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由人力資源管理相關文獻及理論之探討作為基礎，加以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

之現況分析，本研究分析得知此產業人力資源管理之相關實務現象與問題，並進

行個案深度訪談，因此本節歸納研究結論為以下各點，包括國際觀光旅館業整體

產業現況、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實務、人力資源管理相關制度以及勞動

條件。 

壹、國際觀光旅館業產業 

依我國觀光發展條例及觀光旅館業管理規則之規範，國際觀光旅館業為對旅

客提供住宿及相關服務之營利事業，其業務範圍包括客房出租；餐飲、會議場所、

休閒場所及商店之經營；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與觀光旅館有關之業務，

而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觀光旅館建築及設備標準之規定，並藉由服務品質之評鑑制

度而給予 4、5 星級。而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差異形成各種不同的經營型態，如獨

立經營、直營連鎖、管理契約、特許加盟以及會員連鎖等，進而因資源能力不同

而影響人力資源之實務，並反映於經營之效率與績效表現。各種經營型態中，又

以連鎖經營型態之經營效率績效表現優於獨立經營之型態。 

我國觀光旅館業自 45 年發展至今，其分布的集中程度已然形成高競爭性的

產業環境，又其分布以台北地區最為集中，客房總數亦將近整體之半數，而規模

別則以中小型者居多（客房數 201~400 間）。以整體營運而言，風景區之平均房

價最高，住用率則以台中地區居首；就全年而言，6、11 月為住宿之旺季，淡季

則集中於 1、2 月。餐飲收入與房租收入共同形成營業收入大部分的結構，而整

體餐飲之收入略高於房租收入，且個別旅館間的營收情形有明顯的差距。營業支

出方面，薪資及相關費用與餐飲成本仍是國際觀光旅館業營業支出的最大成本。

全部住客類別中，仍以個別及本國籍旅客為主。 

本研究對三家個案國際觀光旅館之分析則顯示，全年總營業收入均以餐飲收

入較高，除少數住房率較高而使房租收入高於或接近餐飲收入的月份外，餐飲收

入大多遠超過房租收入。餐飲收入方面，三者在 1、6、10、12 月時較高，而三

家個案旅館所反映平均房價較高的月份，H 大飯店與其他兩者並不完全一致，G
酒店與 L 大飯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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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薪資及相關費用

與餐飲成本於三家個案仍為營業支出的最高比率，又以 L 大飯店薪資相關成本

近 40%為最高。僅就三者而言，平均住用率較高之住宿旺季為 3、6、10、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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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季為 1、2、7、8 月，而住宿淡季時平均房價亦較低，顯見住宿淡季時，均以

低房價提高住用率。住客類別方面，三者均以個別旅客為主要客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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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運用實務 

本研究由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產業特性，探討其人力資源運用與管理之影響，

並針對需求之變化所進行的彈性人力資源配置與運用，分析人力資源管理實務實

踐於國際觀光旅館業之情形。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與運用之實務，可歸

納總結為從業人員結構屬性、員工平均薪資與平均產值、人力資源之特質、人力

資源之供需以及彈性運用等方面。 

一、從業人員結構屬性 

    國際觀光旅館從業人數依地區別分，依序以台北地區、高雄地區與風景區雇

用人數最多。再以部門別區分，整體而言以餐飲部員工佔約半數之比率最高，因

此餐飲部之營運對國際觀光旅館業而言，為雇用員工最多之部門，其次依序為客

房部員工、管理部員工以及其他部員工。本研究三家個案中，各部門別員工人數

亦均反映此現象，即餐飲部門員工約佔整體半數的比率，若與客房部合計則形成

人員的主要結構。 

    另一方面，高基層人力比例、部分工時人員與外包人力之運用均為我國國際

觀光旅館業從業人員之特殊結構屬性，而此除印證國際觀光旅館業為勞力密集服

務業之事實外，亦可說明此產業中大多數清潔、服務工作的低技術本質，以及彈

性運用人力資源的措施。 

二、員工平均薪資與平均產值 

    將員工薪資、獎金、退休金、伙食費、加班費、勞（健）保費、福利費等項

目合計為薪資及相關費用時，93 年國際觀光旅館業從業員工年平均薪資較 92 年

成長約 5.28%，各地區中以台北地區最高，台中地區則次之，再則為桃竹苗地區。

總平均員工產值亦以台北地區為最高，次為風景區。無論地區整體而言，客房部

平均產值均大幅高於餐飲部員工平均產值。 

    個案研究中，G 酒店之員工平均薪資與產值均為三者中最高，H 大飯店則為

員工平均薪資最低，L 大飯店則為員工平均產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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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力資源之特質 

