市場區隔不同，如房價的高低也可能對客人有所選擇。在未來拓點

計畫方面，則是當有合適的餐飲合作對象，而人力亦可充分支援時，就會有向外

拓點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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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L 大飯店 

壹、簡介 

一、公司沿革 

L大飯店(The Landis Ritz Hotel)設立於民國66年，於68年正式開幕營業。主

要經營國際觀光旅館業務，並附設餐廳、咖啡廳及酒吧業務以及會議室出租。86
年股票獲准公開發行，並正式更名為L大飯店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為股票上櫃公

司15。於72年即加入世界性權威組織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成為其會

員。近期之未來L大飯店資金將進駐台中L大飯店並持股18%，將有實際的營運

權，而於大陸蘇州網棧酒店，L大飯店更擁有百分百之經營權。 

二、經營管理 

L 大飯店所有權屬 L 大飯店集團，管理權則隸屬 L 大飯店管理顧問公司。其

業主並不身兼經營者，而將權力下放，委託本國經營者負責飯店的營運。72 年

成為 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 於台灣地區的會員，L 酒店集團並與日本、

香港、新加坡、泰國等亞洲地區之四家酒店集團聯合結盟，組成亞洲酒店聯盟

(Asian Hotels Alliance, AHA)。 

80 年成立「L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統籌提供精緻的旅館服務與專業管

理。L管理顧問公司初期提供服務包括：建立旅館服務理念與教育訓練、軟硬體

的建構、聯合行銷及經營管理等。由於國內旅館市場競爭激烈，逐步輔導管理 6
家飯店，進而形成L旅館系統。目前除L大飯店母公司一家外，L大飯店體系於全

台另有 6 家加盟旅館16。 

貳、營運現況 

一、營運現況分析 

L大飯店資本額為 7 億 239 萬元17，客房數 209 間，包含 122 間雙人房及 87
間套房，94 年全年平均房價為 3,792 元，客房住用數為 58,086 間，住用率約為

76.14%。全年住客共 73,183 人次，且均為個別旅客，並無團體旅客。住客國籍

主要為日本籍佔 25.07%以及本國籍佔 24.72%，北美佔 14.89%，日本除外亞洲國

                                                 
15 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L大飯店 95 年第 1 季財務報告書，http://newmops.tse.com.tw/。 
16 包括台中永豐棧L酒店、台南大億L酒店、墾丁悠活L渡假村、陽明山中國L大飯店、羅東久屋

L客棧，以及烏來璞石L溫泉會館等六家旅館。 
17 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L大飯店 95 年第 1 季財務報告書，http://new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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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佔 10.69%，歐洲佔 14.09%，華僑 8.07%，以及澳洲 1.72%18。 

二、營業收入分析 

  L大飯店 94 年之營業概況就住房率而言，住房率較高之旺季為 3、6、11 月

份，1、2、8 月則為住用率較低之淡季，平均房價較高者為 5、10、11 月，平均

房價較低則為 2、7、8 月。營業之收入方面，1、10、12 月為餐飲收入較高的月

份，房租收入較高者則為 3、10、11 月，而總營業收入以 3 月為最高19。整體而

言，除 4、5、11 月份外，每月餐飲收入大致均高於房租收入，其他收入方面，

各月份差異較大。 

表 5-5：94 年 L 大飯店營運概況 

                                                          單位：元，% 

 平均 

房價 

平均住

用率 

總營業收入 餐飲收入 

 

房租收入 

 

其他收入 

1 月 3,741 66.37 47,756,385 25,559,332 16,085,037 6,112,016 
2 月 3,695 65.11 38,491,965 20,103,925 14,079,693 4,308,347 
3 月 3,899 87.45 50,702,443 22,249,452 22,089,735 6,363,256 
4 月 3,760 72.31 37,979,726 16,108,614 17,048,905 4,822,207 
5 月 3,914 81.25 45,561,414 19,282,437 20,600,830 5,678,147 
6 月 3,749 85.28 46,823,320 21,189,287 20,045,629 5,588,404 
7 月 3,656 69.72 39,021,967 17,776,373 16,513,849 4,731,745 
8 月 3,685 67.34 39,959,535 19,318,182 16,078,343 4,563,010 
9 月 3,751 74.15 44,801,853 21,919,723 17,437,164 5,444,966 
10 月 3,907 82.65 50,197,568 22,949,558 20,921,478 6,326,532 
11 月 3,918 87.05 48,418,060 21,164,433 21,384,045 5,869,582 
12 月 3,723 74.44 48,683,497 25,220,272 17,956,422 5,506,803 

