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理論與文獻探討 

對企業組織而言，土地、勞工與資本為生產的三大要素，而硬體資源、財務

資源以及人力資源則是主要能運用的資源。對國家而言，擁有高素質的人力資源

是經濟發展的主因。由於外在環境變化迅速，企業逐漸體認唯有靠人力資源才能

持續地維持組織的競爭優勢，也因此轉變使得企業重新以策略性的觀點來考量人

力資源，且人力資本理論視員工為有價值的資產，對人力的培訓亦日益重視，人

力資源管理之重要性因此不言而喻1。 

人力資源管理包括人力資源策略、規劃、發展等概念。本章將整理人力資源

管理相關之概念與理論，第一節探討人力資源管理之定義、範疇、系統與策略性

人力資源管理；第二節探討人力資源規劃之定義、範疇與目的；第三節探討人力

資源發展之定義、內涵以及教育訓練之內涵與目的；第四節則整理國內外與國際

觀光旅館人力資源管理議題相關的文獻與其研究成果。 

第一節    人力資源管理 

    相關研究亦顯示，重視並能有效管理人力資源的組織，在經營績效上確實

有相當優秀的表現2。以下依序說明人力資源之意涵、特性，進而推及人力資源

管理之範疇、系統以及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之意涵。 

壹、人力資源管理之定義 

一、人力資源之意涵 

現代組織企業透過有效培育、開發與運用人力資源，便能提升組織生產力，

而生產力的提升使員工能享受更高的勞動報酬與福利，組織也因生產力的提升而

獲得更多的投資報酬，以及經營的優勢。經由教育與訓練開發的方式，投資人力

資本，使人力資源充分發揮，得以提高其工作能力與自我的生產力以追求較高的

勞動報酬，增加勞動者學習新的知識與技能的能力意願，提升勞動素質3。 

為瞭解人力資源管理之定義，首先可由廣義及狹義兩方面探討人力資源之意

涵： 

（一）廣義人力資源 

                                                 
1 張火燦，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台北：揚智，民國 87 年，pp.3~4。 
2 李誠 主編，人力資源管理的 12 堂課，台北：天下，民國 91 年，pp.24~27。 
3 張添洲，人力資源：組織、管理、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8 年，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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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社會角度而言，廣義的人力資源可依據經濟學歸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具

有智力勞動或體力勞動能力的人口總稱，且能為社會提供勞務或服務，創造價值

並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勞動者，包含在人體內潛在及已發揮的勞動生產力。人

力資源的內容包括勞動者的體質、智力、教育程度、知識水準以及思想觀念4。 

廣義人力資源的意涵較人力(manpower)範圍為廣，除了現在屬於經濟活動的

人口之外，也包括潛在就業人口，在短暫影響就業的因素消除後，便可立即投入

就業市場。換言之，亦即總人口中在經濟上可以運用或是具有工作能力的人5。 

（二）狹義人力資源 

而狹義的人力資源乃由組織的觀點而言，即指任何組織（公、私部門）所擁

有用以製造產品或提供服務的人力。因此，一個組織的人力資源就是組織內具有

各種不同知識(knowledge)、技能(skill)以及能力(ability)的個人，並從事各種工作

活動以達成組織的目標6。 

二、人力資源之特性 

人力資源主宰著經濟資源，在受過教育與訓練後，是經濟成長的根源，也是

生產力的泉源，且永不衰竭，人力資源已逐漸取代其他資源對GNP的貢獻，對經

濟的成長與生產力具優勢性，並且將持續擴張7。對於組織而言，所能運用的資

源不外乎硬體資源、財務資源以及人力資源、而相較之下，人力資源具有以下特

性8： 

（一）人力資源的運用無遠弗屆：硬體與財務資源運用方式與範圍有限制和功

能，人力資源所能產生的價值與影響超出現有的疆界。 

（二）人力資源無法儲存：若不及時應用人力資源，便無法得到人力資源產生的

價值，亦無法保留人力資源待日後運用。 

（三）人力資源必須不斷維持或提升以保持其價值：人力資源的老化將減損其所

能創造之價值，而持續強化人力資源的知識、技能才得以發揮其價值。  

（四）人力資源的投資回收具高度不穩定性：各種資源之投資固然有風險，而基

於人的特性，人力資源的投資回收不確定性更高。 

                                                 
4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p.3~4。 
5 張添洲，人力資源：組織、管理、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8 年，pp.7~8。 
6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4。 
7 Carnevale, A., Human capital: A high yield corporate investment. Washington, DC:American Society  
fo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1983.轉引自張火燦 著，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台北：揚智，民國 
89 年，pp.3~4。 
8 簡建忠，人力資源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4 年，p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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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力資源管理之定義 

在瞭解人力資源之意涵與特性後，可知所謂人力資源管理(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即管理組織中與人力資源有關的一切事務，透過有效運用組

織中的人力資源，以達成個人、組織和社會利益或目標9。更具體而言，人力資

源管理乃由組織的觀點，指一個組織對人力資源的吸引、獲取、維護、激勵、運

用與發展、報償以及維持最佳人力等全部管理的過程與活動，並以滿足組織和營

運目標的策略、計畫和方案10。即以科學方法使企業之人與事作最適切的配合，

發揮最有效的人力運用，促進企業之發展11。 

人力資源管理的功能主要有人力資源規劃、任用、績效評估、薪酬、人力資

源發展、勞資關係，具體目標則在遴選、培育、運用及留住人才，其目的為提高

生產力、改進工作生活品質，以及符合法規要求。人力資源的概念隨著人的因素

而對於企業經營、發展的影響力日增，人力資源管理進而參與企業經營策略的制

定，使其功能由次要、消極的角色，躍升至高層、積極的角色，除處理一般人力

資源事務外，更增加策略性的功能，且功能之間基本上彼此是相互關聯、相互增

強並有連貫性，而非獨立和分散12。 

貳、人力資源管理之範疇 

    人力資源部門是組織中的次級系統，亦是企業價值鍊(value chain)中重要的

支援活動。人力資源管理之範疇，主要可分為兩個層次，即基本層次為人事管理，

較高層次則為人力資源管理。人力資源管理範疇包括13： 

一、人力資源：包括人力資源的規劃、發展、預測、管理等。 

二、經營管理：包括組織診斷、策略規劃、跨國籍經營管理、集團經營管理、人

力資源預測規劃等。 

三、組織發展：包括組織設計、組織再造工程、組織文化、組織溝通、變革管理、

學習性組織等。 

四、招募、任用、遴選等：人才的招募、甄選、面試、實作、教育與訓練、外籍

勞工的遴選等。 

五、教育訓練與發展：員工在職教育與訓練、主管或幹部的培訓與發展、教育訓

                                                 
9 黃英忠、曹國雄、黃同圳、張火燦、王秉鈞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華泰，民國 91 年，p.3。 
10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5。Tanke, Mary L.,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for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Florida: Delmar, 2001, pp.4-5。 
11 黃英忠，人力資源管理，台北：三民，民國 87 年，p.13。 
12 張火燦，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台北：揚智，民國 89 年，pp.95~96。 
13 張添洲，人力資源：組織、管理、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8 年，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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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計畫的擬定與管理、實施、員工生涯規劃與發展等。 