  國際觀光旅館業與一般服務業具相同的性質，普遍強調從業員工的人格特質

與服務品質，尤其必須與顧客進行頻繁互動的客務部門與餐飲前場部門，需具備

有益於服務性工作之人格特質，如殷勤、體貼、圓滑等。而服務品質之本研究個

案國際觀光旅館業之實務作法為透過招募、甄選程序中，對應徵者進行人格特

質、性向等測驗，並將態度視為重要條件之一，以挑選適任的人選。 

四、人力資源之供需 

    由住宿服務業長期以來之高空缺率現象，一方面得證實高流動率現象之普遍

存在，亦可進而說明此產業人力資源供需不平衡的情勢。由於低技術工作與長時

間工作之需求相結合，使此產業無法長期維持人員，尤其基層服務人員在短缺員

工結構中佔了相當高比率，而顯示國際觀光旅館業於人力供給與需求兩者之間仍

難以取得適當的平衡點。 

五、人力資源之彈性運用 

由於深受營運淡、旺季之影響，國際觀光旅館有人力需求與調配彈性的考

量，目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實務上主要運用的人力資源彈性措施有加班與休

假、部分工時人員之運用並配合外包業務的人力並行。 

人力資源功能與數量上的彈性運用，實現於國際觀光旅館業，一方面則為配

合營運所需而使員工延長工作時間，並於日後補休所延長之工時，對業者而言不

但毋需負擔額外的加班工資等成本，亦能達到依營業彈性運用人力資源之目的，

為國際觀光旅館業最為普遍之制度。另一方面，長期運用部分工時人力以支應臨

時性需求亦為常見的人力調配作法。此外，G 酒店與 L 大飯店兩家個案旅館將保

全、公共區域與客房之清潔打掃運用外包人力以減少管理成本，亦為數量上彈性

之運用。 

參、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 

  本研究針對文獻探討發掘之問題，輔以對相關人員進行深度訪談，進而分析

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之制度，如員工之招募甄選、晉升考核、教育訓練，

以及人力資源之規劃等制度。並探討面對未來營運趨勢與產業競爭環境，而使國

際觀光旅館業面臨的機會與挑戰。 

一、招募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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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招募、甄選與安置等一連串活動所組成的任用流程，是組織因應本身需要

向外招募人才，並獲得具備工作能力以及工作意願的適當人選的過程。大型連鎖

旅館偏重運用結構性面談和履歷資料的流程，包括推薦函、申請表以及小組面談

等程序。而透過招募與甄選程序，甄選符合服務所需的應徵者，並進行性向測驗，

即為對服務品質之確保。 

經個案之訪談發現，由網路及人力銀行應徵、同仁推薦與校園徵才或建教合

作等均為招募新人重要的管道。而為接著進行語文能力測驗、性向或人格測驗以

甄選適任於服務的應徵者，經由主管面試以確認適任的資格，並進行試用與安置。 

二、教育訓練 

教育訓練的本質為人力資源之發展，就旅館業而言，工作技能或技術的訓練

著重於執行任務、職責所必備知識和技能的獲取。對員工施予訓練，將增加其對

組織的忠誠度。訓練需求傾向基於部門的需要，而非使員工本身擴展技能以及職

涯發展。訓練顯示品質和生產力的提升，內部訓練為較普遍採行方式，並透過指

導、訓練課程而實現。而除了一般所實施管理及業務的訓練外，旅館業更為著重

服務的訓練。 

教育訓練的實務方面，個案研究中顯見不同經營型態對教育訓練實施之影

響，如 H 大飯店飯店為國內直營連鎖體系，其基礎訓練即透過訓練中心統一執

行，並可利用體系的資源，提供訓練中員工輪調的機會。而透過與學校實施建教

合作的制度，藉由學生的實習以發掘合適的人才。此外，同時由內、外部管道甄

選人員並進行儲備幹部制度，亦為國際觀光旅館業廣泛施行之訓練實務，通常為

期二年，以密集的課程教授全方位的知識技能，培訓並提供未來營業拓展所需之

主管、幹部人才。 

三、晉升考核 

績效考核為企業對員工工作表現進行的評核，以作為調薪、升遷或獎懲依

據，並提供員工生涯規劃的意見。晉升則為向上的職務調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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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點數分配個