總計 3,792 76.14 538,397,733 252,841,588 220,241,130 65,315,015 

項 
目 

月 

份 

資料來源：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 

L 大飯店 94 年全年總營業收入為 538,397,733 元，於所有國際觀光旅館中排

名第二十三。其全年房租收入為 220,241,130 元，約佔總營收之 40.91%，餐飲收

入為 252,841,588 元，約佔 46.96%，而其他收入（洗衣收入、店鋪租金收入、附

屬營業部門收入、服務費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共 65,315,015 元，約佔 19.34%。

93 年總營業收入 482,407,514 元，客房部獲利率為 70.19%，於所有國際觀光旅館

中排名第七。 

                                                 
18 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19 94 年 1~12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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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營業支出分析 

  93 年 L 大飯店總營業支出為 426,235,011 元，其中主要支出項目為薪資相關

費用佔 39.85%，以及餐飲成本佔 21.09%。其同年總營業收入為 482,407,514 元，

總營業支出約佔總營業收入之 88.36%，相較於其他兩家個案旅館，L 大飯店之

營業成本所佔比率相對較高。 

表 5-6：93 年 L 大飯店營業支出比率表 

項目 薪資相關費用 餐飲成本 洗衣成本 其他營業成本 

金額 
（元） 

 
169,842,149 

 
89,882,530 

 
1,077,262 

 
6,378,652 

比率 39.85% 21.09% 0.25% 1.50% 

項目 電費 水費 燃料費 保險費 

金額 
（元） 

 
453,611 

 
67,793 

 
1,698,420 

 
13,684,762 

比率 0.11% 0.02% 0.40% 3.21% 
資料來源：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 

參、人力運用現況 

一、員工人數 

L大飯店員工合計 298 人，其中客房部員工為 71 人，約佔 23.83%，餐飲部

員工為 133 人，約佔 44.63%，管理部員工為 51 人，約佔 17.11%，其他部門員

工為 43 人，約佔 14.43%20。客房部與餐飲部等前勤人員總計約 68.46%，而後勤

管理與其他部門員工共約 31.54%。 

二、員工平均薪資與平均產值 

93 年 L 大飯店薪資及相關費用支出為 169,842,149 元，員工人數為 298 人，

員工平均薪資為每人每年 569,940 元，較整體平均之 554,612 元略高，但低於台

北地區員工平均年薪 592,222 元。同年客房部營業收入為 193,476,271 元，客房

部員工平均產值為 2,763,947 元；餐飲部收入為 226,954,751 元，餐飲部員工平均

產值為 1,745,806 元；總營業收入為 482,407,514 元，總平均員工產值為 1,618,817
元。 

                                                 
20 95 年 5 月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統計月報，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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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人力資源管理 

一、招募甄選 

L 大飯店招募人才是透過網路、學校等管道篩選資格條件符合者，首要為資

格條件符合，次為面談。而資格條件則以態度第一優先，其次才為技巧和知識。

並進行人格、性向、專業技術等測驗，以及部分職位如技術性的工作者進行技能

測驗，證照則是部分的條件。 

對於新進員工，有 40 天至三個月不等的試用期，期間安排訓練員帶領，在

試用期間進行測驗，測驗等於試用期的考核，測驗合格後才視為通過試用。 

二、勞動條件 

（一）工時與休假 

  L 大飯店的加班情形，主要發生於特殊的促銷期間，一般而言加班情形的分

配均勻。因應加班則提供同仁選擇補休或加班費，然而大部分同仁較希望有補休

的機會，但若加班太多，於每月結算時無法休完，則發放加班工資。對於女性夜

間工作，L 大飯店則有提供員工宿舍。 

（二）薪資管理 

由於L大飯店成立已將近 30 年，已有當時所制定的職務薪資結構標準。加

以每一年都與同業進行比較，上下限則是在業界不低於第三名，就排名而言大概

介於一、二名之間。而由於每年的比較，使得同業間薪資水準幾乎拉平，整體而

言，L大飯店屬於一般水準，而就某些較高階的特定職位，因為資格要求較為嚴

格，使得其薪資水平相對較高於其他業者。根據L大飯店財務報告書，95 年第 1
季之薪資費用為 43,478,582 元，勞健保費用 2,996,041 元，退休費用 2,541,696，
其他用人費用 2,192,344 元21。 

