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錄五：個案訪談記錄三 

訪談旅館名稱：L 大飯店 

受訪者職稱：人力資源部王總監 

訪談日期：95 年 5 月 17 日 

壹、概況 

一、人力現況 

1.請問貴公司整體流動率情形？影響流動率的因素為何？ 

我們的整體流動率大概是在 2.5 到 3percent 以內，主要的因素，有當兵的，有家

庭因素要回家的，或者是繼續深造的，都在這個裡面。我覺得這是一種良性的循

環，倒還好，良性循環是 ok，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以內。我想同仁要留任要有一

些基本的條件，那條件除了合理的待遇之外，我們當然知道要給他一個良好的工

作環境，最重要的是他有沒有一個繼續成長、學習的空間，那這是我們持續不斷

的給予，我想這是給他們一個算是比較大的激勵。 

2.請問貴公司運用外包人力（outsourcing）的情形與衍生的相關問題。 

outsourcing 外包在 housekeeping 的部分沒有，outsourcing 現在是 pa 公共區域的

清潔跟大夜班的安全 security 的部分，我覺得還好是因為這兩家外包的管理公司

跟我們的配合度都結合得蠻好的，事實上在他們要接這個任務之前，也接受過我

們這邊的訓練、要求，所以在配合跟管理上面大致沒有很大的困擾。是在他們進

來之前，我們先給予訓練，我們的人帶著他們做一段時間。 

貳、勞動條件 

一、工時與休假 

1.請問貴公司各部門員工加班情形，加班採工資或補休？ 

加班情況是還好，沒有太過嚴重，真正可能是到了特殊的 promotion 可能會有這

種情況，但是一般來講都還分配得蠻均勻。我們大部分希望同仁補休，但是同仁

如果說我們月結他都休不完的話，就以工資發放，會讓同仁選擇，你可以選擇補

休，也可以選擇加班費，大部分同仁會希望有補休的機會，但是如果太多了，補

休也許休不完，或是他真的太忙，也許我們就用 payment 的方式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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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薪資水準 

1.請問貴公司各職務薪資水準如何制訂？ 

因為已經是太久的飯店，二、三十年的飯店，我們當初制定出來的東西已經在了，

那當然每一年我們都會做 comparison，那我自己制定的我們的上下限是在業界來

講，我不能低於第三名，就整個排名來講我大概在一跟二中間，我不會落到第三。

一般飯店我覺得大家都是採一般，因為每年大家都在比較，所以大家幾乎都拉平

了，所以我必須要說大家幾乎都拉平，我只有某一些特定的 position 我拉得會比

別人高，因為在我的 qualification 上面我要求得比較多，比一般人高，所以我必

須要把他的水平拉高。 

三、勞資關係 

1.請問貴公司工會或員工福利委員會運作情形？ 

我們不但有福利委員會，我們有愛心委員會，兩個是一起運作的，福委會當然是

籌辦很多的福利活動、急難救助，這個都是對內的部分，我想我們比較特別的是

除了這些之外，我們還有做些對外的公益，透過愛心委員會，去老人院還有一些

公益的團體去協助他們做一些活動或者是義賣，甚至是我們做了很多吃的東西拿

去給他們，讓他們歡樂等等，這是我們持續在做的一些愛心活動。員工福委會裡

面有一個成員就是 HR，所以 HR 會進行所有的討論，包括生活改善的部分，包

括教育訓練的部分，像我們今天在辦怎麼樣自我檢視乳癌的部分等等，很多這方

面由人資來協助福委會進行，所以這兩個也都相輔相成一起進行，活動的策劃主

導也許是福利委員，但是有 HR 來做協助。因為福利委員是來自不同的部門，他

們也許可以做部分的建議，但是主導跟貫徹還是要透過 HR 來做協助。 

2.請問貴公司是否曾發生勞資爭議？ 

很幸運都沒有，我想勞資爭議在這個地方，不覺得勞資爭議所以會引起，可能同

仁對制度上有不瞭解，我覺得本著一個良善的態度，去面對他解釋他，同仁多半

都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到目前為止勞資爭議沒有發生過。事實上我的 office 永遠