六、薪資福利：工作評價、工作分析、績效評定與考核、薪酬制度與管理、員工

福利規劃等。 

七、勞資關係：工作契約與團體協約、人力資源相關法規、工會發展、工會關係

建立等。 

八、工作團隊：組織溝通、意見溝通、士氣激勵、有效工作團隊的建立等。 

九、員工關係：員工問題診斷、人事管理技巧、諮商輔導、生涯規劃、保健措施、

員工協助方案等。 

十、其他：如工作簡化與合併、工作合理化、動態教育訓練技巧、品管制度、社

團、休閒、藝文活動等。 

    而人力資源管理的流程，包含 8 項必要的關鍵活動成分，為組織填補職員並

維持高員工績效。首先確認稱職的員工被發現並選擇，其次是提供員工最新的知

識和技能，最後的階段必須確保組織留住有能力維持高績效表現的員工。此全部

的流程受外在環境的影響14，並可以圖示如下。 

環境 

 

 

 
 
 
 
 
 
 
 
 
 
 
 
 

招募 選才人力資源規劃 

(HRP) 
(Selection) (Recruitment) 確認並選擇適任員工 

(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t 

Employees) 
裁員

(Decruitment) 

職前訓練 

(Orientation) 

使員工有最新的技能

和知識以勝任工作 

教育訓練 

(Training) 

生涯發展薪酬福利 
(Compensa

tion and 
Benefits) 

績效管理 

(Performance) 

能長期表現高績效的

合格員工 
(Career 

Developme
nt) 

環境                                     

 
圖 2-1：人力資源管理流程圖 

資料來源：Robbins, S.P.& Coulter, M., Management, N.J.: Prentice Hall, 2002, p.307. 

                                                 
14 Robbins, S.P.& Coulter, M., Management, N.J.: Prentice Hall, 2002, pp.30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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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人力資源管理之系統 

由人力資源管理所含括之範疇，可歸納分為人力資源管理系統四大項，即人

力的確保、開發、報償及維持系統，其分述如下15： 

一、人力的確保管理(acquisition management)：人力資源的確保是人力資源管理

最先決的條件，乃是為達成組織目標，投入合適人力的過程。主要內容包括人力

規劃、工作分析以及任用管理。 

二、人力的開發管理(development management)：將所確保之人力作最大的發

揮，以提高組織效率的一種過程。主要內容包括：教育訓練、績效考核、人力異

動以及前程發展等制度。 

三、人力的報償管理(compensation management)：為根據現有人力資源對組織

的貢獻度，公平合理地提供激勵的過程。主要內容為：薪資管理、福利措施以及

勞動條件。 

四、人力的維持管理(maintenance management)：組織為維持員工之間在工作過

程中和諧相處，以維持組織氣氛。主要內容包括人際關係、勞資關係、紀律管理

以及離職管理。 

肆、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 

此外，人力資源管理不僅是組織中的一項管理功能，它必須配合組織的目

標、策略，以便發展出一套策略性的人力資源管理制度與方法。策略性人力資源

管理(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SHRM)是重視人力資源管理的重要

決策，企業在追求目標時藉以解決人力資源的相關問題16，且必須要能夠具備運

用規劃方法、人事管理與設計建立於任用政策與人力策略；人力資源管理的活動

與政策配合組織的策略；組織的員工為達成組織競爭優勢的策略性資源等。策略

性的人力資源管理可定義為：為使企業成就其目標的規劃人力資源調度與活動的

模式。而此定義意味著當人們被適當部署時，將為企業提供競爭的優勢來源，此

優勢則有賴於「合適」的概念17。就實務而言，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是一套整合

的業務、政策以及策略，透過此使組織管理人力資本，而此人力資本和營運策略、

組織環境和經濟社會環境彼此相互影響18。 

                                                 
15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p.16~18。 
16 張火燦，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台北：揚智，民國 89 年，p.7。 
17 Jolliffe, L. & Farnsworth, R., Seasonality in tourism employment: human resource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15:6, 2003, pp.312~316. 
18 Fernanado, M.A., Pedro, M.R-F.& Gonzalo, S.-G., “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tegrating the universalistic, contingent, configurational and contextua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Vol.16:5, 2005, pp.633-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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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力資源策略主要受組織內在與外在環境的影響，因此在擬定人力資源策略

時，應有整體性、全面性的考量。外在環境方面，受到經濟成長、社會環境變遷、

政治政策法令以及科技發展等因素的影響。內在環境則受到組織的使命與經營策

略、組織結構與組織文化的影響19。必須對內、外在環境有清楚的認識，才能促

使組織與個人在各種內外環境的交互作用中，達成整合的目的，並有權宜的應變。 

 

第二節    人力資源規劃 

壹、人力資源規劃之定義 

人力資源規劃(Human Resource Planning, HRP)的概念原意是用來管理與組

織個別人力，預測不同時段內組織員工的行為表現，以配合組織需求的一種人力

設計法20。乃是組織依據其內外環境及員工的事業生涯發展，對未來長短期人力

資源的需求，做一種有系統且持續的分析與規劃的過程，而人力資源規劃是組織

之整體規劃的一部分，並與組織策略規劃密不可分21。 

其意涵可歸為狹義和廣義兩大類。狹義的人力資源規劃類似人力規劃，著重

未來人力供需的分析，以決定人力資源的種類與數量，據此擬定招募與培訓計

畫。而廣義的人力資源規劃涵蓋人力資源部門的規劃，並與經營策略整合，而人

力資源供需的分析僅是其中一部分22。換言之，人力資源規劃即是有關人力資源

質量的控制措施，審視組織整體工作內容的需求，以評估及預測所需求的人力與

技術，配合組織未來計畫，分析和確定達成組織目標所必須的人力資源供需，提

供調節人力的系統化過程。 

貳、人力資源規劃之內涵與目的 

人力資源規劃是經由發展組織內人力的觀點，使用長程的策略發展方向，以

確保具備適當條件、能力者，適時安置於適當之職位，亦即適才、適所的配置計

畫23。其主要目的為： 

一、因應發展需求，規劃人力發展：對現有人力進行分析，並對未來人力需求作

預估，據以擬定人力增補與教育，訓練的規劃，作為人力資源發展的基礎。 

                                                 
19 張火燦，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台北：揚智，民國 89 年，pp.37~50。 
20 張添洲，人力資源：組織、管理、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8 年，pp.59~64。 
21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44。 
22 張火燦，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台北：揚智，民國 89 年，pp.95~96。 
23 李聲吼，人力資源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6 年，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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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理分配組織人力，維持供需平衡：減少人力資源供需的失調，避免人力資