（三）勞資關係與工作安全衛生 

L 大飯店並無成立工會，而除員工福利委員會外另有愛心委員會，兩者共同

運作。福委會對內籌辦福利活動、急難救助，其中一名成員是人資部門員工，並

參與討論，由來自不同部門的福利委員建議、策劃、主導活動，而由人資貫徹、

協助活動的進行。愛心委員會對外做公益，包括協助老人院以及公益團體的活動。 

勞資爭議方面，目前為止 L 大飯店沒有發生過。而其原因在於當員工對於

                                                 
21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L大飯店 95 年第 1 季財務報告書，http://new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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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上不瞭解時，人力資源部本於良善的態度面對、解釋，並設有意見箱，以保

持暢通的溝通管道，接受員工反映且協助調整、溝通，也因此員工與人資部門的

互動良好。另外，L 大飯店亦加強對主管宣導觀念，願意接受員工的意見。若有

難以溝通的主管，則透過人資部門的技巧與主管進行溝通。 

（四）適用勞基法情形 

  適用勞基法方面，當旅館業納入勞基法適用範圍時，L 大飯店是主導勞基法

與勞工局的交涉，因此已提出較為窒礙難行之處，並且增列排除條款，如針對女

性員工的輪班進行調整，所以在適用勞基法方面得以解困。 

  勞工退休制度方面，87 年 2 月之前係按月就薪資總額之 4%，提列退休準備

金；同年 3 月納入適用勞動基準法，則按月就薪資總額之 5.08%提撥勞工退休基

金，專戶儲存於中央信託局，而退休金總數以 45 個基數為限。自 94 年 7 月勞工

退休金條例施行，對採確定提撥制之員工，L大飯店每月提撥不低於員工月薪資

6%的退休金至員工個人退休金專戶。95 年第 1 季提存之退休金約為 106 萬元(含

期末帳列應付費用 29 萬元)22。 

三、人力資源彈性運用 

（一）外包人力運用 

外包人力運用 L 大飯店的情形，主要在公共區域的清潔及大夜班的保全，

於客房清潔部分並無外包情形。L 大飯店與兩家外包的管理公司的配合度高，而

外包人員在工作之前，L 大飯店也給予訓練、要求，並由內部員工帶領一段時間，

因此避免了部分管理的相關問題。 

（二）人力調配 

針對生意較淡時，便減少安排現場人員，可以釋放多餘的人力並進行密集的

訓練或儲備訓練計畫，或讓員工安排休假。而旺季人力不足時經由二種管道，一

是過去與學校建教合作或非建教合作的打工所培訓的部分工時人員，另一則是後

勤辦公室的人力支援。如人資、採購、會計等部門的人員，都經由訓練而具備餐

飲、客房清潔的工作能力，因此當人力短缺時，後勤部門人員都能夠上場支援。 

四、教育訓練 

有研究L大飯店等標竿企業之教育訓練，發現其訓練管道著重在研討或會議

以及專業課程講授。執行方式著重在模仿、角色扮演、模擬訓練、虛擬訓練、工

作指導訓練、學徒制、候補指派、工作輪調、管理競賽、個案研究、敏感性訓練、

                                                 
22臺灣證券交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L大飯店 95 年第 1 季財務報告書，http://newmops.t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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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互動分析、管理者發展23。本研究訪談所歸納L大飯店的教育訓練制度包括： 

（一）訓練課程 

L 大飯店聘用內部主管作為講師，而工作中訓練的部分由本身主管進行，並

將其視為主管的工作職責。另外管理訓練，大部分由人資部門主導，並邀請學者、

顧問進行演講或經驗分享。多種訓練方式交替進行，包括演講、實際的部門操作

演練、角色扮演、國外參訪、部門輪調等方式。實際操作的訓練績效評核則透過

測驗，以及晉升管道的測驗，並由主管評核訓練的實際效益。 

（二）訓練員 

訓練員的制度在各部門都有，每位領班(captain)級以上員工參加 train the 
trainer 的訓練課程，受訓完畢並頒發結業證書，表示是符合資格的訓練員，並有

