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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探討目前國內大專校院餐飲(旅)領域教育概況與教育目標、餐飲管理專業能

力、影響學生專業能力因素及需求評估之相關文獻，做為研究發展之參考。 

 

第一節 大專校院餐飲(旅)領域教育概況與教育目標 

一、大專校院餐飲(旅)領域教育概況 

台灣餐旅教育起始於1965年醒吾商專(現為醒吾技術學院)觀光事業科，文化大學於

1968年首創觀光事業學系，1989年設所。1995年首創餐旅專業學校─國立高雄餐旅專科

學校（現為高雄餐旅學院），使我國餐旅技職教育體系邁入一個新的里程，進入發展期，

自此以後台灣餐旅、觀光與休閒遊憩等系如雨後春筍般的增設，餐旅教育走向多元多層

的面貌。自1998年後，台灣的餐旅相關科系顯著增長，2000年以後激增；至九十一學年

度有53所大學或學院設有餐旅、觀光或休閒遊憩相關系所，其中有64個為學士班，17個

碩士班與1個博士班(洪久賢，2003)。 

餐旅教育系統包含一般大學與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二技、四技)、專科學校(含五專、

二專)與高職等三級五類之技職學校所組成，再加上餐飲(旅)研究所，即構成一完整的餐

旅教育體系，如圖 2-1-1。目前我國的大專校院教育階段設有餐飲(旅)管理系科的學制有

大學部、四技、二技、五專及二專，其中包含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餐飲管理學系、國

立高雄餐旅學院餐飲管理學系、餐旅管理科與餐旅行銷管理系、國立澎湖技術學院餐旅

管理系與餐旅管理科、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營養與餐飲組、私立大仁

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科與餐旅管理系、私立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管理學系、私立中華大

學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私立元培科學技術學院餐飲管理學系、私立弘光科技大學餐旅

管理系、私立立德管理學院餐飲管理學系、私立光武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科、私立明道管

理學院餐旅管理系、私立東海大學餐旅管理系、私立致遠管理學院餐飲管理學系、私立

真理大學餐旅管理系、私立景文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科與餐飲管理學系、私立開南管理學

院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私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餐飲管理科、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私立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系、私立遠東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科、私立銘傳大學

餐旅管理系、私立醒吾技術學院餐旅管理學系等(教育部統計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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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1 台灣餐旅教育體系 

 

二、大專校院餐飲及餐旅教育的培育目標 

教育對於職涯發展是非常有價值與正向的影響，高等教育是進入業界的管理階層，

較初等的教育定位於監督的層級(Ladkin, 2000)。我國技職教育的教育目標，在不同的階

級學校擁有不同的教育定位，如：高職階段以基層技術與服務人才的養成為宗旨，專科

校院以中級技術、服務與管理人才的養成為宗旨，技術學院與科技大學則以培養高級技

術、服務與管理人才為目的(技職體系課程綱要，2002)。 

技術及職業教育是注重終生學習的生涯教育，在學生求學的時期協助學生肯定自我

並規劃學生未來的發展與定位，以求適性發展的目標。技職教育除培育專業技術外亦應

兼顧全人格教育，以擴大青年學生的知識領域，期待學生建立一種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

觀，成就術德兼備的全人。此外，保護與珍愛本國固有的傳統、本持關懷他人、重視國

家前途、培養具有世界觀的開闊胸襟，力求技職教育體制更為完善，讓學生所處的教育

環境更合理化與現代化，培育學生具有現代人所應具備的能力，來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

戰。不同的環境需求造就不同的教育目標，迎合二十一世紀的市場趨勢，餐旅教育的教

育目標由過去的「技術」導向漸漸地轉變為「全人教育」取向，不但重視技能方面的培

育，並且發展學生的人文素養與潛能開發為目標。 

表2-1-1歸納出目前大專校院餐飲相關科系學校的人才培育目標，發現大專校院餐旅

/餐飲教育在專業能力的培育以中高階層的管理人才為主要目標。為了擴展國際化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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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餐旅/餐飲教育除了強調專業知識與技能的培育之外，更重視學生心理層面的教化，

如：國際觀、人際關係、批判思考能力、危機處理應變能力及自我學習能力等，使學生

能在二十一世紀國際化的社群之中擁有全方位的專業能力，提升自我的競爭優勢，成為

人文與科技素養皆備的人才。 

表2-1-1 國內大專校院餐飲(旅)系科人力培育目標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人力培育目標 

私立大仁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科 培養餐飲外場專業服務、內場廚藝、餐飲成本
分析、採購行銷等餐飲管理實務專業人才為目
的，以提昇餐飲業管理水準。 
 

私立大仁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培養餐旅事業基層管理幹部及具中階管理潛力
人才之大量需求。 
 

私立中山醫學大學 健康餐飲管理學系 本系教學以培養保健餐飲學能兼具的專業人才
為主要目標，預期本系畢業生將成為具備營養
保健專長的餐飲管理專業人才。 
 

私立中華大學 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 培育專業優秀之旅館及餐飲管理人才。 
 

私立元培科學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學系 成為我國餐飲業界最強、最佳、最專業的餐飲
管理人才及人才培育系所。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養成餐旅行業中階技術及管理人才。 
 