源的浪費及技術人才的短缺，改善人力配置不均衡的現象，使組織人力獲得最好

的運用與發揮。 

三、提昇工作的滿意度，增進工作效率：提供人力資源資訊使教育與訓練發展的

規劃有所依據，幫助並且改進員工的工作技巧，使員工發揮潛能，並透過生涯規

劃提升個人的滿足感，提升工作效率。 

四、適應組織發展需要，預籌人力來源：人力規劃必須對組織發展需要，培植所

需的人力，使組織與人員的發展有效配合。 

五、提升人力素質，健全人力結構：進用人員後加以有效的教育訓練進修，以提

升人力素質效用。 

六、有效運用人力資源：透過最有效率的方式運用人力資源，如利用設備改進、

簡化工作流程，減低組織用人成本，使人力資源效能有效發揮24。 

因此，人力資源規劃不但是達成營運目標所必要的過程和行動，更是決定人

力資源貢獻的重要因素。而依照營運目標評價現今人力資源政策和實務，並決定

人力資源的新作為，都是人力資源規劃過程中所必要的職責25。 

參、人力資源規劃之範疇 

人力資源規劃之範疇主要包括人力供給和需求的預測、分析以及人力計畫的

實施26： 

一、人力需求的預測：指組織依據未來業務需要所做之僱用人數的預測。而影響

需求預測的因素有產品的需求、外在的經濟情勢、技術、財力、人員的流動率、

成長率與組織的經營哲學等。 

二、人力供給的分析：指組織依據需要的人力，分析所需人力的主要來源與數量，

可由內部人力與外在情勢的分析兩方面著手。 

三、人力計畫的實施：依據組織人力的供需分析結果，擬定必要的人力計畫並實

施，使組織能擁有所需的人力，當供需不符時，可採取適當的人力決策，包括人

力預測、人力甄選遞補、人力培訓、人力資源運用等。 

組織從事人力資源規劃之目的在於確保長短期所需人員之質量，加以有效運

用，並避免管理人才的斷層。同時預防環境變動對組織人力所帶來的衝擊，提供

                                                 
24 張添洲，人力資源：組織、管理、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8 年。 
25 Tanke, Mary 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Florida: Delmar, 2001, 
p.25. 
26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p.4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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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生涯規劃與管理的基礎，以提供一個檢視、評鑑現況並確認組織未來需求的

方法27。當人力資源規劃在可靠的需求預測以及能夠得到穩定勞動力供應的情況

下，可將每個生產單位所需投入的人力資源降到最小28。 

肆、人力資源規劃與經營策略 

人力資源規劃與經營策略之間的關係，牽涉整體規劃之過程與內容。經營策

略是用以達成企業使命的工具或方法，分為總體策略、事業策略以及功能策略。

人力資源規劃決策層級亦分為策略、管理及作業層級。而人力資源規劃與經營策

略透過組織層級之整合，有水平整合和垂直整合兩種。企業從事經營策略規劃與

人力資源規劃的過程中，兩者密切配合，人力資源部門並透過參與互動，以達整

合。因此，經營策略概念中，應包括產品市場的外在策略，以及組織本身和人力

資源的內在策略，並於兩者配合中考量產品或服務市場需要、環境機會以及組織

的優劣勢等29。 

 

第三節    人力資源發展 

壹、人力資源發展之定義 

人力資源發展(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HRD)是由人力資源管理所衍

生的專業，強調人與組織的學習與發展，基本上以訓練與發展、組織發展、生涯

發展等三個方向為主要目標，是一種有計畫、有目的的學習，以增進個人、群體

與組織效益。並且是決定發展和改變組織中人力資源的程序，以及經由訓練、教

育、發展與領導等作為，有計畫地改進績效和員工的生產力，以同時達成組織和

個人的目標。其一般目的是在工作的環境內，對特定的對象進行雇主所期望的行

為改變30。 

貳、人力資源發展之內涵 

人的素質關係到企業組織的成長，人力資源發展的重要理念包括將人視為組

織最重要的資產，做長期性的投資，認為人應終生不斷的學習，而教育訓練應以

自我發展為中心，並養成工作能力，其目的在知識的增長、技術的提升以及態度

                                                 
27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45。 
28 Lai, Pei-Chun & Baum, Tom, “Just-in-time labour supply in the hotel sector – The role of agencies”, 
Employee Relations, Vol.27:1, 2005, pp.86-99.
29 張火燦，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台北：揚智，民國 89 年，pp.97~103。 
30 李聲吼，人力資源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6 年，p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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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行為的改變，而最終目標應結合教育訓練發展與升遷體系，期能教育、訓練、

任用、生產合一31。 

人力資源發展的內容包括發掘教育訓練需求，規劃教育訓練方式與課程，透

過系統地安排員工的工作歷練，有計畫地擴增其工作經驗。並對有潛能的員工進

行培育管理、經營等知識與技能。其基本觀點在於整合並運用訓練與發展、組織

發展、生涯發展等要素，以增進個人、團體與組織效益的專業32。透過人力資源

發展，企業組織與其成員對人力資源主要期望獲致成果為提高工作生活品質，增

加生產力，提升產品或服務之品質，提供自我實現與滿足感，激發創造力，並強

化對變革的應變能力33。 

參、教育訓練之內涵與目的 

教育為長期、廣泛且客觀之能力發展，目的在於幫助個人奠定日後發展自我

的基礎，並充實本身發展的潛能；而訓練則指企業為提高員工執行特定職務所必

要之知識、技能或培養解決問題之能力的活動，其目的在提高員工之知識或技

能，並賦予積極自我發展之動機，提高企業組織的效率，謀求企業的發展。訓練

是有系統的過程，透過人力資源經由可導致工作改善之教導和實務經驗的活動，

獲取知識並開發技能34。組織為求有效提升人力素質，藉由系統化的教育訓練，

可加強組織員工的工作知識與技能及團隊精神，創造並維持高效率生產力的工作

環境與氣候，以提高組織工作效率與員工士氣。 

而教育訓練的主要目的有三35： 

一、累積技術，培育人才：對員工而言，教育訓練在提高員工之知能，以勝任職

務；對企業而言，則為提高經營效率及培育人才，最終目的是維持企業之發展。 

二、補充能力之不足：當員工欠缺職務所必須之知能時，企業教以知識並訓練技

能。 

三、流暢溝通，促進合作：管理者與員工藉由教育訓練建立溝通的管道，促進彼

此的瞭解與合作。 

另一方面，訓練就員工而言，可達到之目的為提供員工所需之知識、技術、

能力使其能勝任工作，協助員工成長，提昇工作表現，並因工作表現之提昇而獲

                                                 
31 張添洲，人力資源：組織、管理、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8 年，pp.10~11。 
32 李聲吼，人力資源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6 年，pp.14~15。 
33 簡建忠，人力資源發展，台北：五南，民國 84 年，pp.6~8。 
34 Tanke, Mary 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or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Florida: Delmar, 2001, 
p.167. 
35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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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金報酬，以及提昇工作適應程度，進而降低流動率36。 