帶新人的能力，而帶新人期間則必需安排相同的工作表。Train the trainer 的訓練

課程結束並通過考試，發給象徵性的津貼以補貼訓練員。 

（三）儲備幹部 

儲備幹部方面，分為內部與外部兩方面進行。外部方面，L 大飯店的作法是

由旅館產業中挑選學歷在碩士的人才，經過面談安排半年至一年的訓練，並針對

個人的學經歷、背景、興趣，進行彈性訓練課程的調整，之後在 L大飯店服務滿

一年做評核之後再進行調整。若是在餐飲部門必須經過全部的訓練，訓練為期一

年，內容包括各部門的輪調，如著重在餐飲則必須要上相關課程，包括商店、廚

房以及成本控制等，以培養中層管理的基本觀念。 

儲備幹部針對內部方面則有類似接班人的制度，是以館內自辦的 L 大飯店

管理學院，進行每星期為期半年的訓練，授予管理階級的課程，內容包括人力資

源、行銷、會計以及財務等。修課法相當於 EMBA 的課程，將中層管理結合，

以栽培自己的中階管理人才，目標則是一個全才的管理階層。 

（四）建教合作 

建教合作部分，有高雄餐飲旅館學校以及其他技職學校的合作，期間有一

年、半年或寒、暑假，但寒、暑假只有三個星期至二個月，不屬於所需人力的範

圍，所以人員相當有限。而技職學校及餐飲旅館學校學生有六個月，按照正職員

工的訓練方式帶領，在三個月之後才能開始貢獻產值。但 L 大飯店將此視為長

期性的培養、培訓，不以短期的產能看待。而學生實習後回流正職工作的機率很

高，除非技職學校學生因為繼續升學的考量，回流比例較低，通常學生畢業或回

國會再回流。而回流主要是因工作環境的吸引，以及訓練模式有繼續學習成長、

發展的空間和機會。 
                                                 
23 黃營杉 齊德彰，學習型組織人力資源教育訓練成長模式之研究--以臺灣標竿企業為例，大葉

學報 13:2，民國 93 年，pp.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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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研討會(work shop) 

透過舉辦一年一度大型的工作研討會，將 300 多個員工分為三梯次，目的使

所有的成員得以參與。其中進行理念、願景、共同文化創造等，傳達公司的願景、

目標、文化等明確的訊息。未來即將營運的上海、蘇州、台中等地旅館，亦將傳

承 work shop，顯示此活動的成功。 

因 L 大飯店在招募大部分都是透過網路與學校進行，屬於必要的支出，而

於訓練方面付出最多成本，但因投資進行訓練，使訓練成本偏高，包括語言訓練、

舉辦 work shop，而其主因是所得的績效、回饋、團隊工作等成效，無法以數字

衡量，且長期投資訓練所造成的互動與團隊的默契、品質，遠超出所付出的代價，

因此即使訓練成本較高，但卻是值得。 

五、晉升考核 

L 大飯店針對每一個職位都有工作準則（job criterion），建立職務的職能、

才能與課程限定。包括由基層服務生(junior waiter)到領班（captain），均限定專

業的訓練。而領導的階層也必須受領導、主管的訓練，並進行晉升考核、測試的

筆試。此外，可能包括實際的操作以及主管考核，只要符合考核便予以調整職位。 

考核方面反映正面性表現，並給予鼓勵，包括加點、嘉獎、激勵等。並由財

務單位核算做績效獎金，每個月核算獎勵，再依點數分配。 

六、人力資源流動與離職 

由訪談得知，L 大飯店整體流動率大約介於 2.5～3%，員工離職主要是由於

當兵、家庭、或繼續升學深造等因素，因流動率對 L 大飯店而言是良性的循環，

所以屬於能夠接受的範圍以內。而員工的留任除了合理的待遇之外，良好的工作

環境，並需有繼續成長、學習的空間，而持續不斷的給予，以作為留任的激勵。 

七、人力資源規劃 

L 大飯店每一年進行預算時，同時列入資源規劃，並根據計畫編列預算，而

每一年根據公司的願景及目標改變而有所不同。例如今年度麗緻體系包括十家旅

館，而以廣泛的人力範圍，則年度目標是栽培一定數量的主管，因此人力資源的

規劃包括如何栽培人才，以及接班人拔擢等，作為年度的目標與方向。並且兩年

後 L 大飯店體系可能有 15 家以上旅館，包括中國大陸的區塊，因此栽培足量的

主管人才是目前較大的課題。 

八、未來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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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大飯店的獨特性是在於管理較為人性化，以每位員工都是主人的精神，關

