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觀光旅遊業市場之拓展 

    根據世界觀光組織WTO(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1之分析報告指出，觀光

旅遊業在賺取外匯及創造工作機會等方面，已經使其成為許多國家經濟成長最快

速的一個部門。世界觀光旅遊委員會WTTC(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則指

出，觀光旅遊業是個高成長率活動，並預期在往後的 10 年間，全球觀光旅遊業

每年將增加 4.6%的總經濟活動量。當今全球的觀光旅遊產業提供了 7,420 萬個工

作機會，亦即約有 8.3%的受僱人口從事此產業，及至 2015 年時，預估將有 8.9%
的勞工受僱從事於觀光旅遊產業2。 

    而我國政府近年來積極發展觀光產業，為達成「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

中「觀光客倍增計畫」之目標，除訂定「2004 台灣觀光年」外，並以免簽證、

開放大陸人士來台觀光等措施，吸引外國旅客來台。在觀光客倍增計畫中，改善

遊憩環境品質及國際宣傳推廣下，使得 2005 年全年來台旅客人數達 337 萬 8 千

人次，與前一年同期比較，成長率高達 14.5%3。來台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亦顯

示，同年觀光外匯總收入為 49 億 7,700 萬美元，約佔同年GDP的 1.44%，而來台

旅客主要住宿地點為國際觀光旅館，其比例為每 100 人有 53 人，消費額則以旅

館內消費所占比例最高為 46.09%4。 

貳、國際觀光旅館業為觀光事業中之核心事業 

觀光產業是一項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的綜合性產業，更是全世界公認的無煙囪

工業，提供旅客各種活動的場所。觀光局曾指出，觀光事業為一多目標並整合多

種資源之綜合性事業，其中更以提供旅客住宿、餐飲、社交、會議場所、健康、

娛樂、購物等多方面功能的觀光旅館，為最具關鍵性的部分。且觀光產業又屬本

                                                 
1 WTO之前身旅遊交通聯盟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fficial Tourist Traffic 
Associations，創設於 1925 年。二次大戰後改名為國際官方觀光組織聯合會IUOTO (International 
Union of Official Tourism Organization)，為非政府組織。1975 年更名為WTO，並於 2003 年時變

更為聯合國專門機構。WTO目前成員中包括 145 個國家，7 個地區以及 350 個隸屬成員。WTO
扮演著國際觀光產業中的領導者角色。
2 World Report, WTTC website, http://www.wttc.org/2004tsa/frameset2a.htm 
3 觀光局新聞稿，http://202.39.225.136/indexc.asp。2005 年來台旅客 337.8 萬人次與 2004 年共 298
萬人次比較，成長率為 14.5%。若以來台目的別觀之，2005 年以「觀光」目的來台旅客計 138
萬人次，與 2004 年比較成長率為 33.92％，佔整體來台市場比率達 40.90％。 
4 中華民國 94 年來台旅客消費及動向調查，觀光局網站，http://202.39.225.136/index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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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深植化、不會外移的產業5，對於觀光事業之發展影響至鉅。且國際觀光