肆、教育訓練之實施方式 

實施教育訓練之方式可分為職前或新進人員訓練(orientation)、工作中訓練或

職內訓練 (on-job-training)以及工作外訓練或職外訓練(off-job-training)。以下將進

一步說明： 

一、職前訓練 

    職前訓練為以新進人員為對象而實施之訓練，其目的在培養新進人員對公

司、主管、工作等環境適應，並使其瞭解工作及績效之期望，內容則是協助其瞭

解公司之組織文化、經營方針、沿革等背景，有關工作條件之事項，以及業務基

本知識和禮儀教育等37。 

二、工作中訓練 

訓練計畫在工作場所中進行，而接受訓練的員工交由現場主管或有經驗的員

工教導，即為工作中訓練。工作中訓練使員工從實際的工作經驗中學習所需要的

技術、知識和能力，是在工作中接受指導訓練的實際機會教育。員工可以在實際

的工作經驗中觀察訓練員的示範動作、教導、解說、實際操作，以及工作結果的

回饋。其優點為省錢、實際、學習的轉移效果高；而缺點在於工作與訓練可能無

法兼顧，且較專門的知識無法教授。而常見的方法包括工作輪調(job rotation)、
學徒訓練、實習與教導38。 

（一）工作輪調：使員工熟練一項工作後，調動至另一項新工作，以增進其技術、

知識和能力。一方面可使員工學得從事不同工作的技能，增加調動員工工作得靈

活度，另一方面避免員工的工作倦怠感。 

（二）學徒訓練：將員工交由技術經驗豐富師傅帶領，由師傅分派工作並負責教

導、監督，直到受訓者熟悉工作為止。此訓練方式經常為技術性工作採用。 

（三）教導：由主管擔任訓練者角色，依據員工工作表現提供回饋和教導，協助

其學習，若加以配合績效評估，效果將更顯著。 

三、工作外訓練 

                                                 
36 黃英忠、曹國雄、黃同圳、張火燦、王秉鈞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華泰，民國 91 年，pp.93~97。 
37 黃英忠，人力資源管理，台北：三民，民國 87 年，p.215。 
38 黃英忠、曹國雄、黃同圳、張火燦、王秉鈞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華泰，民國 91 年，pp.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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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外訓練職務外或離開工作單位的訓練，即由專門人員負責以開發員工能

力之教育訓練，其內容與現場作業無直接關係，屬於一般性的知識培養與能力開

發，並具有集合式教育之特性。其優點為可按原訂計畫實施，缺點則是所學無法

及時應用。實施包括演講、個案研究、角色扮演法、行為角色模擬法、模擬、編

序教學法、自我學習法等方式。 

（一）演講：由於實行的方便性與低成本，演講為最常見的訓練方式之一。大多

採用單向溝通方式進行，無法注意個別學員之差異與需要，並難以提供學員訓

練、回饋、應用所學的機會，而流於單調。 

（二）個案研究：由講師提供工作問題個案的書面資料，由學員單獨分析問題原

因，並依據現有情況發展解決問題的方法。主要使學員學習診斷問題的技術、領

悟造成問題的原因和解決問題的原則。 

（三）角色扮演：要求學員扮演情境事件中的角色，使其在過程中領悟彼此的態

度和行為，並加以討論事件的情況以及原因。其優點為學員在過程中主動參與、

學習興趣高，並幫助學員由對方角度看待問題，是改進人際關係技巧的方法。 

（四）行為角色模擬法：包括觀察、模仿、增強等作用對於行為修飾的效果很大。

主要步驟為示範、反覆練習、社交增強以及轉移。 

（五）模擬：是一種仔細觀察設計出來的練習，目的在於複製一個訓練者可以掌

握的實際工作情境，以影響學員的士氣，對於學員表現提供及時回饋。使學員由

討論中獲得回饋，瞭解本身的決策品質和能力，是一種有效的學習方法。 

而為瞭解訓練之成果與目標是否達成，實施教育訓練最後的階段是對成效進

行評估，包括績效評估與責任評估，以提高訓練效果與投資的收益39。 

 

第四節  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相關文獻探討 

回顧國、內外觀光旅館業之相關文獻，可發現其研究領域相當廣泛，主要著

重經營策略與績效、生產效率、服務品質以及人力資源管理等主題。以下就國內、

外與國際觀光旅館業人力資源管理相關之領域研究成果歸納整理。 

壹、經營策略與人力資源管理 

經營策略乃是組織在追求目標時，界定其與組織的關係，並為適應環境的挑

戰所採取的方式。其概念涵蓋目的與方法，兩者間存有連鎖的關係。當企業欲取

                                                 
39 黃英忠、吳復新、趙必孝 合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空大，民國 94 年，pp.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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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競爭優勢，人力資源管理需考量其所需人力資源，並提升員工能競爭能力，以