愛員工並非獨立的個體，甚至其家庭。當員工家庭出現困難或需要緊急幫助時，

公司會盡量提供協助，而此作法讓員工能夠感動並將公司視為家。 

另外，L 大飯店相當講究團隊價值，所有活動強調團隊，包括透過看電影藉

由場次機制將不同單位聯繫，work shop 將所有不同部門、年齡、職級的員工全

部打散混合在不同的梯次，以及團隊建構、競賽活動，使員工瞭解團隊的重要性，

而強化部門之間的聯繫。除此之外，對於服務品質的檢視，L 大飯店自有 SOP
標準流程，並以「神秘訪客」進行不定期檢視和評價，藉由神秘訪客的消費活動

檢視，以確保員工的服務品質。 

對 L 大飯店人資部而言，飯店的擴充已使人資部門人力吃緊短缺，因此期

望資訊化能夠簡化行政的工作程序，將例行的工作電腦化，可能有助減少人員負

荷。當確定拓點時，人資部門負責做人力的培訓、栽培以及網羅等。而面對勞動

市場的供需不成比例，包括技職學校的學生對低層工作接受度差，未必從事旅館

產業，使人力來源較少。為滿足旅館市場需要，可能必須考慮開放外勞，是未來

必須被迫面對的問題。 

在未來可能面臨的挑戰方面，因為勞動市場不符期待，即使有二度就職補

貼，但提供的工作機會並沒有得到回應。因此與學校做更好的結合，或是運用外

包人力，都是 L 大飯店在面臨未來的勞動市場緊縮下的難題。 

第四節    綜合比較分析 

壹、個案現況分析 

    茲將個案之各項概況以表格方式比較呈現如表 5-7。 
表 5-7：個案旅館現況分析比較表 

  
G 酒店 

 

 
H 大飯店 

 
L 大飯店 

 
成立上市上櫃年 

65 年成立，79 年

正式營業。87 年股

票公開發行，目前

為上市公司 

73 年正式營運 66 年成立，68 年

開始營業。86 年股

票公開發行，目前

為上櫃公司 
 
 

經營管理 

與國際四季飯店   
暨 R 酒店集團簽

訂行銷顧問合約 
 

H 大飯店直營 
連鎖體系 
國際訂房 

系統成員 

L 管理顧問公司 
管理契約 
國際組織 
會員連鎖 

個 
案 

旅 
館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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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收資本額 21 億 5,625 萬元 19 億 7,000 萬元 7 億 200 萬元 
客房數 538 間 606 間 209 間 

 
主要客源 

以個別與團體旅

客各半，日本籍為

最大宗客源，遠超

過本國住客比例 

以個別旅客為

主，住客國籍則以

日本及本國籍較

多 

客源均為個別之

住客，住客國籍則

以日本籍和本國

籍為主 
94 年平均住用率 83.94% 75.88% 76.14% 
94 年平均房價 4,623 元 3,750 元 3,792 元 

員工人數 679 人 790 人 298 人 
93 年員工 
平均產值 

2,936,684 元 1,857,490 元 1,618,817 元 

93 年員工 
平均薪資 

640,959 元 566,179 元 569,940 元 

 
94 年總營業收入

總營業收入為

2,423,298,061
元，排名第二 

總營業收入為

1,678,509,000
元，排名第四 

總營業收入為

538,397,733 元，排

名二十三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比較三家個案旅館之設立年限，以 L 大飯店成立最久，而 G 酒店營運年限

最短，除 H 大飯店外，G 酒店與 L 大飯店分別為股票上市、上櫃公司。經營管

理型態方面，個案旅館中 H 大飯店為國內直營連鎖，G 酒店與 L 大飯店均屬連

鎖體系品牌，L 大飯店並為國際組織之會員，而 G 酒店與國際四季飯店暨 R 酒

店集團訂有行銷顧問合約。 

在資本額方面，以 G 酒店之投資額最高，而 L 大飯店資本額最低。客房數

以 H 大飯店最高，而 L 大飯店由於規模較為精巧，客房數為三者中最少。總營

業收入方面，94 年 G 酒店總營收額最高，且於所有國際觀光旅館中排名第二，

而 H 大飯店次之，排名第四，L 大飯店則因規模較小而使營收額遠低於其他兩

者。營業支出方面，薪資及相關成本對三者而言仍是支出項目最主要的成本，其

次才為餐飲成本，而此二者合計即形成約半數以上的成本結構。 

  客房住用率與平均房價均以 G 酒店最高，而 H 大飯店於三者中相對較低。

另外，主要客源方面，三家個案均以個別旅客較多，唯 L 大飯店並無接待團體

旅客，且住客國籍一致以日本籍和本國籍所佔比例最高，而 G 酒店之日本籍旅

客比例更是遠超出本國籍旅客，H 大飯店則以日本與本國籍較多。綜合三者平均

住用率較高之住宿旺季為 3、6、10、11 月，淡季則為 1、2、7、8 月，住宿淡季

平均房價亦較低，顯見住宿淡季時，國際觀光旅館業仍以降低房價的策略吸引旅

客住宿，G 酒店與 L 大飯店平均房價較高者一致為 5、10、11 月，H 大飯店較高

的房價則集中於 4、5、6 月，三者以 1、6、10、12 月之餐飲收入較高，房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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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較高月份方面，G 酒店與 L 大飯店均為 3、10、11 月，H 大飯店則為 3、5、
10 月，而總營業收入最高者，G 酒店、H 大飯店均為 6 月，L 大飯店則為 3 月。 