是開的，人力資源部永遠是開著門，同仁如果有任何的反映我們隨時接受，我們

也會幫他們去做調整跟做溝通，所以溝通的管道絕對是非常暢通，我們甚至於有

意見箱，但是他們跟我講不需要意見箱，因為他們開了門就直接進來跟我講，為

什麼要透過意見箱。所以同仁跟我們之間的互動，是非常的好，不需要透過意見

箱，可以直接讓他們表達想講的話。我們的主管心胸都還蠻正面性的，因為一直

在宣導讓我們的主管知道，同仁有事情願意講出來做分享的時候，是給我們改善

的空間，因為今天做到主管，我們也有盲點，即使做到主管我們也有看不到，聽

不到，也有自己做不對的時候，同仁願意分享是願意跟我們一起成長，給我們機

會，大家一起配合努力往前走，如果把這道門都關起來，那只是自己躲在象牙塔

裡面，不能夠成長進步。我們的主管大部分都有這樣的一個體認，可以接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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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對也不是百分之百，如果有些主管是比較難溝通的，或者是他們覺得不是很

容易把話講出來對主管說，這時候會透過我們 HR，我們 HR 會幫他作一些分析

瞭解之後，用比較巧妙的技巧跟主管進行溝通，來協助同仁。 

四、適用勞基法情形 

1.請問貴公司各項勞動條件適用勞基法情形為何？ 

勞基法的部分，事實上我們在要進入到勞基法適用範圍的時候，我們是主導勞基

法的跟勞工局的部分，比較窒礙難行的地方很多我們已經有提出來，做了一些排

除條款，排除條款的部分，針對女性同仁的輪班他們也做了部分的調整，所以在

排除條款方面是幫我們做了一些解困的動作。女性夜間工作我們有員工宿舍。 

參、人力資源管理制度 

一、招募甄選制度 

1.請問貴公司如何進行新人招募、甄選與試用？ 

招募管道是網路、學校，透過篩選進行條件符合的，第一個是條件符合，第二個

是面談。態度第一優先，態度、技巧、知識，測驗有人格測驗，性向測驗，專業

技術，針對技能部分有些職位會做技能測驗，有些不會，大部分做 service 的不

會，但是做技術性的工作者會，證照不是，證照是有些必須的條件是一定要有的，

有些可能有證照，但是他做出來的東西可能不是符合我們 quality 的部分，所以

我們會進行另外一個測驗。新進來的同仁，會有象徵性的三個月試用期，四十天

到三個月不等，這裡面我們會安排 trainer，會有保母在帶他，包括帶完之後，在

三個月之內、四十天之內會給他們做測驗，過了這個測驗，才算是過了 provision，
等於是試用期的考核。找人的 priority 我第一個放了態度，要有謙虛的、熱忱的

態度，才能去接受，因為這個產業是這樣子，所以沒有熱忱沒有興趣來做，根本

撐不過一個月，所以基本上能夠留下來的人，不是在這個飯店只有物質上能夠得

到滿足，而是他的 feedback 是來自客人的一個讚賞，對這個產業的憧憬跟熱愛，

這樣的熱忱才是繼續留下來的主因。 

二、晉升考核制度 

1.請問貴公司內部升遷制度為何？ 

我們有做，針對每一個 position 都有一個 job criterion，同時我們也有一個每到這

個 position 你應該要具備什麼樣的職能、才能的限定，你需要上過哪些的課程，

我們都有把他建立起來，所以當同仁從一個 junior waiter 要到 waiter 到 captain，
他要經過這些，這裡面他要受過一個本身專業的訓練，也許到領導的階層他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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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過領導主管這一區塊的訓練，所以要經過這樣的過程，我們來做晉升考核、

測試，還有一個就是除了筆試，可能還會實際操作，另外還會有一個主管考核，

他們只要符合這個部分我們就會予以調整。 

2.請問貴公司如何進行員工績效考核？ 

我們有做績效獎金，績效獎金我們是由財務單位來做核算，每個月我們會核算

incentive 的部分，然後再照點數來分配。 

三、人力資源培訓 

1.請問貴公司如何安排教育訓練課程內容？教育訓練以哪些方式進行（內部訓練

員與學徒制、儲備幹部制度、部門輪調制度）？  

訓練員的制度，我們每一個到 captain 級以上他們要來參加一個受訓，就是我們

train the trainer 的 program，這些受訓完畢之後我們會頒發他結業證書，表示他是

一個符合資格的訓練員，符合資格的訓練員表示他才可以帶新人，那帶新人也許

是這一段時間他的working schedule都要跟他們在一起，排同樣的班，after training 
schedule，complete 這個 training program 之後，也過了考試，我們會有一個有點

象徵性的 allowance 去補貼訓練員，大概是這樣的模式，在各個部門都有這樣的

方式。 

大部分在我們飯店來講會聘用我們自己人，我本身就是講師，我們還有很多的大

部分 on job 的部分一定是自己的主管，主管都有這樣的 job responsibility，所以

本身主管都是，另外 conduct 部分的 management training，大部分是由我們 HR
來做主導，那我們也會邀請外面的學者顧問，來做一些演講性，比較 soft 的 lecture
來演講或者是經驗的分享也會有。訓練有太多種方式了，我們是交叉進行，我不