私立立德管理學院 食品餐飲管理學系 培育德才兼備的現代化餐飲管理和經營人才。
 

私立光武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科 培養經營餐飲事業之專業人才。 
 

私立明道管理學院 餐旅管理系 培育具高品質的旅館、餐廳、與廚房的經營管
理人才；以期能成就學生之職業生涯和人生目
標。 
 

私立東海大學 餐旅管理系 培養中、高階餐旅管理人才。 
 

私立致遠管理學院 餐飲管理學系 旨在培育具有服務、行銷與創新為內涵之國際
觀餐旅管理專業人才。 
 

私立真理大學 餐旅管理系 本系旨在培養兼具理論基礎與實務經驗的 (1)
餐飲業經營管理 (2)旅館業經營管理 (3)餐旅業
規劃開發等專業人才。 
 

私立景文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系(科) 培養學用合一之餐飲業經營管理人才。 
 

私立開南管理學院 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 旨在培養國際水準的觀光事業的專業規劃及管
理人才。 
 

私立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 餐飲管理科 培育專業的餐飲從業與管理人才，以提升餐飲
安全、衛生與服務之水準，並進而提振我國之
觀光餐飲事業，發揚中華美食於全世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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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1-1 國內大專校院餐飲(旅)系科人力培育目標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人力培育目標 

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餐旅管理系 培育業界所需中高級人才，強化學生之領導專
才與管理實務。 
 

私立輔仁大學 餐旅管理系 配合國家人力發展之需要，積極培育餐旅專業
人才及研發人才，以迎接融合本土化與全球化
之新世紀。 
 

私立遠東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科 培養具有專業知識技能及服務熱忱之中西餐管
理人才，並培養學生具有工作上必備的英、日
語能力，以及加強其人際關係與電腦應用能
力，使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觀並能應用現代科技
的餐飲管理人才。 
 

私立銘傳大學 餐旅管理系 本系旨在培育具有恢宏氣度與國際觀之二十一
世紀餐旅專業管理人才。 
 

私立醒吾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學系 培養更高層之餐旅專業人才，對未來之產業發
展有極大的助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學系 培育餐旅專業之管理人，擔任餐旅業，中、高
階主管及經營人員之能力。培育餐飲科及觀光
科之教師。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學系 培養具有專業知識、技能及服務熱忱之中級餐
飲管理專業人才。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餐旅管理科 培養及落實具有世界關及本土特色之中、高階
餐旅專業人。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 餐旅行銷管理系 提供國內餐旅行銷人才的需求以及餐旅行銷國
際化之拓展。 
 

國立澎湖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系 培養餐廳與旅館服務業所需之中階專業管理人
才為主。 
 

國立澎湖技術學院 餐旅管理科 培養餐廳與旅館服務業所需之初階專業管理人
才為主。 
 

資料來源：私立大仁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科http://www.tajen.edu.tw/~fbm/；私立大仁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http://www.taje
n.edu.tw/~hrm/page-chinese.htm；私立中山醫學大學健康餐飲管理學系 http://www.csmu.edu.tw/restaurant/public_ht
ml/；私立中華大學旅館與餐飲管理學系 http://www.cc.chu.edu.tw/~hm/；私立元培科學技術學院餐飲管理學系 htt
p://web.yust.edu.tw/rest/；私立弘光科技大學餐旅管理http://www.hk.edu.tw/~rhm/；私立立德管理學院食品餐飲管理
學系http://www.fdm.leader.edu.tw/；私立光武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科 http://www.kwit.edu.tw/教學單位/餐飲管理科/in
dex.htm；私立明道管理學院餐旅管理系http://www.mdu.edu.tw/%7Edhm/；私立東海大學餐旅管理系http://www2.
thu.edu.tw/~thotel/；私立致遠管理學院餐飲管理學系http://www.dwu.edu.tw/~fabmd/；私立真理大學餐旅管理系ht
tp://www.mt.au.edu.tw/2MTRM/index.htm；私立景文技術學院餐飲管理系(科)http://www.jwit.edu.tw/~fooddep/introd
uce.htm；私立開南管理學院觀光與餐飲旅館學系http://www.knu.edu.tw/knu1/web/teach/kntrh/frams.htm；私立經國
管理暨健康學院餐飲管理科http://www.dyc.edu.tw/webpage/fbm/default.htm；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ht
tp://www.chna.edu.tw/dephosp/index.html；私立輔仁大學餐旅管理系http://www.rhim.fju.edu.tw/；私立遠東技術學院
餐飲管理科http://www.fec.edu.tw/學術單位/餐飲管理/main.htm；私立銘傳大學餐旅管理系http://www.tourism.tj.mc
u.edu.tw/；私立醒吾技術學院餐飲管理學系 http://www.hwc.edu.tw/html/history/THREEALL.HTM；國立屏東科技
大學餐飲管理學系 http://tve.npust.edu.tw/Department/rhm/；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餐飲管理學系 http://www.nkhc.edu.t
w/2200/index1.htm；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餐旅管理科 http://www.nkhc.edu.tw/2800/ie.asp；國立高雄餐旅學院餐旅行
銷管理系http://www.nkhc.edu.tw/2900/default.htm；國立澎湖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系(科)http://www.npit.edu.tw/chinese
/edu/rm/hs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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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餐飲管理專業能力 