貳、人力運用分析 

就部門別員工人數而言，三家個案均以餐飲部員工佔最大比率，各約介於

40%~50%之間，其中 G 酒店無論於員工平均薪資或產值方面，均為三者中最高，

L 大飯店員工平均產值相對較低，而員工平均薪資最低者則為 H 大飯店飯店。 

三家個案中，由於 H 大飯店飯店並無將清潔或保全等業務外包，所以其雇

用人數最多，其次為 G 酒店，L 大飯店員工人數為三者中最少。由訪談結果得知，

G 酒店主要由於實習生任職時間較短而造成流動率明顯的起伏現象。H 大飯店飯

店以前勤人員的流動率偏高，其中又以餐飲部門最高。L 大飯店整體流動率大約

介於 2.5～3%，員工離職主要是由於當兵、家庭、或繼續深造等因素。但對 G 酒

店而言，透過離職面談瞭解並分析離職因素，使離職率得以維持在固定的水準，

而不至於對管理造成太大困擾。H 大飯店雖亦有離職面談，員工往往多所保留，

使服務品質難以維持而造成管理問題。 

參、勞動條件分析 

民國 87 年勞動基準法擴大適用，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從業人員亦於此時

正式納入勞基法適用範圍。而自觀光旅館業納入勞基法適用範圍後，為順應觀光

旅館產業的特殊性，相關法規於工時、延長工時與女性夜間工作方面已調整並增

列排除條款，以下將分析比較個案旅館之各項勞動條件。 

一、工時與女性夜間工作 

觀光旅館業員工加班情形主要依據部門的營運需求，而後勤單位則多為責任

制。一般對員工加班主要提供以加班時數換補休的機會，僅 L 大飯店對員工另

外提供加班費的選項。 

在女性夜間工作方面，可知我國觀光旅館業女性夜間工作的情形普遍，而主

要在於櫃台輪值、房務部、餐廳等部門。相關安全衛生設施方面，H 大飯店提供

員工休息室，L 大飯店則有員工宿舍。   

二、薪資管理 

   H 大飯店在職務薪資標準主要針對基層的員工到基層的主管而訂，中高階主

管則依過去的績效，並比較市場同業的薪資水準。L 大飯店亦有當時制定的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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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標準，而每一年都與同業比較。L 大飯店雖屬於一般水準，但就某些特定職