使人力資源管理配合總體營運策略之需要40。 

無論連鎖或獨立經營之旅館，均需有清晰的營運目標及策略，以達成長期的

獲利，而其關鍵因素在於滿足顧客，謹慎地關切並確保員工在優越的顧客服務中

的角色，並注重設備的本身。標竿企業說明其一貫的優異與員工的訓練有關，並

透過員工訓練以維持，然而一貫的優異不表示維持不動，而是不斷尋求改善營運

和設備的機會以達成41。 

有研究針對英國 200 家旅館業進行人力資源管理與績效的研究，結果顯示人

力資源管理和績效表現的關係仰賴旅館所採用的經營策略，而將人力資源管理方

法與著重品質的經營策略相結合的旅館績效表現最好，且當人力資源管理被視為

一致連貫且整合的系統或實務時，最有可能促成成功的競爭42。 

我國經營績效與經營策略之相關研究顯示，國際觀光旅館業經營績效因管理

型態與旅館客源之不同而有顯著差異，並顯示人力資源管理等資源能力變項，透

過服務能力影響旅館之經營績效。而在人力資源管理面，精簡組織以降低用人成

本，並加強人力資源開發培訓，提昇人力素質，以獲經營績效與競爭優勢43。 

貳、服務品質與人力資源管理 

旅館產業中，員工是產品和行銷結合的關鍵，即使是關係人事政策的細節也

會對產品品質有重大的影響。在經營良善的旅館，員工被視為內部顧客，而訓練

和激勵(motivating)員工以提供顧客良好的服務則稱為內部行銷44。而服務品質被

視為績效的指標，並且與人力資源管理相關。 

    過去探討國際觀光旅館人力資源管理實務與服務品質關係之研究顯示，人力

資源管理實務與服務行為、服務品質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顧客評價服務品質時，

特別重視服務人員的服務態度，因此應重視服務人員解決問題之能力以及本身特

性45。此外，員工授權與不僅直接影響服務品質，亦透過服務行為而間接影響。

而由員工授權，透過組織整體的授權環境與加強員工自我決策及影響力的程度，

加上良好的員工服務行為，以達到提升服務品質之目的46。 

                                                 
40 張火燦，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台北：揚智，民國 89 年，pp.22~23。 
41 Dube, L., Renagham, L.M., “Strategic approaches to lodging excellence”,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99, Vol.40:6, pp.16-26. 
42 Hoque, K.,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in the UK hotel industry”,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 1999, Vol.37:3, pp.419-443. 
43 尤國彬，高雄地區觀光旅館經營策略之研究，中山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5 年。 
44 Kotler, P., Bowen, J. & Makens, J., Marketing for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N.J.: Prentice Hall, 2003, 
p.54. 
45 鄭玉惠，國際觀光旅館服務品質之研究，中山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1 年。 
46 曹勝雄、曾國雄，國際觀光旅館員工授權、服務行為與服務品質關係之研究，國科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0-2416-H-034-004，民國 91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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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人力資源管理 

除探討經營策略、服務品質與人力資源管理關係之研究外，在觀光旅館產業

之研究領域中，著重人力資源管理相關之研究成果亦所在多有。其中包括其人力

資源管理制度、型態與策略之研究、人力資源管理策略、人力資源管理實務與服

務品質、人力資源配置與人才培育需求、流動率與離職傾向、績效考核、教育訓

練實施之研究等，以下將依序呈現相關研究之成果。 

一、人力資源管理制度、型態與策略 

（一）人力資源管理制度與型態 

人力資源管理影響要因，可歸納為公司結構、內部員工、公司決策、外在環

境等四個因子，而六種不同的人力資源管理類型，在影響要因上有顯著的差異。

決策參與型受公司決策因子影響最大，獨立自主型均不受要因影響，管理發展型

受公司結構因子影響，輔導調整型受外在環境、公司決策、及公司結構因子之影

響，綜合評估型則受外在環境與公司決策等因子之影響，員工導向型受內部員工

因子影響。組織型態對觀光旅館業整體經營管理有重大影響，而人力資源管理制

度的作法可區分為資源型及費用型47。 

（二）人力資源管理策略

在各產業採取策略性人力資源管理方法有助於組織的效率，特別是在高競爭

性和勞力密集的觀光旅遊業。因為此產業的成功主要仰賴顧客滿意度，而顧客的

經驗主要依據員工的行為，員工的行為表現則受「合適」此一概念的影響。在策

略性人力資源管理的背景下，水平的合適需要將人力資源管理實務相互連結，而

垂直的合適則需要連結公司的人力資源管理實務以及其營運策略48。 

人力資源管理策略相關之研究，香港的經驗顯示，旅館房間數、總銷售營收

以及餐飲銷售營收、經營環境和生產水準等各項特定因素，均與旅館經理人的雇

用決策有關係。因為總營收和餐飲銷售營收對旅館所需員工有顯著影響，旅館管

理必須將此事實納入策略規劃以革新服務的水平49。

而我國人力資源管理策略研究結果發現，創新、顧客導向與內在導向是與標

竿飯店的財務面、顧客面以及員工面績效有關的組織文化構面。注重創新、合作

                                                 
47 資源型特色是以長期觀點考慮員工未來的服務潛能，費用型則是以短期觀點考慮員工在工作

上發揮最大的生產力。甘唐沖，觀光旅館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與型態之研究，文化大學觀光事業

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0 年，pp.118~119。 
48 Jolliffe, L. & Farnsworth, R., “Seasonality in tourism employment: human resource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15:6, 2003, pp.312-316. 
49 Wong, K.F., Industry-specific and gene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impacting on hotel 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4, Vol.16:4/5, pp.28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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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針對高階幹部設計獨特的甄選制度，注重穩定及內在導向者則在社會化過程、

晉升、績效管理、與訓練發展上較為穩重。員工關係和溝通及合作文化有關；激

勵措施則與創新、顧客導向及人員導向有關50。將服務品質視為人力資源策略主

要核心元素之研究提出，我國國際觀光旅館人力應著重人力資源的策略性規劃，

並結合績效的考評，以不斷強化組織中的核心資源。 

二、人力資源管理實務 

住宿旅館業的人力資源管理可以三項方法分析，包括最佳實務（或高績效實

務）的方法、職能管理以及智慧資本的管理。其中最佳實務是一連串對營運成果

有益的人力資源實務，不將偶發事件因素納入考量，並由就業安全、選擇性雇用、

廣泛訓練、績效評量、分享傳播資訊、獎勵並重視晉升和發展等人力資源實務組

成。職能是指藉由實務能力和個人特性、動機以及知識的整合以使任務成功。其

附加價值為能夠估計測量、助長工作說明的彈性，使整合的管理得以發展，所有

人力資源實務都能以職能組織起來，為最普遍的實務。而智慧資本指智力的原

料、知識、技能、智慧財產以及用以創造價值的經歷51。 

在人力資源管理實務方面，缺工(absenteeism)、員工流動率和員工滿意度，

以及顧客滿意度被視為最能夠反映對公司目標正確決策的指標。澳洲研究已顯

示，透過提供足夠的人力資源支援系統，能建立員工對組織的承諾，因此導致更

好的工作關係。調查發現改善的人力資源實務能夠促進員工關係，提升品質、承

諾和生產力，也能夠針對勞動流動率努力，因此不止能夠節省組織在招募和入門

的成本，也可以提升獲利率52。 

（一）任用 

任用是使組織有效獲得有能力並有意願工作的適當人選的過程，由招募

(recruitment)、甄選(selection)與安置(placement)等一連串活動所組成。其意涵為

組織因應本身需要而向外招募人才，包括基於個別差異的任用理論、個人與組織

配合的任用理論。 

蘇格蘭的研究發現，在大型連鎖旅館中，偏重有系統的運用結構性面談和履

歷資料的結構式流程，包括推薦函、申請表以及小組面談等。一般亦認為旅館產

業的甄選較為非正式且過份簡化，而實務上通常公認為非正式且基本的簡單招

募，特別是對於非管理人才的員工。 

                                                 
50 李睿哲，組織文化與人力資源管理策略對標竿旅館業者營運績效之影響，中央大學人力資源

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92 年。
51 Gonzalez, Santiago Melian,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ome practical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4, Vol.16:1, pp.59-64. 
52 Davies, D., Taylor, R. & Savery, L., The role of appraisal, remuneration and training in improving 
staff relations in the Western Australian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1, Vol.25:6/7, pp.36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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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項調查說明，大型連鎖旅館傾向除了特定職缺的申請外，也在每個月接