贅述，包括 lecture 的方式，我們也進行了 practical 的方式，role play 角色扮演的

方式都有，或者是實際的部門操作演練，這些都是，都是算訓練的方式，我們都

有交替進行。國外參訪、部門輪調都有，我們有 cross training，我們都有交叉的

進行。 

2.請問貴公司是否針對教育訓練進行績效評核？ 

訓練績效評核我們都會有，有的時候 practical 當然會透過測驗來看，透過晉升管

道的測驗等等來看，有的時候就是主管會做評核，這一次的訓練對他的效益有多

少，會由主管來做評核。 

3.請問貴公司如何透過教育訓練強化團隊價值與重要性？ 

我想我們除了一般的宣導之外，我們透過一些活動來協助我們的理念跟團隊，那

我們每一年會辦一次比較大型的工作研討會，辦大型的工作研討會也就是所有的

成員都會參與到，我們三百多個員工分三梯次，這裡面我們做理念、願景、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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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造等等，會在這裡面進行。會傳達很明確的訊息給他們，公司的願景、目

標、我們的文化等等，會融入在一起，因為我們是錯綜把他們全部 mix 在一起來

進行，所以是透過這樣的。我們每一年，平常有辦社團的活動或者是福利的活動，

我們講究的都是團隊，而不是很多公司我給你五千塊今年的員工旅遊或者是去玩

別的地方，我們一直不這麼做的最主要目的是所有活動我們最重視的就是團隊，

所以包括我們看電影，每個禮拜同仁可以欣賞電影，但是欣賞電影我 focus 在每

個禮拜三，挑選了幾場電影，就是後勤辦公室都看晚上七點鐘一場，前勤下午上

班的同仁都看早上十點多這一場，無形中又把他們扣在一起，我們是透過這樣的

機制讓大家能夠在一起活動，在 team work 上面，我剛剛有提到我們在 work shop
的時候講究這一塊，主要是我把三百個人都打散了，在不同的梯次，不同的部門、

年齡、職級等等，全部 mix 在一起，也許這一隊裡面有工程部，有 housekeeping，
所以不同的職位有主管也有員工，全部都交接在一起，活動裡有 team building
的活動，團隊競賽活動，所以大家就在一起，這就是 team 的相容性，在裡面也

會不定期上一些 team building 的課程，讓同仁瞭解一個 team 是多麼重要，因為

服務業絕對不是一個人可以做起來的，就像一個接力賽，接棒的完成，所以大家

都會。部門之間的聯繫就非常好。 

3.請問貴公司如何進行儲備幹部制度？ 

儲備幹部的部分，我們目前是旅館產業的，我們預定是本產業的，產業裡頭我們

找來大概學歷都是碩士級的學歷，那再經過我們的面談之後，我們幫他安排從六

個月最短期到一年的訓練，針對他之前的學經歷背景還有他的興趣，我們做一個

flexible 的訓練課程的調整，之後他會在我們公司服務至少滿一年，一年之後我

們會做評核之後再做調整。如果是 food and beverage 的，如果他是全部都要經過

訓練，那是一年，他會到每一個單位，從 food and beverage 到 room division 到

accounting 到 human resource 到 purchasing 到 engineering 到 security，所有部門他

全部要 run 一圈，包括 back of house，就是 kitchen 的部分，大概維持一年，那如

果他只是 focus 在 food and beverage 的話，就給他排 food and beverage 的課程，

那包括了 outlet 的部分還有 kitchen 的部分，當然還有 cost control 這些，必須一

個 middle management 要有的 concept 基本觀念等等，我們會予以安排。 

針對內部我們會做類似接班人的制度動作，這個我們在館內自己辦了一期我們自

己 L 大飯店管理學院這樣的模式，等於 EMBA 的修法，我們把這樣的 middle 
management 結合起來，有為期半年的訓練，每個禮拜半年的訓練，我們裡面給

的都是管理階級的課程，就像 EMBA 在修的，要修 human resource，要修 sells 
marketing，要修 accounting、finance 這樣的課程等等錯綜，大概半年的時間，栽