位因資格要求較為嚴格使其薪資水平較高。 

  因此可知由於國際觀光旅館業之高度競爭性本質，並且同業之間每年均進行

比較，已縮小彼此間薪資水準的差距，歸納個案訪談結果得知，由於各家觀光旅

館所制訂的薪資水準非常相近，相較其他產業而言，同業之薪資水準具有高度的

相似性，此現象亦可說明其高度競爭性。 

三、勞資關係與工作安全衛生 

勞資關係方面，本研究訪談個案三家均無成立產業工會，而設有職工福利委

員會（或員工福利委員會）舉辦活動，較為特別的是 L 大飯店另有愛心委員會

之組織，對外團體進行公益活動。 

勞資爭議方面，H 大飯店表示並無勞資爭議，L 大飯店也沒有發生過。而其

原因在於保持暢通的溝通管道，員工與人資部門的互動良好。而工作安全衛生方

面，由於國際觀光旅館業為顧客導向之產業，工作場所很少發生重大的職業災

害，而研究個案亦均有提供醫務設施或員工休憩室等。 

四、適用勞基法情形 

G 酒店目前完全比照勞基法的規定。於勞工退休舊制方面，依勞基法規定訂

有確定給付之退休辦法，並在新制方面依勞工退休金條例之規定，訂有確定提撥

之退休辦法。H 大飯店於勞工退休金方面，亦遵循勞基法之規範。勞退新制推行

至今，仍存在一些問題。L 大飯店適用勞基法方面，當旅館業納入勞基法適用範

圍時，是主導勞基法與勞工局的交涉，已提出較為窒礙難行之處，並增列排除條

款，如針對女性員工的輪班進行調整，因此得以解困。 

另外，在 G 酒店與 L 大飯店飯店方面，透過相關財務報表得知，目前 G 酒

店勞工退休金依照勞基法規範制訂相關辦法。勞工退休金舊制方面，依據勞基法

標準，最多以 45 個基數為限。而勞工退休金新制方面，則依勞工退休金條例按

月提撥退休金。L 大飯店退休金方面，納入適用勞動基準法時，按月就薪資總額

之 5.08%提撥勞工退休基金。自勞工退休金條例施行，對採確定提撥制之員工，

每月提撥不低於員工月薪資 6%的退休金至員工個人退休金專戶。 

肆、人力資源管理制度分析 

一、招募甄選 

國際觀光旅館正式職員之主要來源由在職員工介紹、刊登廣告、內部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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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職訓單位以及向其他地方挖角等管道。而由訪談得知，就個案國際觀光旅館

而言，目前由網路、人力銀行投遞履歷表仍是招募人才重要的管道，而透過學校

建教合作發掘人才亦是重要管道之一。並且均對員工進行人格特質的測驗，透過

測驗篩選人格特質，另外進行語文及專業技術等測驗，並以及邀約主管面談。而

一般試用期間是三個月，並針對試用期的績效表現而有試用考核表，進行測驗或

面談。 

二、教育訓練 

歸納訪談個案在教育訓練方面制度，均實施職前訓練，使新進員工具備公司

的基本知識，而為培訓人才以提升服務品質，部分旅館建立自有的訓練組織與網

路。就 H 大飯店而言，由其體系專屬的訓練中心統一設計課程並提供師資，訓

練中心的運作包括全台灣 H 大飯店飯店體系，進行共通性或重大的訓練。而 L
大飯店則設有管理學院供高階人才教育訓練課程。 

建教合作制度對於觀光旅館業而言，不僅是招募人才重要管道，透過實習亦

能對未來可能員工進行教育訓練。而實施建教合作期間大多以半年為主，實習生

大多屬於餐飲管理或旅館管理科系學生，其薪資並和一般正職員工不同體系。對

L 大飯店而言，實習生回流正職工作的機率很高，主要是因工作環境、訓練模式

以及有學習成長的空間。鼓勵回流方面，H 大飯店提供優先選擇單位的權利。 

指導員制度方面，每個部門均設有指導員負責帶領、協助新進員工融入組

織。就 L 大飯店而言，訓練員制度較為嚴謹，由每位領班(captain)級以上員工參

加 train the trainer 訓練課程，受訓完畢通過考試並頒發結業證書，發給津貼補助，

表示是有能力並符合資格的訓練員。 

部門輪調方面，H 大飯店由於屬直營連鎖體系，因此對提供儲備幹部不同點

的輪調。就 G 酒店而言，由於營業不斷擴展，因此優勢在於人員有隨著營業外

展學習的機會。 

為培養未來菁英人才，訪談個案均重視教育訓練中的儲備幹部制度。G 酒店

儲備幹部分為兩種，一是由外部甄選人員進行培訓。另一則是針對屬於內部員工

進行。L 大飯店的儲備幹部制度亦同時由內部與外部甄選兩方面進行。 H 大飯

店儲備幹部來源目前均由外部甄選，員工直接進入儲備幹部體系，而甄選流程與

一般員工並無差異。然而，由內部甄選表現優秀的人才進入儲備幹部體系，並提

供培訓的機會，對員工應較能發揮激勵效果。 

除此之外，教育訓練制度中較為特殊的是 L 大飯店並舉辦一年一度大型的

工作研討會(work shop)，使所有員工均能參與，傳達公司的理念、願景等訊息，

而未來亦將傳承此一特殊制度在即將營運的他地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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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晉升考核 