別員工。 

四、人力資源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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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規劃是組織對未來長短期人力資源需求，進行評估及預測分析與規

劃的系統化過程，包括人力需求、供給以及人力計畫的實施，亦是組織整體策略

規劃的一部分。實行於國際觀光旅館業則為針對未來營運方針於每年底執行人力

資源規劃，並依此編列部門預算，而視實施情形則根據情況進行調整或改變。 

五、人力資源管理之挑戰 

目前仍有達 29 家觀光旅館申請籌建或興建中，而在人力資源有限且基層人

力嚴重不足的情況下，新旅館開幕勢必造成同業的挖角風波，而彼此的市場區隔

與客層屬性將是衝擊的關鍵。 

面對未來的環境，G 酒店因持續拓展，對人力的需求越加急切，因此必須持

續招募、培育優秀的人才，並立即配合公司的營運，都是一項挑戰。H 大飯店則

是由於流動率大，在招募人才的進度比不上人員的流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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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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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與學校密切合作，或是運用外包人

力，都是 L 大飯店在面臨勞動市場緊縮下的難題。 

肆、國際觀光旅館業從業人員勞動條件 

我國觀光旅館業從業人員自 87 年 3 月 1 日起納入勞基法適用範圍，其從業

人員之勞動條件，主要可依據勞基法之工時與例假、延長工時與工資、女性夜間

工作等方面的規範進行探討，並檢視其工作環境安全衛生之概況以及勞資關係。 

一、工時與例假 

原則上依勞基法之規定，勞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不得超過 8 小時，每 2 週工

作總時數不得超過 84 小時，而為放寬工時彈性，凡適用勞基法者皆可實施 2 週

變形工時與 8 週彈性工時制度。例假方面，勞工原則上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1 日休

息作為例假，但因觀光旅館業為 30 條之 1 之指定行業，可將 4 週內正常工作時

數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但每日不得超過 2 小時，並不受限於變形工時與彈性工

時，而當日正常工時達 10 小時者，其延長之工時不得超過 2 小時，例假則為 2
週內至少有 2 日之休息。因此，國際觀光旅館業工時與例假於適用勞基法相關規

範較有彈性。 

實務上國際觀光旅館業員工的工作時間大多配合部門的營運情形，特別是外

場部門依據單位的業務量，並且多以輪值排休的方式，後勤單位則多採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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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長工時與工資  