收相當多主動求職的申請者，但招募大多數是直接針對臨時性員工。對大型旅館

而言較可能受增加的員工成本、勞工流動率和法規所影響53。其中最常運用的員

工甄選是與空缺職位負責人進行面試，佔 95.4%，而典型的人力資源管理實務則

較少運用，如與人力資源部門的職員進行面談佔 35.4%，心理測驗佔 9.2 %，知

能測驗與詢問推薦人各為 4.6%54。我國研究則顯示，觀光旅館人員進用採公開招

考為主，配合親友介紹、建教合作等方式招聘人員，進用幹部考選標準依其能力

與資歷，基層人員則依學歷及興趣為考選重點，除新設旅館以對外招聘為主，大

部分幹部以內部擢升為主55。 

（二）績效考核 

績效考核亦即員工考績或績效評估，意謂企業對其員工過去的工作表現與任

務貢獻度之評核，判斷其潛在發展能力，以作為薪資調整及升遷、獎懲的依據。

其結果為可使企業和員工瞭解其工作之優、缺點，提升員工工作的滿足感與勝任

感56。我國相關研究發現觀光旅館業員工考核制度大多由人事主管擬定，每年以

考核兩次居多，考核等第分四等，考核表分主管與一般員工兩類，但無部門別區

分。考核項目方面，以「工作態度」與「工作績效」較為重要，「薪資調整」與

「職務調整」則為其目的，而考核結果之回饋以調薪、職務調動與獎金發放為主，

均由直屬主管決定57。 

澳洲經驗顯示，43.6%的住宿旅館業表示其員工方案包括績效評核或管理的

形式，其中只有 16%將生涯規劃發展包含在人力資源發展中，37.3%組織將績效

考核運用在所有員工，7.2%的組織評估部門主管和資深經理人，而有 55.4%住宿

旅館業不對員工從事績效考核。沒有公司只將績效評核運用在資深管理者和部門

經理。而績效評核的功能之一是對員工提供生涯規劃的意見，績效評核程序的深

度因此需要被檢驗58。另一項實證調查則顯示，35.9%的住宿旅館業運用正式的

績效考核系統，而其中最普遍常見的方法依序是顧客調查、核對名單、設定目標、

行為評量以及守時等59。 

（三）教育訓練 

                                                 
53 Lockyer, C.& Scholarios, D., Selecting hotel staff: why best practice does not always 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4, Vol.16:2,pp.125-135. 
54 Gonzalez, Santiago Melian,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ome practical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4, Vol.16:1, pp.59-64. 
55 尤國彬，高雄地區觀光旅館經營策略之研究，中山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民國 85 年，

p.48。 
56 黃英忠，人力資源管理，台北：三民，民國 87 年，pp.247~250。 
57 談心怡，台灣觀光旅館業員工考核制度之探討，世新大學觀光學系碩士論文，民國 89 年。 
58 Davies, D., Taylor, R. & Savery, L., The role of appraisal, remuneration and training in improving 
staff relations in the Western Australian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1, Vol.25:6/7, pp. 366-373. 
59 Gonzalez, Santiago Melian,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ome practical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4, Vol.16:1, pp.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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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旅館業而言，工作技能或技術的訓練是普遍存在的人力資源實務。此種訓

練著重在對於執行重要任務、職責所不可或缺的知識和技能的獲取。許多課程嵌

入在員工的職前訓練和社會化的課程，並且是持續努力以強化工作知識、任務效

率、顧客服務的互動以及其他重要成果的一部份60。 

一項澳洲研究說明在績效考核、薪資福利策略和訓練及發展三項人力資源功

能中，只有訓練表示品質和生產力的提升，並且隨之而來的是員工流動率的降

低，然而其他方面的提升，顯然沒有強化員工的承諾。有了訓練，管理對員工而

言便是種承諾。研究中調查發現，旅館對訓練的回應是相當正面的，分外部訓練

以及內部可取得性並支持員工的訓練，其中有 82.3%的住宿業對員工提供一些內

部訓練的形式，並透過指導(45.8%)、正規課程(38.5 %) 以及提供書面資料 (30.2 
%)等方式實現，而外部的訓練亦有 50%的住宿業採用61。  

我國在從業人員教育訓練的需求方面，顯示除了其他產業所實施管理及業務

的訓練外，旅館的員工訓練更著重服務的訓練。不同的部門需要的訓練內容不盡

相同，就員工而言，對於工作有直接幫助的專業知識需求最大，且對訓練的需求

及看法、評價因個人背景不同而有差別。員工最希望也最需要的，是未來職務所

需的訓練，因此應針對員工的個別需求而施予不同訓練62。 

訓練議題是由於在產業中其成本和意識到的高員工流動率導致不情願的消

耗資金而產生，而若對員工施予訓練，將增加其對組織的忠誠度。研究顯示，澳

洲精緻旅館傾向給予員工極少的訓練，大型旅館則提供較為廣泛綜合的訓練。但

員工在較小的旅館常有多重職責，反之大型旅館則較為專精，然而訓練並沒有反

應此任務導向。新加坡連鎖旅館之訓練政策較為公司導向，並配合當地需求的變

化。因精緻旅館並無公司指標，因此訓練是以管理者所認知之需要而提供。訓練

通常傾向基於員工所在部門的需要，而非使員工擴展其技能基礎以及隨後的產業

職涯63。 

三、流動率與離職傾向 

旅館業一直以來處在高流動率、部分工時及臨時勞動力以及內部勞動市場短

缺的環境，如低工作安全、較少升遷與職涯發展的機會，以及低薪資和低技術水

準均使得其流動率居高不下，而高流動率作為旅館業的文化會為組織帶來負面影

                                                 
60 Warech, M., Tracey, J.B.,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Human Resources: Identifying What Matters,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4, Vol.45: 4, pp. 376-387. 
61 Davies, D., Taylor, R. & Savery, L., The role of appraisal, remuneration and training in improving 
staff relations in the Western Australian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1, Vol.25:6/7, pp.366-373. 
62 岑淑筱，台北市五星級國際觀光旅館從業人員訓練需求，中正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民

國 86 年。 
63 Taylor, R. &Davies, D., Aspects of training and remuneration in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 
comparison between Australian and Singaporean providers,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4, Vol.28:6/7, pp.466-473. 