旅館業的經營績效、管理策略、服務品質等議題，亦是各學科領域的研究重點，

因此可視之為觀光產業中重要的環節。 

    統計數據顯示，截至 95 年 5 月底止，台灣區國際觀光旅館客房數約佔全部

觀光旅館客房總數之 85.03%，僱用員工則約佔所有觀光旅館的 89.3%，而 94 全

年國際觀光旅館總營業收入額約佔全部觀光旅館總營業收入的 92%6。因此可知

在觀光旅館產業中，國際觀光旅館無論在經營規模或雇用人數、營業收入等層面

上的影響，均遠高於一般觀光旅館，因而探討研究國際觀光旅館將有更為全觀之

視野。 

參、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影響服務品質與經營績效 

在知識經濟時代，人力資源是維繫組織有效運作的重要因素。許多相關研究

文獻均證實，人力資源管理措施對組織績效有相當強的正相關，對企業的競爭力

有關鍵性的影響。又人力資源作為企業核心資源之一，確實影響國際觀光旅館的

經營績效。而人力資源管理得當，便能改善服務品質，增進顧客滿意度，進而提

升經營效率，強化其競爭優勢。員工是旅館重要的資產，而人力資源又是旅館營

運的關鍵成功因素，特別在強調服務的國際觀光旅館業，服務品質是旅館營運績

效的關鍵所在，而服務品質之良窳則首要仰賴服務人員的殷勤和體貼。 

國際觀光旅館業是一典型服務業，其本質在為顧客提供住宿期間所有生活上

的服務，旅館經營中，人力始終是最主要的成本之一，而提供服務之各部門員工，

其知識、技能與服務態度更直接地影響顧客觀感，因此人力資源管理實為國際觀

光旅館業在經營管理中一個重要的面向。 

肆、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主要問題浮現 

   為提供顧客優質的服務，則必須有充足的人力，因此勞力密集為國際觀光旅

館業經營之重要特色，然而因為國際觀光旅館業特殊管理問題、薪資水準偏低、

工作時間長、休假時間受限等因素，使得此產業長久面臨基層人力缺乏、員工高

離職率、員工績效不彰等人力資源管理問題，進而影響其服務品質與經營績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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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 
6 凡從事旅館及其他住宿服務之行業，包括一般旅館業、觀光旅館業及其他住宿服務業者均屬

之。目前我國觀光局將觀光旅館分為一般觀光旅館與國際觀光旅館兩類。據台灣區觀光旅館營運

統計月報顯示，截至 95 年 5 月國際觀光旅館客房數為 17,989 間，客房總數約佔全部觀光旅館

84.64%，一般觀光旅館則為 3,264 間，約佔 15.36%。雇用人數方面，國際觀光旅館共有 18,369
名員工，約佔 89.3%，而一般觀光旅館共 2,201 名員工，約佔 10.7%。營收方面，94 年觀光旅館

全年總營業收入 38,917,856,693 元，國際觀光旅館營業額為 35,677,002,803 元，約佔 91.67%，一

般觀光旅館 3,240,853,890 元，約佔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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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國際觀光旅館業面臨激烈的競爭環境，必須善加運用其人力資源並致

力提升其素質。因此，本研究選定以國際觀光旅館業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文獻蒐

集整理此產業相關人力資源管理之研究，並由國際觀光旅館產業特性以及其人力

資源特性、勞動條件等，探討目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中，人力資源管理相關問

題，並藉由實務分析探討以及個案深度訪談，進一步探討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目

前於人力資源管理各面向實行之實務作為，以及面對未來環境，相關管理措施所

面臨的挑戰。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在藉由相關文獻之整理暸解國際觀光旅館整體產業環境後，本研究以國際觀

光旅館業因產業特性所遭遇的相關人力資源管理問題作為研究主軸，並透過個案

深度訪談暸解業者所採取人力資源管理之策略與作法。本研究所欲達成之目的分

別為： 

一、瞭解人力資源管理學門中各項重要概念之意涵，以及國際觀光旅館業之人力

資源管理制度相關的文獻研究成果。  

二、由相關研究文獻與營運分析報告瞭解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經營型態與各項營

運之現況。 

三、暸解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產業特性，以及人力資源管理實務實踐於國際觀

光旅館業之情形。 

四、由行政院主計處人力運用調查相關統計數據，暸解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人

力運用概況與問題，歸納並分析其人力資源運用特性。 

五、透過文獻探討過程中發掘之主要問題，輔以對國際觀光旅館業主管人員進行

深度訪談，以分析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之實務。 

本研究具體研究問題則分別為： 

一、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產業特性對於其人力資源運用與管理之影響，而形成的人

力資源管理之特性與措施。 

二、國際觀光旅館業從業人員的各項勞動條件與勞資關係之現況。 

三、個案國際觀光旅館對於內部員工之招募甄選、晉升考核、教育訓練等制度，

以及人力資源之規劃所採取之策略與實務作為。 

四、國際觀光旅館業對營運淡、旺季及各時段不同需求的因應，並進行彈性人力

資源配置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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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三家個案國際觀光旅館之分析探討，瞭解其營運現況以及人力資源管理制

度實務，並加以探討未來營運趨勢與產業環境，對個案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

管理相關議題和所面臨的機會與挑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為達成本研究設立之研究目的，探討研究所設定的相關議題，研究過程中將