針對員工的晉升考核，三家個案旅館均設有考試制度，並提供晉升職務之訓

練課程，通常考試符合標準便予以晉升調整職務。 

H 大飯店績效考核以年度為執行時期。而部門的營業額反映在員工的績效獎

金。L 大飯店考核方面僅反映正面性表現並給予鼓勵，由財務單位每個月核算做

績效獎金與激勵，再依點數分配。 

四、人力資源規劃 

G 酒店對於人力資源規劃執行時依照執行的情形進行調整，而員工生涯規劃

的管理，難以為每位員工均做到。H 大飯店飯店於每一年底執行部門的預算，而

部門預算牽涉人力的配置及編制，以及未來營運方針，也包含自行營運的訓練部

分，可能視情況調整或改變。L 大飯店每一年進行預算時列入資源規劃，根據計

畫編列預算，而每一年根據公司的願景及目標改變而有所不同。 

五、人力資源彈性運用 

國際觀光旅館由於營運項目較多，採行外包策略能夠拓展其他的業務，因此

較會考慮外包的策略，而增加臨時工的雇用是多數觀光旅館普遍會採用的方式。 

G 酒店運用外包人力情形主要為客房與晚上公共區域的清潔打掃。H 大飯店

飯店並無運用外包人員情形，而運用內部員工或自行招募，未來亦無運用外包人

力的打算。外包人力運用 L 大飯店的情形，主要在公共區域的清潔及大夜班的

保全，於客房清潔部分無外包情形。L 大飯店與兩家外包的管理公司的配合度

高，並外包人員在工作之前，給予訓練、要求，由內部員工帶領一段時間。 

人力調配方面，G 酒店與 H 大飯店一致於淡季時鼓勵員工多休假，以補休

消化加班所累積下來的時數。旺季時用員工加班以支應部門營運之需求，加以配

合部分工時人員的運用。L 大飯店較為不同的是，淡季除減少安排現場人員與休

假外，並進行密集訓練或儲備訓練計畫。而人力不足時除建教合作生或部分工時

人員外，並由後勤辦公室提供人力支援。 

六、獨特性制度 

就人力資源管理制度獨特性而言，H 大飯店飯店表示業者間於管理方面並無

太大差異，而視員工服務細緻、貼心的程度，並在於發揮員工服務的心態和熱忱，

挑選適合飯店的人才才是首要。另一方面，由於屬直營連鎖體系，人才互通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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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更為顯著。由於持續的拓展策略，對於 G 酒店則是能夠提供儲備幹部制度，

使員工隨著營業拓展，員工有機會到館外流通、學習。而櫃台的人員也可以學習

VIP 的管家制度，並有證書以茲證明。 

L 大飯店的獨特性是在於管理較為人性化，關懷並協助員工。另外，L 大飯

店相當講究團隊價值，所有活動強調團隊，以及團隊建構、競賽活動，使員工瞭

解團隊的重要性，而強化部門之間的聯繫。除此之外，對於服務品質的檢視，L
大飯店自有 SOP 標準流程，並以「神秘訪客」進行不定期檢視和評價。藉由神

秘訪客消費檢視，以確保服務品質。 

七、未來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就目前而言，已向觀光局申請籌建中或興建中之觀光旅館已有將近 30 家，

且在既有人力資源有限而基層人力嚴重不足的情況下，導致新飯店開幕往往需向

同業挖角，而影響原來旅館經營的人事穩定24。因此，就本研究三家個案旅館於

即將面臨的挑戰方面，G酒店因持續拓展，對人力的需求越加急切，在訓練員工

進步的速度必須更快，而將來市場可能外展到外縣市，因此招募、培育優秀的人

才，並立即配合公司的營運，都是一項挑戰。由於流動率大，H大飯店在招募人

才的進度比不上人員的流動。 

對於未來新旅館開張所形成的挖角及挑戰，市場區隔、客層屬性與 H 大飯

店類似的飯店，開幕營運後對 H 大飯店可能造成的衝擊才是重點所在。對 L 大

飯店而言，飯店的擴充已使人資部門人力吃緊短缺，面對勞動市場的供需不成比

例，學生對低層工作接受度差，未必從事旅館產業，因此勞動市場不符期待，提

供的工作機會並沒有得到回應。因此與學校做更好的結合，或是運用外包人力，

都是 L 大飯店在面臨未來的勞動市場緊縮下的難題。 

G 酒店在拓點方面，由企業發展部執行，各部門各自衝刺業績，人力資源部

則針對各部門需要的人才提供資訊。H 大飯店表示在拓點計畫方面，則是當有合

適的餐飲合作對象，而人力亦可充分支援就會有機會，L 大飯店則已面臨擴充造

成的人力資源相對短缺。顯示目前國際觀光旅館業大多積極尋找機會向外拓展，

且以餐飲據點或投資新旅館等方式開展，一方面擴大對人力資源的需求，另一方

面使未來的人力資源運用越加需要彈性化，而人力資源則需具備更多元的職務技

能。 

 

                                                 
24 中華民國 93 年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營運分析報告，觀光局出版，民國 94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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