一、餐飲管理者必備能力 

管理能力(Managerial competences)廣泛的定義包含技術性的(technical)與一般性的

(generic)。技術管理能力是由知識(knowledge)與技巧(skills)所組成，使管理者在特定的工

作場域中獲得有效率的表現，技術管理能力層面其中包含如：行銷(marketing)─行銷與

市場分析(market management)、財務與會計(financial and accounting)─財經管理

(economic-financial management)、品質管理(quality management)─服務品質管理( service 

quality management)、顧客關心的服務品質( customor care quality of service)─顧客形象與

行為(customor profiles and behaviour)。一般管理能力指的是管理者在工作發展上自我調整

(self-regulation)與自我控制 (self-control)的能力，也包含其他個人特質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如：態度(attitude)、動機(motivation)、或是個人特質(personality traits) (Agut, 

Grau, & Peiro′, 2003)。 

Kay & Russette (2000)藉由Sandwith的能力領域模式為基礎，包含五個能力範圍：（1）

創新的概念(conceptual-creative)，（2）領導能力(leadership)，（3）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4）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5）技術(technical)等方面，針對餐飲職責範圍和管理階

層的核心必備能力（Core Essential Competencies；CECs）、必備的能力（Essential 

competence；ECs）及特定必備能力（Specific Essential Competencies；SECs）加以探討。

研究發現餐飲職責範圍和管理階層的核心必備能力方面，中階與初階管理者能力之需求

相同(如表2-2-1)。就必備能力方面而言，中階管理者側重領導能力中的組織能力、人際

關係、行政管理及創新概念等能力(如表2-2-2)。就特定必備能力方面，只界定中階層的

餐飲管理者在行政管理、技術與創新的概念能力等方面的特定必備能力，但未界定任何

有關初階管理者的特定必備能力（如表 2-2-3）。歸納上述，餐飲中階管理者之必要能力

需求皆包含創新的概念、領導能力、人際關係、行政管理及技術等五個能力範圍。 

Perdue, Woods & Ninemeier (2001)在未來俱樂部成功管理者的能力需求研究中歸納

出俱樂部管理者認為未來至 2005年之間在職場上的工作能力優先順序，如表2-2-4所示

管理、人力資源與餐飲管理等能力皆排列在前幾名。進一步分析出九項未來最重要且運

用率最高的工作能力（如表 2-2-5），發現有三項屬於會計與財務方面的能力領域，五項

屬於人力資源方面的能力領域和一項屬於行銷方面的能力領域。因此未來管理者最重要

的工作能力是以財務和人力資源（員工和管理者自己）為主。Siguaw & Enz (1999)提及

餐飲管理的主要目標以迎合顧客需求為宗旨，管理實務著重於高品質的產品、強調餐廳

概念與設計元素及成本控制與開拓財源三個方面。 
 



 9

 

 

 

表2-2-1  餐飲職責範圍和管理階層的核心必備能力 

職責範圍和管理階層 
能力領域與能力描述 餐飲初階管

理者 
餐飲中階管
理者 

1. 領導能力   
a.顧客中心   

 重視顧客的問題     
 維持顧客滿意度     
 明瞭與機智的處理顧客問題     
 發展正向的顧客關係     
 解決顧客問題     

b.角色模擬   
 熱衷扮演     
 能力與信心扮演     
 工作行為扮演     
 示範專業的儀表與姿態     
 創始並勤奮扮演     

c.倫理   
 維持工作環境的專業倫理標準     

d.責任   
 培養責任氣候     

   
2. 技術   

 產品與服務的工作知識     
   

3. 人際關係   
 傾聽的能力     
 面對面的溝通技巧     
 口語溝通技巧     
 解決衝突的雙贏解決方法     

   
4. 創新的概念   

 採取創新的改變     

資料來源：整理自 Kay & Russette, 2000, p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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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餐飲職責範圍和管理階層的必備能力 

職責範圍和管理階層 
能力領域與陳述 餐飲初階管

理者 
餐飲中階管
理者 

1. 領導能力   
a.顧客中心   

 激勵與鼓勵員工     
 訓練員工    
 發展正向的顧客關係     
 指導員工    
 領導、教授與勸戒員工     
 處理員工報怨與管理員工問題     
 承認員工問題     
 監督員工    
 促進員工熱承    

b.危機管理   
 有效經營與沉著應對危機情況     

c.組織   
 定義組織和操作問題    
 建立工作團隊    
 處理與簡便的面談    

d.責任   
 管理的涵義和責任，與坦承和秘密的相
關涵義與責任 

 
  

 
  

2. 技術   
 飯廳（Ding-room）管理     
 工作上的衛生知識     

3. 人際關係   
 個人與組織溝通    
 面對不理想的行為    
 應付專業與個人壓力    
 組織中人際間軟性地溝通    

4. 行政管理   
 員工的工作知識任務與時間表    

5. 創新的概念   
 發展新的理念    

資料來源：整理自 Kay & Russette, 2000, pp. 58.  

 

表2-2-3  餐飲職責範圍和管理階層的特定必備能力 

職責範圍和管理階層 
能力領域與陳述 

餐飲初階管理者 餐飲中階管理者 

1. 技術   
 預約管理    

2. 行政管理   
 經營預算的工作知識    
 財務報告的工作知識    

3. 創新的概念   
 組織文化、價值、信念和規範的理解    

資料來源：整理自 Kay & Russette, 2000, pp. 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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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 九項俱樂部管理者能力領域之優先順序 

領 域 順序 

管理 1 
俱樂部會計與財務 2 
人力資源 3 
餐飲管理 4 
俱樂部經營管理 5 
建築與設備管理 6 
行銷 7 
運動與娛樂管理 8 
外界與政府的影響 9 

資料來源：整理自 Perdue, Woods & Ninemeier, 2001, pp. 65.  