培我們自己的 middle management，我們的目標在一個全才的管理階層。 

4.請問貴公司執行人力資源管理花費成本最高的部分？ 

成本方面付出最多的是訓練，因為招募大部分都是透過網路，還有學校的部分，

 125



這些都是必要支出倒還好，訓練是我們最願意支出的這一塊，因為訓練最願意投

資，所以訓練成本比較高，包括語言訓練，包括我辦大型的 work shop，每一場

work shop 辦下來都是超過兩百萬至少要兩百五十萬才能辦成，願意做這麼大的

投資是因為裡面的成效、績效 feedback 我要的 team work、team building 等等，

是沒有辦法用數字去衡量的，經年累月累積起來的成效，我們的互動，同仁之間

的團隊、默契，遠超過我們付出的代價，所以 even 是我們訓練 cost 高一點，但

是他把我們的品質，跟我們要傳承的文化都能夠表達得很清楚，是值得的，我們

應該會傳承這一塊，會再加油。像我們上海的飯店要開，還沒有開，上海辦 work 
shop，蘇州也辦，在台中的新飯店 L 大飯店預計九月要開，我們也會用這一個方

式來做傳承，表示這個活動是成功的。因為服務業最大的指標是透過人，絕對是

透過人來做，不是透過主管，所以我們在怎麼樣透過主管去把這些動作落實，跟

員工的互動要去做出來，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四、人力資源規劃 

1.請問貴公司如何進行人力資源規劃？ 

事實上我在做預算的時候，我會同時把資源規劃一起做進去，我會根據我的預

算，因為我要有計畫才能去編列預算，這是相輔相成的動作，所以每一年都會做。

每一年根據我們公司的願景及目標不一樣而有所不同，好比說現在我們的飯店不

只是台北 L 大飯店，我也在 L 大飯店管理顧問，所以我們 L 大飯店到今年度會

有 10 間到 L 大飯店的體系，所以人力這樣廣泛的話，所以今年我的目標是我要

栽培多少位的主管出來，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目標，這是我們人力資源的規劃，那

怎麼樣栽培這些人，他下面接班人怎麼上來等等，這是作為我今年的一個目標。

這是最大的一個方向，因為我們在今年 10 間的飯店開始在營運，事實上再過兩

年可能會同時也許會佈到 15 間以上，因為我們大陸的這一個區塊也越來越多，

台灣也還在進行，所以這一塊是我們目前比較大的一個課題。 

2.請問貴公司如何因應淡、旺季不同的人力需求？ 

事實上淡旺季對我們越來越不明顯了，以前很明顯是因為我們的歐美客人比較

多，在歐美客人比較多的情況下，一到 Christmas 或者七八月份，很明顯的有 low 
season 出現，但是現在我們越來越不明顯是因為主要除了歐美客人比較少一些之

外，日本客人還有 local 的一些商務旅客這樣，所以並沒有太明顯的 low season
跟 high season，針對只要有淡的時候出現，我們在人力上面可能現場人員可以少

安排，把這些多餘的人力釋放出來，我們就開始做積極的訓練或是儲備訓練計畫

等等。當然他們可能也會安排他們之前沒有休的假，除了休假之外，可能我們也

會密集的安排一些訓練課程。旺季人力不足會有一些管道，第一個可能是我們之

前培訓的一些 part timer，跟學校合作關係的一些 part timer，另外一個就是我們

的 back-up，back office 的支援，我們部門，包括像我們採購、HR、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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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我們每一個人都會餐飲，都會 housekeeping 的工作，就是在之前我們做了