依勞基法規定延長勞工之工時連同正常工時，每日不得超過 12 小時，每月

不得超過 46 小時。延長之工時，應補給勞工適當的休息，並需給付延時工資，

但若勞方雙方協商採取補休則可免除給付。而實務上，我國國際觀光旅館對員工

延長工時多採用補休方式，研究個案中僅 L 大飯店提供員工自行選擇延時工資

或補休。 

本研究發現國際觀光旅館業從業人員的加班情形相當普遍，尤其以服務為主

的前勤部門人員，而業者對其加班大多以事後補休假方式取代加班工資之給付。 

三、女性夜間工作 

關於女性夜間工作之規範，原則為不得使女工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之時

間內工作。而此原則適用於觀光旅館業時，亦因 30 條之 1 得以排除，所以經工

會或勞資會議同意，除妊娠或哺乳期間者外，女性於夜間工作不受其限制，但雇

主應提供必要之安全衛生設施。  

基於國際觀光旅館營運的無歇性，需安排固定輪值大夜班的員工，因此女性

夜間工作的情形亦普遍存在於國際觀光旅館業，其比例相當高且多數是屬於經常

性，此即顯示觀光旅館業較一般旅館業更需要女性員工在夜間工作，對於夜間工

作女性業者則提供宿舍或休息室。 

四、薪資結構水準 

由相關文獻得知，無論國內外研究均一致指出觀光旅館業為薪資水平較低之

產業，而經本研究由統計資料探討發現，觀光旅館業之薪資水準不只普遍低於各

行業，其各職務薪資水準亦偏低，而其中薪資本身結構則顯示，經常性薪資雖低

於其他產業，但關鍵在於非經常薪資之間較大的差異。因國際觀光旅館業之高度

競爭性環境而導致其制度相似性，包括同業間薪資條件公開制度，薪資條件方

面，因國際觀光旅館業之高競爭性環境產生同業間逐年比較薪資水準的情況，並

因而縮小彼此的薪資水準差距，低薪資水準亦成為此產業普遍的現象。 

四、工作安全衛生 

勞工安全衛生法規範旨在防止職業災害，並保障勞工安全與健康，而餐旅業

在其適用範圍之列。就住宿及餐飲業之安全衛生工作環境而言，絕大部分發生之

職業災害集中於公路之交通事故，非屬其工作場所之範圍。其餘發生於工作場所

者主要為跌倒，被刺、割、擦傷，接觸高、低溫，以及被夾、捲等因素所造成之

 100



傷病或殘廢。 

五、勞資關係 

    本研究中三家個案旅館均成立福委會，舉辦各項員工福利活動，而無產業工

會組織。而歸納近年其他國際觀光旅館所發生之勞資爭議事件之因素，本研究認

為無論經營管理權或土地建物所有權之轉移或變更過程中，業者必須對員工清楚

說明並進行溝通協議，才能消除員工遭資遣及失業的疑慮。另一方面，若觀光旅

館的投資經營者無法明確劃分財團各企業體，並使其本身的財務能夠獨立運作，

一旦發生財務危機，則將連累整體一同承擔風險，而犧牲員工基本的權益，必然

導致抗爭與衝突，足供借鏡。 

 

第二節    建議 

針對本研究的結論，以下提出對業者及後續研究者的相關建議。 

壹、國際觀光旅館業者之建議 

一、持續投資進行教育訓練：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經營乃以人力資源為本，而持續

且不間斷進行有系統、效率的教育訓練投資，並學習同業的訓練制度，進行訓練

績效評估，不只提升員工執行職務之能力，亦可使員工產生對組織之認同，並進

而降低離職意願。 

二、人力資源管理之功能：長期而言，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部門應著重在人

力規劃與整體性功能措施上，並針對各利潤中心之人力與工作進行審核與輔導。

如此，可減少部門間的衝突與對立，並可促進內部的良性競爭行為。  

三、加強建教合作之聯繫：就人力招募而言，透過與學校簽約實施建教合作以獲

得具備相關技能、常識之人力來源，使人力資源供需面緊密結合，並可於旺季時

進行人力彈性的調配，對國際觀光旅館業仍為一項不可或缺的管道。而如何藉由

與學校更為密切的聯繫，使優秀的人力來源不虞匱乏，並提供其願意回流之動機

應為國際觀光旅館業於此制度中最為重要之課題。 

四、建立職涯發展之願景：除提供激勵員工的環境與福利措施外，為不同職務的

員工規劃專屬的職涯發展計畫，就連鎖經營者或有向外拓點的國際觀光旅館，並

能透過不同點的輪調或國外參訪、見習等機會，以及派駐國外管理人才，提供多

重輪調之機會，使員工對其未來職涯之發展抱持理想，建立職涯發展之願景，而

願意留任並降低流動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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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優勢拓展營運據點：高度集中的產業環境已使國際觀光旅館業間的競爭

越加白熱化，無論以餐飲品牌或投資新旅館方式拓展，國際觀光旅館業均需運用

其品牌本身的優勢，如國外著名連鎖品牌的加盟，或爭取成為知名組織的會員，

並結合培訓優秀的人力資源，提供儲備訓練，以使人力資源的運用發揮潛力。 

貳、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著重經營型態之層面 

由於差別的經營型態可反映經營管理理念之差異，而執行人力資源管理時可

取得資源網絡與技術亦為之不同，因此相對不同的經營管理型態，對人力資源管

理制度應發生差異影響。本研究雖力求嚴謹，期望透過對不同經營型態業者之訪

談，以比較分析其人力資源管理制度之差異，但受限於訪談樣本取得不易，因此

未能突顯其間之顯著差異所在。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各種不同經營型態之國際

觀光旅館業者進行研究，深究並比較分析其間人力資源管理制度之實務差異。 

二、以問卷調查輔助深度訪談 

本研究礙於時間限制而僅採用深度訪談方式對業者進行實證研究，使研究結

果無法周全反映實際情況，建議後續研究者若需針對此產業進行研究者，可事先

採問卷調查以輔助後續深度訪談之進行，使量化之研究結果反映概況並以訪談深

入探討研究。 

三、提供業者充分動機 

    國際觀光旅館業無論於經營管理、生產效率、競爭策略等方面之制度向為研

究者競相投入研究之領域，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若有意進行此產業之相關研究，

為使業者願意接受、配合研究，必須提供其充分正當的動機與理由，並適時給予

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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