 

 

表2-2-5俱樂部管理者最重要且運用率最高的工作能力 

能力 領域 

預算 會計與財務 
財務狀態 會計與財務 
溝通原則 人力資源 
店內溝通 行銷 
資金預算 會計與財務 
員工關係 人力資源 
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 人力資源 
時間關係 人力資源 
管理策略 人力資源 
各項成本控制 會計與財務/ 

人力資源 

資料來源：整理自 Perdue, Woods & Ninemeier, 2001, pp. 63. 

  

 

Christou（1999）之希臘餐旅管理教育初探性研究發現，大部分的餐旅畢業生認為其

在餐旅經營範圍中餐飲經營、住宿服務和櫃檯經營方面，已經獲得適當的理論知識與實

務技巧；而餐旅畢業生期望能盡速地改善外語能力、資訊科技、團隊合作技巧、介紹技

巧、組織技巧、領導能力與激勵的技巧等方面以符合工作環境的需求；餐旅畢業生認為

尚未獲得適當的銷售與行銷、人力資源管理、組織理論和經濟等方面的理論基礎與技巧。

很多受訪畢業生表示轉移技巧（transferable skill）與軟性的技巧（soft skill），包含時間管

理、領導能力與激勵、人際關係技巧與團隊合作的能力，皆是管理與表現自我的必備能

力。畢業生進入企業管理領域所需要的不僅是學科知識的了解，同時也要具備個人的轉

移技能。產業界就業結構的改變，使得社會新鮮人必須擁有自我管理、學習技巧、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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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問題解決和溝通等能力，大學也必須尋求適合的方式來協助學生發展產業界所需

要的轉移技能。隨著全球資訊的盛行，許多企業有自己的網站並利用網際網路來拓展業

務，因此學生也要具備相關的電腦訓練以利未來職場的需求(Littlejohn & Macrosson, 

1999)。「學會如何學習」是決勝的關鍵，加強自己的「邏輯思考能力」、「理解和描述能

力」、「人際溝通和表達能力」、「組織規劃能力」、「英文能力」等，這些 「能力」不會因

為畢業就被淘汰，也不會因為工作的不同，而變得不重要，這就是所謂的「可轉移的能

力」。學習的過程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累積這些可轉移的能力，學生時代如此，就業以

後也是如此，例如：工程師可以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客服工作可以培養自己的「同

理心」和加強與「顧客互動」的能力；業務工作可以訓練「銷售規劃」能力；行政工作

可以建立「幕僚分工」的能力等。幾乎每一樣工作，都可以培養出一種或多種「可轉移

的能力」(蘇守謙，2000)。 

Horng & Wang (2003)指出國際觀光旅館餐廳經理應具備之認知、技能、情意能力項

目，實為餐廳經理人員須優先具備之知能，特別是「具備餐飲服務的專業知識」、「具

備餐飲文化的知識」、「具備處理危機的能力」、「具備餐飲服務的技術」、「具備溝

通協調的技巧」、「以身作則」與「展現專業的工作態度」，如表2-2-6餐廳經理之職責 

與任務項目、應具備之認知、技能、情意整理於表2-2-7。 

領導能力與人際關係能力是未來必要的趨勢，也是成功管理的重要能力因素。身為

領導者應學習的正向態度、多傾聽、保持年輕的好奇心與熱誠、充滿想像力與創造力、

培養幽默的言詞、擁有全球化的企業概念、有效地利用技術及處理勞力缺乏的問題、知

能善任的能力，服務員工時，思考與行為總是以「我們」為信念(Greger & Peterson, 2000)。 

Horng & Wang (2003)對於餐飲管理者必備的專業能力方面提出新的管理哲學，如：

對員工真誠、樂意與其他人分享、尊重他人及採取創新的改變。成功的餐飲管理領導者

之特質歸納為樂意與員工分享、具創意、彈性化、人性化並且針對員工與管理之間作有

效的溝通。低階層管理者在專業技能與人際關係技巧上更為重要，而高階層管理者在概

念技巧方面應該更為重視。此外，餐飲管理者應該擁有電腦能力及統計分析能力，因為

此二項能力在餐廳經營與管理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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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6 餐廳經理人員應具備認知、技能、情意之重要性、出現頻率、未來需求平均數最高
之前五項 

 重要性 出現頻率 未來需求 

認 

知 

具備餐飲服務的專業知識具備食物和酒的
專業知識具備餐食和飲料搭配的知識 
具備餐桌禮儀的知識 
具備餐飲文化的知識 
具備作業分析流程分析的知識 
 

具備餐飲服務的專業知識 
具備餐桌禮儀的知識 
具備餐食和飲料搭配的知識 
具備外語會話的能力 
具備食物和酒的專業知識 

具備餐飲文化的知識 
具備餐飲服務的專業知識 
具備食物和酒的專業知識 
具備餐食和飲料搭配的知識 
具備餐桌禮儀的知識 

技 

能 

具備處理危機的能力 
處理顧客抱怨 
具備餐飲服務的技術 
具備處理緊急事故的能力 
具備決策判斷的能力 
 

具備餐飲服務的技術 
具備與他人相處的能力 
具備溝通協調的技巧 
具備表達能力 
善用肢體語言 

具備溝通協調的技巧 
具備主持會議的技巧 
具備與他人相處的能力 
具備激勵與讚美他人的技巧 
具備行銷的技巧 

情 

意 

以身作則 
對工作積極樂觀 
為自己表現負責 
主動發現及解決問題 
管理自我情緒與壓力 
 

以身作則 
展現良好的儀態 
重視效率 
為自己表現負責 
處事冷靜 

展現專業的工作態度 
樂於創新與改變 
樂於與人分享 
主動發現及解決問題 
重視效率 

資料來源：Horng & Wang , 2003,  pp. 34. 