一些訓練的工作，所以當他很需要這一塊而短少人力的時候，我們 back of house
的人都可以上場去支援。 

Part timer 有建教合作也有不是建教合作的，就是他們自己來晚上打 part time 的

工作或是白天的工作等等，也都是有透過這些管道在合作。建教合作的部分，我

們有高餐，也有技職學校的都有，有一年也有半年的，也有寒暑假，寒暑假我們

原則上有收的很少，因為寒暑假只有兩個月到兩三個禮拜，那不是我要的人力範

圍，所以我們收寒暑假非常少。真正技職學校跟餐飲旅館學校有六個月，進來之

後也是會照我們正職員工的訓練方式來帶他們，所以他們真正可以開始貢獻他們

的產值的時候，可能是 after three month 之後了，但是這是一種長期性的培養跟

培訓，所以我們不把他放在短期的產能上面。學生再回來的正職工作的機率很

高，除非有些技職學校，因為他們可能要繼續升學，所以可能會低一點，但是回

流的比例不少，也許他是之後，可能繼續念畢業了，或者是出國回來，都會再回

流。我想回流原因很大的部分第一個是這個工作環境是吸引他的，再來第二個是

這樣的訓練模式，他覺得有繼續學習成長的空間，有發展的機會。 

學校培養的人才不盡然可以符合所需，因為學校教育體制的關係，有些學生選擇

這個學校，他不見得是 for interest，不是他的嗜好所在，而是學期成績到了，你

必須要去讀這個學校，但是他有沒有這麼大的興趣感，不見得。所以有多少學生

是真正畢業之後從事這個行業，我還是一個 question mark。就像我們有去替一些

學校兼課，事實上跟他們的上課和原來我預計的意願性並不是這麼高，因為餐飲

業是一個非常辛苦的產業，非常辛苦的產業要做到高高在上的職位，要做到總

監，也許也要付出很多的，但這個過程他們是不是能夠經過來，這個我覺得是比

較大的一個問題。 

五、獨特性制度 

1.請問貴公司人力資源管理制度的獨特性為何？ 

獨特性我想在管理上，制度上我覺得紀律的部分是大家都在遵循在走的，我必須

要再講在管理上面我們的方式是比較人性化的，那這是我接觸到這麼多飯店裡

面，大概我們是彈性最大的，那也比較人性化，關愛同仁的這個部分我們付出得

比較多，關懷同仁不是只有他自己獨立的一個個體，甚至於他的家庭，當他的家

庭有出現一些困難或者是需要緊急幫助的時候，我想我們飯店絕對不會袖手旁

觀，我們會在得知情況的第一個時間，會跳出來盡可能的協助同仁，我想這是讓

同仁能夠感動的，而且是大家能夠把這裡當成家一樣的去響應每位員工都是主人

的這樣的精神。 

六、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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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問貴公司如何確保員工服務品質？ 

服務品質的部分我們做檢視，我們有訂出來自己的一個標準，SOP 的流程，不定

期、不同的人會做檢視，還有神秘訪客來做檢視，所以一直都在 cross 地做

evaluate。Check 也做得非常多。神秘訪客是我們同仁都不認識的，他就直接來，

也許他來用餐，用餐完畢之後告訴我們，哪裡做的很好，哪裡做得不是很好，也

許他來住房，從訂房就開始，也許沒有人會知道他是誰，直到他要走的那一剎那，

我們的同仁才會知道原來他是神秘訪客，也許是我們 assign 的 mystery reporter。 

考核上面我們反應的是比較正面性的，抱怨我不會去扣，但是大部分比較好的

complement，只要有 mention 到我的 staff，都會給他們一些鼓勵，包括加點給他

們一個嘉獎、激勵等等。 

七、未來人力資源管理挑戰 

1.請問整體觀光環境對貴公司未來可能造成的人力資源管理上難題或挑戰為

何？ 

以我們的人力來講，我們的擴充，我的 HR 部門已經有點喘不過氣來，那就是因

為事情我不是只有在管理這樣一個 hotel，我的同仁可能跟著我，主要是我們的

擴充等等，但是我還是用這樣的人力，因為我還有一個 training assistant manager
目前是留職停薪生小孩，所以我人力就會短缺，是比較吃緊的一塊，因為我大部

分時間不在台灣，也許在蘇州、上海，可能在台中南部等等，都跑來跑去，我們

的人做起來會比較吃力一點，因為人力短缺。我希望在資訊化上面可能可以研究

再簡化一些 admin 的工作，可能對他們有一些協助。有一些部分可能要再電腦

化，想把 routine 的工作再 e 化，可能對他們的 loading 會減少一些。拓點我們沒

有再努力，因為實在已經是太多了，現在已經有點擔心這個部分，拓點不是我的

business 範圍，我們這一塊比較負責的是當確定要拓點的部分做人力的培訓、栽

培，還有去網羅等等，這比較屬於我的工作範圍內。不能符合大環境的需要，勞

動市場事實上需求是不成比例的，也就是包括技職學校的學生，出來不見得從事

這個產業，還要做這些 low-entry 的工作，對他們來講接受度比較差，所以這方

面的人力比較吃緊，來源也比較少。必須要滿足這個市場，可能就要考慮開放外

勞，外勞這個部分還沒有開放給 hotel，可能這是未來也許被迫必須要面對的，

even 他們有給失業補助，有給二度就職，問題是我們丟出去的 job 並沒有

feedback，即使有 feedback，他們來也許做一兩天會覺得太辛苦，反正政府還給

我一筆失業補助金，這個市場可能是有點辛苦。人力供給，我覺得越來越聰明，

我們的質越來越好，但是相對的他們的學習態度跟接受度等等，都還在做調整。 

挑戰當然會有，因為這個勞動市場不符我所期待，當然會怎麼樣跟學校做更好的

結合，或者是外面 outsourcing 的部分，我想這個都是我們在面臨未來的勞動市

場緊縮的狀況下，我們必須要面臨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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