 22



響64。以下由離職之相關理論探討員工流動與離職之因素、流動率之成本以及為

降低流動率所採行之相關作為。 

（一）流動率與離職因素 

員工離職之型態，可分為自願性離職與非自願性離職。理論上員工自願離職

之因素主要有三方面，即外在環境因素、組織因素以及個人因素。其中，外在環

境的因素為當經濟景氣及需求大於供給時，外在的工作機會自然增多，易於求

職。組織因素為工作缺乏挑戰、薪資低、缺乏學習機會、缺乏晉升機會、與同事

關係不佳、福利不好、工作欠保障、公司形象不佳、公司營運狀況不好等因素。

而個人因素則可能為自行創業、求學、家庭因素、遷居、健康問題、工作能力不

足、服兵役等因素。環境與個人因素會使員工產生容易流動的知覺（即流動的困

難），組織因素與個人因素則會形成渴望流動。在渴望流動與知覺容易流動時，

就會有離職的意願，而產生離職的行為65。 

關於旅館業員工之離職因素，綜合相關文獻主要可歸納為個人特性、工作特

性、工作環境、組織文化與組織特性等五方面說明。 

1.個人特性方面：就員工個人而言，身心問題及對於薪資報酬的不滿意是導致離

職的因素66。而離職傾向依人員特性，則以年輕的員工較具離職傾向，又男性員

工留任意願較低。 

2.工作特性方面：就工作本身而言，對於必須與顧客密集互動的工作薪資報酬卻

低，且工作反覆繁瑣，以及工作量大、時間無法負荷等因素，亦是導致員工離職

的因素67。且離職主要是對於目前工作的不滿意，而非其他工作機會的吸引。 

3.工作環境方面：工作環境方面，員工無法受到充分的監督管理，而在執行工作

中所被賦予的權責不足，且工作環境不愉快，均是造成員工離職的原因。 

4.組織文化方面：關於組織文化對員工離職的影響，研究顯示員工會有高離職率

是因為進入旅館業時，會帶著期望在每一家旅館都工作過至少一段時間的心態。

當旅館業已產生高流動率的文化，且員工也認同相對較高的流動率時，此現象便

會出現。而當員工承認離職的正當性，且相信在勞動市場中有更好的選擇時，就

較容易離職68。 

5.組織特性方面：影響連鎖旅館各級從業人員流動意願的因素，主要為組織因素

                                                 
64 Iverson, R. D. & Deery, M., Turnover culture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7:4, pp.71-82.
65 黃英忠、曹國雄、黃同圳、張火燦、王秉鈞著，人力資源管理，台北：華泰，民國 91 年，pp.57~58。 
66 甘唐沖，觀光旅館業人力資源管理制度與型態之研究，文化大學觀光事業研究所碩士論文，

民國 80 年。
67 Hinkin, T.R.& Tracey, J.B., The Cost of Turnover: putting a price on the learning curve,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0, Vol.41:3, pp.14-21.
68 Iverson, R. D.& Deery, M., Turnover culture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7:4, pp.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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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旅館特性及連鎖型態，生涯管理制度的實施及員工本身的社經變項僅有部分影

響。而組織因素與生涯管理制度之間有相當程度的相關性。 

我國研究顯示，任何階層人員之離職率均以餐飲部門最高，而基層人員離職

率又較其他中高階層高。若以季節觀之，3、4 月離職率最高，12 月最低，其原

因與旅館業發放年終獎金及紅利的時間有關。而流動率高的主因為不重視內部訓

練、升遷不公平、工作時間不穩定以及平均薪資不高等69。 

另一項研究分析顯示，旅館產業比起其他產業中相對應的工作支付較少的薪

資，因此使得旅館產業難以吸引最有技能的員工，而薪資的差異也可能增加中階

層員工的離職率，並影響內部升遷和員工發展體系70。而澳洲的實證研究則指

出，高流動率及高離職率現象在一般員工或臨時工、部份工時勞動力之間並無差

異。 

美國的研究說明，旅館規模、獲利與員工流動率之間亦有密切關係。規模較

小的旅館平均半年的員工流動率大約是 63%，而規模較大的旅館平均半年的員工

流動率大約是 37%。平均房價低於 60 美元的旅館平均六個月流動率是 59%，房

價高於 100 美元的旅館平均六個月流動率是 27%71。可見大致上在規模較大與房

價較高的旅館中，有較低的員工流動率。 

（二）流動率成本 

流動率對於服務品質的影響相當大，而研究顯示，對多數職位而言，流動率

的最主要成本集中於雇用最初的三個月，且若在最初的三個月至六個月之間留住

員工的比例太低，成本就會相當高，當工作越來越複雜且難以管理時，流動率的

成本也就劇烈增加72。就旅館規模而言，雖然平均房價高的大型旅館其流動率較

低，但每一點流動率的成本都相當可觀。且由於大型旅館在員工訓練或薪資方面

投資較重，並有複雜的營運系統，因此對於高房價的旅館而言，人員流動所需的

代價比低價位旅館更高73。若旅館因低薪資無法吸引或留任最有才能的員工，招

募與留任領導者（或由其他公司引進人才）的長期成本，可能遠超出任何薪資儉

省的短期利益。為培育未來的領導者，此產業必須投資長期策略，以確保在基層

和中階管理工作有才能的員工留任成為頂尖領導者74。 

                                                 
69 張德儀，台灣地區國際觀光旅館業資源能力與經營績效因果關係之研究，銘傳大學管理科學

研究所博士論文，民國 91 年，pp.30~36。 
70 Sturman, M.C., The compensation conundrum: does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shortchange its 
employees-and itself,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1, 42:4, pp.70-76.
71 Simons, T.& Hinkin, T., The effect of employee turnover on hotel profits: A test across multiple 
hotels,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1, 42:4, pp.65-69.   
72 Hinkin, T.R.& Tracey, J.B., The Cost of Turnover: putting a price on the learning curve,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0, Vol.41:3, pp.14-21. 
73 Simons, T.& Hinkin, T., The effect of employee turnover on hotel profits: A test across multiple 
hotels,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1, 42:4, pp.65-69. 
74 Sturman, M.C., The compensation conundrum: does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shortchange its 
employees-and itself,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1, 42:4, pp.7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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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降低流動率 