 
表2-2-7 餐廳經理人員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職責與任務 認知、技能、情意 
1.預算執行及財務管理 

1-1 預估餐廳全年度營業額及各項成本，並與上級
主管商討 

1-2 年度重大採購預算之擬定 
1-3 人事訓練費用之規畫 
1-4 成本、費用之控制與分析 
1-5 利潤之掌控 
1-6 損益平衡表之分析 
1-7 員工薪資預支之簽字核可 
1-11 餐廳特殊的帳務事宜(如:錯帳、跑帳)之審定 
1-12 現場營收安全之管理 
1-13 出納作業(如:現金、簽帳、信用卡、訂金……)
之管理 

2.商品設定 
2-1 與主廚協商菜單 
2-2 商品價格之擬定 
2-3 服務方式之設定 
2-4 餐酒之搭配 
2-5 季節性餐食與飲料之設定 
2-6 現場裝飾物之協助遴選 
2-7 餐檯擺設之設定 
2-8 菜單評估、菜單更新建議之提出 

3.業務行銷 
3-1 產品競爭者之調查 
3-2 市場商圈之調查 

K.認知 
具備旅館組織、營運方針與目標之知識 
具備旅館的章程、規定及相關政策之知識 
具備餐飲文化的知識 
具備食物與酒的專業知識 
具備餐飲服務的專業知識 
具備菜單設計的專業知識 
具備議事規則的知識 
具備管理的知識 
具備成本的概念 
具備市場行銷的知識(如:市場分析、市場特色、消
費者心理、產品定價……) 
具備分析作業流程的知識 
具備餐廳規畫的知識 
具備電腦操作的知識 
具備基本衛生、安全與消防知識 
具備日常社交禮儀的知識 
具備相關的法令、稅務知識(勞基法、食品衛生管
理辦法、消費者保護法、消防法規……) 
具備審美的知識 
具備人力資源的知識 
具備財務的知識 
具備食物營養的知識 
具備企畫的知識 
具備預防意外事故的知識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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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2-7 餐廳經理人員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職責與任務 認知、技能、情意 
3-3 目標客群消費行為之分析 
3-4 消費趨勢建議之提出 
3-5 行銷活動之構想與初步規畫之提出 
3-6 商品之定位、行銷計畫之撰寫 
3-7 行銷活動之執行 
3-8 行銷活動之檢討 
3-9 負責現場之顧客用餐優惠方式的管理(如:餐
券、禮券、折扣、招待……) 

3-10 新客戶之開發及舊客戶之主動連繫 
3-11 贊助廠商合作關係之建立 
3-12 對外各項公共關係之協助推動 

4.人事及訓練之管理 
4-1 員工聘用及異動之掌理 
4-2 員額編制、工作分配之規畫 
4-3 館內其它餐廳人力調配事宜之協調 
4-4 員工各項福利之落實 
4-5 勞資間問題之協助解決 
4-6 服務流程標準作業之制定 
4-7 員工受訓課程之規畫 
4-8 員工在職訓練之督導 
4-9 員工能力之考核 
4-10 員工激勵制度的訂定與執行 
4-11 員工前程之規畫 
4-12 員工關係之建立與維持 
4-13 員工間衝突事前、中、後之管理 

5.行政管理 
5-1 餐廳設備的維護 
5-2 與相關部門協調溝通 
5-3 幹部會議之主持 
5-4 公文撰寫 
5-5 參加餐飲部會議 
5-6 餐廳裝修意見提供 
5-7 消防之訓練 
5-8 團隊士氣之提升 
5-9 工作效率之提升 
5-10 檔案、記錄之維持與管理 
5-11 工作效率提升 
5-12 個人時間管理 

6. 現場管理 
6-1 營業前檢查之進行與督導 
6-2 訂席之管理 
6-3 場地之安排 
6-4 因應業務量之變化，調動現場人力 
6-5 環境清潔與衛生之督導 
6-6 現場氣氛之規畫及營造 
6-7 營業前會議(briefing)之主持 
6-8 員工儀容之管理 
6-9 內外場之協調 
6-10 產品品質與衛生之督導 
6-11 留意顧客之需求、與顧客在營業現場之互動 
6-12 員工機會教育之進行 
6-13 服務、清潔、價值理念之落實 

P.技能 
具備英日語會話的能力具 
具備基本數理運算的能力 
備餐飲管理與服務的技能 
具備品評菜餚與飲料的技術 
具備處理顧客抱怨的技能 
具備分析消費行為的技能 
具備評估消費市場的技能 
具備公共關係的技能 
具備促銷的技能 
具備主持會議的技巧 
具備表達與簡報的技巧 
撰寫公文與計畫 
具備採購、驗收、儲存、發放和盤點的技術 
具備與廠商或客戶議價的技巧 
具備表達能力 
運用肢體語言 
具備教育訓練的技巧 
具備領導統御的技術 
知人善任具備面試技巧 
具備解僱技巧 
具備考核員工的技能 
具備溝通協調的技巧 
具備激勵與讚美他人的技巧 
具備心肺復甦術的技術 
具備遵照緊急事故處理程序的能力 
具備操作消防設備（如：滅火器等）的技術 
具備處理衝突的技能 
具備表演及展現的技能 
具備電腦文書處理的技能 
具備成本控制的技術 
規畫生涯 
具備自我情緒與壓力管理的技巧 
展現優雅的儀態 
蒐集及歸納整理資料 
具備整合的能力 
具備執行計畫的技能 
作判斷決策 
具備統計分析的技術 
具備認人的能力 
具備應對技巧 
具備敏銳的反應能力 