採取兩種研究方法，一為文獻分析法，另一則為深度訪談法，以下將分別略述之。 

壹、文獻分析法 

    在文獻分析法方面，ㄧ般文獻資料來源主要分為原始資料、實地資料以及大

眾傳播資料三種。而本研究主要透過蒐集整理國內外書籍、學術性期刊、碩博士

論文等研究報告成果，作為人力資源管理相關理論及論據的基礎。另一方面並輔

以部分次級資料，如主計處人力運用概況調查報告與統計數據，以及觀光局之台

灣區觀光旅館營運統計月報、年報等資料，以瞭解我國國際觀光旅館產業整體之

人力運用現況與相關問題。 

貳、深度訪談法 

    深度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為強調訪問者與受訪者使用非結構性、直接

的方式，依據一份開放式問卷，進行不受限於結構性問卷之訪問方式。本研究欲

藉由深度訪談的多項優點：較易取得較完整資料、深入了解問題的核心、能揭示

明確目標以及受訪者自由提供資訊等，使研究目的與研究設定的問題易於達成。 

    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國際觀光旅館內部人力資源運用措施與人力資源

管理之實務相關問題，因此預先設定以經營績效表現較佳的國際觀光旅館為訪談

個案研究對象，經詢問九家位於台北地區國際觀光旅館人資部門主管的意願，而

有業者正面臨內部組織變革，也有因公司政策，或因不便對外配合學術研究等因

素而回絕訪談，最後針對願意接受、配合訪談的 G 酒店、H 大飯店以及 L 大飯

店三家國際觀光旅館人資部門主管人員進行深度訪談，分別為 G 酒店人資部門

副理、H 大飯店人事部經理，以及 L 大飯店人資部總監，以 95 年 5 月 8 日至 95
年 5 月 17 日為期間進行訪談，並根據錄音檔分別作成訪談記錄。 

訪談綱要之設計則根據本研究設定的重要議題，包括人力資源規劃、人力資

源策略與人力資源實務之招募甄選、勞動條件、勞資關係、晉升考核、教育訓練、

員工調動、流動與離職，以及產業環境下未來之挑戰與難題等相關議題進行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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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以歸納總結目前我國國際觀光旅館在人力資源管理之策略與未來將面臨的

主要問題與挑戰，並推論國際觀光旅館業未來人力資源之策略及規劃。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論文共分為六章，各章節架構分別為第一章緒論，主要由現況說明本研究

進行之背景與動機，列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與具體問題，並說明本研究進行

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之解析。 

第二章為理論與文獻探討，包括人力資源管理相關之文獻探討方面，參酌目

前人力資源管理領域所發展之相關理論架構加以分析探究，另一方面，也將搜尋

其他國家相關之研究報告與期刊論文等資料，藉由外國已有關於觀光旅館產業的

研究成果，進而了解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配置與運用的相關問題。 

第三章為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現況分析，在論述關於國際觀光旅館之相關

概念與產業發展概況、特性、營運現況以及各種經營型態之差異，將參考國內、

外出版書籍與論文研究等資料，以及觀光局出版的國際觀光旅館營運分析報告的

各項統計數據，加以歸納、整理並總結之，以作為後續論述的基礎。 

第四章為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實務分析，由統計數據分析目前我國

國際觀光旅館業部門從業人員人數、平均薪資與平均產值之概況，並由相關研究

歸納人力資源管理之各項特性與彈性運用策略，以相關統計資料與研究加以印

證。另一方面，由勞基法等相關法律規範檢視國際觀光旅館業從業人員適用之情

形，以及法規落實與排除條款的現況。最後由薪資福利條件、人力資源流動與基

層人力短缺等面向，探討我國國際觀光旅館業面臨的人力資源管理問題。 

第五章為個案訪談分析，選定台北地區三家國際觀光旅館 G 酒店、H 大飯店

及 L 大飯店，依據人力資源管理各面向之實務擬定訪談綱要，針對其人力資源

部門主管進行深度訪談，以分析我國國際觀光旅館在人力資源管理相關制度、勞

動條件現況與未來可能面臨之困境和挑戰。為呈現人力資源規劃、人力資源策略

以及人力資源管理實務之關係，並說明本研究論述人力資源管理實務的架構，本

研究將招募甄選、教育訓練、勞動條件、績效考核、調動轉任、流動與離職等內

涵，圖示如圖 1-1。 

第六章為結論與建議，回顧第一章緒論，第二章人力資源管理相關概念與文

獻之探討，第三章國際觀光旅館業之現況分析，第四章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

管理實務之分析，第五章國際觀光旅館業之個案分析，本章統整歸納後做出總

結，並提出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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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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