雖然許多經營者仍接受高流動率為必要之惡，一些先進的旅館經營者已試圖

降低流動率。為降低並控制員工流動率，相關研究提出旅館所採行之措施包括： 

1.薪資報酬方面：加強薪酬、福利或是獎勵系統。並對於好的工作表現給予賞識、

感激，並以成果作為獎勵的基礎，而非依主觀的資訊。 

2.教育訓練方面：建立職前訓練(orientation)方案，對新進員工說明公司的目標、

哲學以及文化。加以繼續不間斷的教育訓練，開發並持續訓練方案，以拓展員工

的潛能和知識75。 

3.主管方面：著手訓練經理人以回應部門員工的需求。有系統地調查員工的態

度，並酬謝經理人以培育令人滿意、忠誠的勞動力。而透過適當的管理，大部分

的方法能夠有效降低員工流動率76。亦有研究證實對主管提供足量的訓練和較高

的薪資報酬能使流動率有戲劇性的轉變77。 

4.工作環境方面：為旅館建立高水平的規範，建立、維持並遵循每個職務的工作

說明書，建立品質保證的方案，鼓勵員工分享專業知識並表達感受。創造信任和

分享的氛圍，使員工希望持續作為一份子78。 

5.管理方面：開放的溝通管理以及清晰迅速的溝通決策，使員工清楚公司的狀

況，並確認其理解公司的期待與應負責的範圍。授權員工，盡可能給予員工職權，

使其表現最好。 

6.組織文化方面：發揚穩定雇用的文化，表揚員工獲得終身任期，透過努力以提

升對組織作為長期價值的認知。而經理人必須將次團體視為一個整體，以停止離

職文化的傳播。實際作法是改善溝通的管道，降低角色衝突，以強調團體的工作

和社會議題79。 

7.組織承諾方面：研究顯示，開發旅館內部職涯的途逕可以減低流動率。一些旅

館已經將所有員工的薪資和合併多技能明訂於契約中，如此使員工對其技能獲得

訓練和使命感，以改進職涯發展。當工作變動性大，有合適的角色期望以及升遷

機會，而當員工熱衷工作並對工會有榮譽感，以及有機會發展技能和知識，工作

                                                 
75 Hogan, J.J., Turnover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92, Vol.33:1, p.40. 
76 Simons, T.& Hinkin, T., The effect of employee turnover on hotel profits: A test across multiple 
hotels,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1, Vol.42:4, pp.65-69.  
77 Hinkin, T.R. & Tracey, J.B., The Cost of Turnover: putting a price on the learning curve,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2000, Vol.41:3, pp.14-21. 
78 Hogan, J.J., Turnover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Cornell Hotel and Restaurant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92, Vol.33:1, p.40. 
79 Iverson, R. D.& Deery, M., Turnover culture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7:4, pp.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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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度和組織承諾將提升80。 

 

四、薪資報酬 

薪資體系一般由基本給、津貼及獎金所構成。基本給即本俸或底薪，為雇主

支付員工之基本薪給，分為年功給、職務給及職能給三種。津貼則為對基本薪所

作之額外補助，可分為生活有關津貼及工作有關津貼。而獎金是基本薪之外給予

金錢之獎勵，有績效獎金、考績獎金、工作獎金、全勤獎金及年終獎金。影響薪

資水準的因素包括內在如職務責任、工作時間性、知識與技能、工作危險性，以

及外在如勞動市場、社會的均衡、基本生活費、企業支給能力、工會力量、政府

法令、經濟環境以及風俗習慣等因素81。 

（一）薪資結構 

一項研究調查顯示，其樣本旅館中 33.8%以獎金做為薪資的一部份。多數採

用的獎金形式是生產力津貼約佔 72.7%，佣金佔 18.2%，全勤獎金佔 13.6%，以

及非金錢報酬佔 9.1%。其中獎金主要是針對經理人和主管者佔 62.5%，前線員

工佔 31.3%，以及銷售員佔 18.8%82。 

有研究比較澳洲和新加坡旅館，發現澳洲體系的薪資通常是獎金或同意為基

礎，在新加坡則是提供最低水準。因為估計金額的困難，小費在此兩國家並不會

招致任何型式的課稅，但雇用的公平性可能是藉由這種額外的收入所產生83。 

（二）薪資水準 

旅館產業相較於其他產業，雇用相當大比例的低技術和部份工時員工，因此

旅館產業的低報酬可能實際反映低技術工作的本質，並且可能掩飾高報酬職位的

財力。已有研究證實，人力資本元素鑲嵌對薪資水準的影響顯著，亦即人力資本

元素確實鑲嵌於薪資制度當中，可知低薪資水準即反映低人力資本的本質84。 

一項實證研究根據工作知識，技能和能力的薪資級別，比較特定工作在旅館

產業和其他產業中所需的人力資本並檢視相對應的薪資。分析指出，旅館產業職

                                                 
80 Iverson, R. D.& Deery, M., Turnover culture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7:4, pp.71-82. 
81 黃英忠，人力資源管理，台北：三民，民國 87 年，pp.329~348。 
82 Gonzalez, Santiago Melian,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some practical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04, Vol.16:1, p. 59-64.  
83 Taylor, R. &Davies, D., Aspects of training and remuneration in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 
comparison between Australian and Singaporean providers, Journal of European Industrial Training, 
2004, Vol.28:6/7, pp.466-473. 
84 曾敏傑、賴妙珍、洪瑜黛，產業結構、企業結構、企業結構與薪資制度：人力資本因素鑲嵌

的質化與量化探索，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民國 9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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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間的確有給付薪資的不同。而當所有產業的人力資本增加和平均給付連結時，

旅館產業的差異給付是較小的，且此差異在高人力資本間則較大。據研究者計

算，在低人力資本工作的薪資水準相當接近，旅館產業支付的薪資大約等同於其

他產業中低複雜性的工作；對一般複雜性的工作，旅館產業支付大約相當其他產

業 85%的薪資；對於高難度的工作，旅館業則僅支付相當其他產業 78%的薪資。

另一項研究則說明旅館平均年薪約 16.5%低於所有產業的平均，並低於政府平均

薪資約 31.6%85。此分析證實旅館產業比起其他產業中相對應的工作支付較少的

薪資，並且薪資的不公平隨著工作複雜性的程度而擴張。 

因而如此落差使得旅館產業難以吸引最有技能的員工。且依據學生成就與薪

資水準的關連，顯示旅館的職位尤其是營運職位並沒有吸引最優秀的大學畢業

生。薪資的差異也可能增加中階員工間的離職率，並影響內部升遷和員工發展體

系的成功。如果招募者、旅館和餐廳經理和企業主想要從高品質機構吸引頂尖的

學生，其所提供的工作報酬必須與其他非旅館產業是有競爭性的86。 

研究發現澳洲住宿業仍然利用薪資和福利的策略以增進員工的士氣並降低

流動率。且組織不論大小，均策略性的運用福利或薪資策略以增加營運的價值。

其選擇如彈性給付、業績津貼、自助餐形式的福利和獎勵金都是提供薪資和報酬

可考慮的部份。而業者雖保證給付最低薪資，但並沒有獲得員工的承諾。許多員

工在等待真正工作出現的時候，將旅館工作的職位視為短期的賺錢工具87。 

 

由以上各類相關主題領域的探討，並以他國實證研究經驗作為說明，可知對

於國際觀光旅館業而言，人力資源確是成功經營策略及影響生產效率、服務品質

的關鍵要素之一。透過完善的人力資源管理制度，國際觀光旅館業可強化員工的

專業服務品質，進而改善營運績效並強化競爭優勢。人力資源管理實務方面，任

用流程中，公開招考、介紹、建教合作為招聘新進人員之管道，並透過面試與測

驗進行甄選，而績效考核較為重視工作績效與態度。教育訓練制度則著重職務所

需知識與技能之培養，且為公司與任務導向。 

另一方面，不論國內、外，當今旅館業於人力資源管理上均面臨一致的問題，

即基層人員短缺、員工流動率高以及相對低的薪資結構水準，因此除有效提高福

利報酬條件外，更應積極開發人力資源、進行訓練，並由環境面提供人員激勵，

由各面向降低員工之離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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