A.情意: 
展現對職業的認同 
展現專業的倫理 
展現敬業的態度 
對工作積極樂觀 
展現守法守時的精神 
為自己表現負責 
以身作則 
堅持品質 
重視重視團隊效率的態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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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2-7 餐廳經理人員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職責與任務 認知、技能、情意 
6-14 清潔維護工作時程表(schedule)之設定 
6-15 營業後檢查之進行與督導 
6-16 工作日誌之管理與檢查 
6-17 員工服務態度之管理 
6-18 配合衛生單位進行衛生抽檢 

7.物料管理 
7-1 物料、耗材之用量管理 
7-2 生財器具維護與保養之督導 
7-3 生財器具採購需求申請之提出 
7-4 採購物料之品質、款式、品牌、數量、價格等
建議之提供 

7-5 採購、驗收、儲存、發放、盤點、領貨作業之
管理 

7-6 控制安全存量 
7-7 呆料之處理 
7-8 與其它餐廳物料之調配 

8.危機預防與管理 
8-1 緊急事故(如：食物中毒、生病送醫、噎住、電
梯卡住、羊癲瘋發作……)之預防與處理 

8-2 顧客抱怨之處理 
8-3 消防安全之管理 
8-4 餐廳內安全（如：瓦斯、地板濕滑、干擾份
子……）之督導 

8-5 竊盜事件之預防與處理 
8-6 意外事故(如:滑倒、跌倒、燙傷等)之處理 
8-7 天災之處理 
8-8 防災訓練(如:安全、地震、天災、防火等)與程
序之執行 

力求計畫週詳、執行徹底 
具備科學化的研究精神 
主動發現及解決問題 
主動學習 
尊重他人 
具備好的品德操守 
樂於提攜後進 
樂於分工合作 
樂於與人分享 
關懷他人 
樂於創新與改變 
展現果斷 
冷靜沈穩的態度 
同理心 
和靄可親 
謙沖 
信任部屬 
有自信 

 

資料來源：Horng & Wang , 2003, pp. 32-34. 

 
Horng & Wu（2002）研究歸納出餐飲連鎖業店經理之「必備能力項目」，包含「控

制食品品質及衛生」、「督導員工保持良好服務態度」等46項；「應備能力項目」包括

「維持檔案記錄的完整」、「召開例行會議」等27項，如表2-2-8 所示。在應具備知能

分析中「必備知能項目」，認知方面包括「瞭解公司營運方針與運作模式」、「瞭解公

司的章程、制度及相關政策」等13項；技能方面包括「具備餐飲服務的技巧」、「具備

品評菜餚與飲料的技巧」等29項；在態度方面包括「展現對職業的認同」、「積極主動，

具企圖心」等25項。而「應備知能項目」者，認知方面包括「具備相關的法令、稅務知

識」、「具備現保知識」等3項；技能方面包括「具備餐廳籌備及規劃的技巧」、「具備

市場評估及開發的技巧」等13項；態度方面則包括「具備科學化研究的精神」及「具備

國際觀」2項，茲分列如表2-2-9 所示。 

店經理必備與應備能力之認知項目中，以「具備管理知識」、「瞭解人際關係的處

理原則」、「具備餐飲基本專業知識」、「具備成本概念」、「具備社交禮儀的知識」

五項最為重要。技能項目中，以「具備激勵與讚美他人的技巧」、「具備與他人相處的

技巧」、「具備認人的能力」、「具備監督技巧」、「具備領導與統御的技巧」五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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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要。態度項目中，以「堅持品質」、「凡事以身作則」、「具責任感」、「勤奮踏

實」、「尊重他人」五項最重要(Horng & Wu, 2002)。 

 

表2-2-8 餐飲連鎖業店經理「必備」與「應備」專業能力一覽表 
職務 必備能力項目 應備能力項目 
A. 
現 
場 
/ 
樓 
面 
管 
理 

A01 因應業務量的變化，調動現場人力 
A02 負責內外場的溝通協調 
A03 負責營業前、中、後環境、設備、器具及安全
的檢查 

A04 控制食品品質與衛生 
A05 督導環境清潔與衛生 
A06 設定清潔維護時刻表 
A08 安排場地 
A09 掌控時間 
A10 規劃與營造營業現場氣氛 
A11 主持營業前教育宣導 
A12 檢查員工儀容 
A13 督導員工保持良好服務態度 
A14 管理及檢查工作日誌 
A15 進行員工機會教育 
A16 管理消防安全 
 

A07配合衛生單位進行衛生抽檢 

B. 
行 
銷 
管 
理 

B08 與顧客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B09 進行顧客意見調查 
B10 建立顧客檔案與追蹤 

B01 執行行銷計劃 
B02 檢討行銷計劃並提出建議 
B03 檢討商品並提出建議 
B04 執行市場商圈調查 
B05 瞭解與分析消費者習性 
B06 提出消費趨勢報告 
B07 負責優惠方式的管理 
B11 協助對外推動各項公共關係 
 

C. 
人 
事 
管 
理 

C01 依營業目標作為人力運用的準則 
C03 掌理員工的異動 
C04 負責店內員工編制及工作分配 
C06 培養優秀人才 
C09 考核員工平日表現 
C11 關切員工生活及各項福利 
C13 維持與員工之間的良好關係 
C14 激勵員工 
 

C02 掌理員工的聘用 
C05 發掘優秀人才 
C07 規劃員工在職教育訓練 
C08 執行員工在職教育訓練 
C10 整合員工考績供人事部參考 
C12 協助解決勞資間的問題 

D. 
財 
務 
管 
理 

D02 控制與分析成本、費用 
D03 預估營業額、各項收入及成本 
D05 掌控利潤 
D06 稽核、管理現金及出納 
D07 管理特殊的帳務事宜 
D10 考核員工出勤紀錄 
 

D01 撰寫與分析損益平衡表 
D04 擬定年度重大採購預算 
D09 核定員工薪資之預支 
 

E. 
行 
政 
管 
理 

E01 宣導、執行及督導公司的計劃與目標 
E03 負責與總公司相關部門進行溝通協調 
E05 提昇行政效率 

E02 擬定本店之營運計劃 
E04 負責店與店之間的溝通協調 
E06 維持檔案記錄的完整 
E07 撰寫公文 
E08 召開例行會議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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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2-8 餐飲連鎖業店經理「必備」與「應備」專業能力一覽表 
職務 必備能力項目 應備能力項目 

F. 
物 
料 
管 
理 

F01 管理及控制耗材與食材 
F02 督導設備的維護與保養 
F04 督導及預估耗材、物料之進貨及使用 
F05 督導採購、驗收、儲存、發放、盤點、領貨之
作業 

F07 控制安全存量 
 

F03 提出採購需求及建議 
F06 處理呆料 
F08 負責與他店物料之調配 

 

G. 
危 
機 
處 
理 

G01 預防顧客抱怨 
G02 處理顧客抱怨 
G03 維護店內安全 
G04 預防意外事故及天災 
G05 處理意外事故及天災 

G06 向上級單位報告重大意外事件 
 

資料來源：Horng & Wu, 2002, pp.5-7. 

 

表2-2-9 餐飲連鎖業店經理「必備」與「應備」認知、技能與態度 
 必備基本知能 應備基本知能 

(一) 
認 
知 
 

K01 瞭解公司營運方針與運作模式 
K02 瞭解公司的章程、制度及相關政策 
K03 具備餐飲專業知識 
K04 具備管理知識(如人事管理、行政管理、現場管

理…) 
K05 具備議事規則的知識 
K06 具備成本控制及財務分析的知識 
K07 具備市場行銷的知識 
K08 具備餐廳規劃與設計的知識 
K09 具備作業流程分析的知識 
K10 具備社交禮儀的知識 
K11 瞭解人際關係的處理原則 
K13 具備衛生、安全與消防知識 
K16 具備人文素養 
 

K12 具備相關的法令、稅務知識 
K14 具備環保知識 
K15 具備相關證照 

(二) 
情 
意 
 

S01 具備餐飲服務及管理的技巧 
S03 具備品評菜餚與飲料的技巧 
S04 具備分析消費行為的技巧 
S06 具備公共關係的技巧 
S07 具備業務行銷的技巧 
S08 具備拓展新客戶 
S11 具備主持會議的技巧 
S12 具備表達與簡報的技巧 
S14 具備領導統御的技巧 
S15 具備督導技巧 
S16 具備教育訓練的技巧 
S18 具備聘僱或選擇合適員工的能力 
S20 具備溝通協調的技巧 
S21 具備與他人相處的能力 
S22 具備激勵與讚美他人的技巧 
S24 具備認人的能力 
S26 具備緊急事故處理的能力 
S27 具備靈活應變的能力 
S28 處理顧客抱怨能力 

S02 具備餐備籌備及規劃的技巧 
S05 具備市場評估及開發的技巧 
S09 具備市場採購的技巧 
S10 具備與廠商或客戶議價的技巧 
S13 撰寫公文及計劃 
S17 具備面試技巧 
S19 具備解僱技巧 
S25 具備緊急事故處理的能力 
S29 具備企畫能力 
S33 具備電腦及軟體應用技術 
S34 蒐集及歸納整理資料技巧 
S35 具備統計分析技巧 
S36 具備規劃生涯能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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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2-9 餐飲連鎖業店經理「必備」與「應備」認知、技能與態度 
 必備基本知能 應備基本知能 

(三) 
技 
能 
 

S30 具備決策判斷能力 
S31 組織執行計劃的能力 
S32 具備組織人、事、物之能力 
S37 具備台語會話能力 
S38 具備外語會話能力 
S39 具備基本數學能力 
S40 鑑當與學習美好事物的東西 
S41 具備創造力 
S42 具備獨立思考/分析能力 
 

 

(四) 
態 
度 
 

A01 展現對職業的認同 
A03 積極主動， 具企圖心 
A04 具責任感 
A05 勤奮踏實 
A06 堅持品質 
A07 重視團隊效率 
A08 力求計劃週詳，執行徹底 
A09 凡事以身作則 
A10 公正無私 
A11 能接納別人的意見與建議 
A12 樂於提攜後進 
A14 主動發現及解決問題 
A15 保持良好學習態度，不斷追求新知 
A16 有良好的品德修養 
A17 管理自我情緒 
A18 展現守法的精神 
A19 展現良好的儀態 
A20 尊重他人 
A21 關懷他人 
A22 展現和靄可親的態度 
A23 樂於創新與求變 
A24 展現敏感度與前瞻性 
A26 做事果斷 
A27 處理冷靜從容 

A13 具備科學化研究的精神 
A25 具備國際觀 

資料來源：Horng & Wu, 2002, pp. 10-12.  

 

教育部一貫課程規劃方案，針對餐旅群預定培育之人力，發展出一系列的能力內

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餐旅群之專業能力包含(1)全球餐旅相關產業的認識；(2)餐旅產

品的製作與行銷；(3)餐旅產品的開發與經營; (4)餐旅人力資源規劃與管理。專科學校餐

旅群之專業能力則包含(1)進階餐旅英文與會話；(2)職場安全與衛生能力之培養；(3)餐旅

相關產業的認識; (4)餐旅基本服務技巧; (5)餐旅產品的製作; (6)銷售及餐旅基礎管理能力

(技職體系課程綱要，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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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化餐旅管理應備的專業能力 

Kriegl (2000)研究指出駐外的經理人(expatriate managers)之國際化餐旅管理重要的技

能方面，文化的敏感性比科技的專業技術還更重要。駐外的經理要擁有開放的心胸及高

度的文化敏感性，有利於協商時應對不同的習俗。此外尚有人際關係、彈性管理、領導

能力、積極性、多元文化能力、有效利用有限資源、了解國際業務、興趣、國際禮儀、

壓力管理、 職務技能與科技技能等重要技能。 

成功的駐外的經理人最理想的兩項特質分別是與人有關的技巧(people skills)與適應

性、彈性和寬容的人格特質，而前六項理想特質之中就有五項屬於人際關係和社交技巧，

遠遠超過技術性技巧，如表 2-2-10 (Shay & Tracey, 1997)。篩選標準包含適應能力、人際

關係及技術能力。因此，成功的駐外經理必須具備適應技巧、人際關係技巧及文化壓力

管理等重要的技巧(Feng & Pearson, 2002)。 

發展國際餐旅管理技能中最有效的五種技能訓練，分為語言訓練、文化素養專題討

論、不同文化間的顧問指導、角色扮演及國外概述。針對駐外的經理人最有效的文化經

驗訓練為海外實習、海外研究與國際旅遊以及國際管理研究等活動。課程訓練方面則著

重於國際經驗、外國語言研究、國際性管理研究和移居國外的實際技能訓練。此外尚有

其他的活動，如商業學校所提倡的國際管理研究與實習、研究課程與旅遊海外課程，職

務與技術上的訓練也包含在內 (Kriegl, 2000)。 

 

表2-2-10 成功的駐外的經理人之理想的特質 
理想的特質 排名 

人際技巧 1 
適應性、彈性和寬容 2 
情緒成熟 3 
業界經驗 4 
自我肯定 5 
擔任國外任務的動機 6 
職務經驗 7 
技術性技巧 8 
機智性技巧 9 
國際性經驗 10 
忠誠度 11 
語言技巧 12 

資料來源：整理自Shay & Tracey, 1997, p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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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綜歸上述餐飲管理者應具備的專業能力，主要包含餐飲專業知識、人際關係、領

導能力、溝通與語言能力、轉移技巧、電腦能力、行銷管理等相關能力，如表2-2-11所

示。此外，為了因應餐旅國際化的時代潮流，餐飲管理者的工作範圍已經不再只侷限於

本國領域，身為未來的餐飲管理者必須進一步培養國際觀及駐外經理人的專業特質，如：

多元文化能力及文化敏感性、適應性、彈性和寬容、壓力管理、情緒管理及國際性經驗

等能力(如表2-2-12)。 

 

 

表2-2-11 餐飲管理應備的專業能力相關研究 

研究者 時間 研究對象 管理必備能力 

Agut, Grau, & 
Peiro′  

2003 西班牙旅館與餐廳
管理者 

♦ 技術管理能力如：行銷─行銷與市場分析、財務
與會計─財經管理、品質管理─服務品質管理、
顧客關心的服務品質─顧客形象與行為。 

♦ 一般管理能力包含自我調整與自我控制的能
力，也包含其他個人特質，如：態度、動機、或
是個人特質 

 
Christou 1999 希臘餐旅畢業生 ♦ 餐旅經營理論知識與實務技巧(餐飲經營、住宿

服務和櫃檯經營) 
♦ 外語能力 
♦ 資訊科技 
♦ 團隊合作技巧 
♦ 介紹技巧 
♦ 組織技巧 
♦ 領導能力 
♦ 激勵的技巧 
♦ 銷售與行銷 
♦ 人力資源管理 
♦ 經濟理論 
♦ 轉移技巧 
♦ 軟性的技巧 
 

Horng & Wang  2003 國際觀光旅館餐廳
經理 

♦ 具備餐飲服務的專業知識 
♦ 具備餐飲文化的知識 
♦ 具備處理危機的能力 
♦ 具備溝通協調的技巧 
♦ 以身作則 
♦ 展現專業的工作態度 
♦ 人際關係技巧 
♦ 電腦能力 
♦ 統計分析能力 
♦ 領導能力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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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2-2-11 餐飲管理應備的專業能力相關研究 

研究者 時間 研究對象 管理必備能力 

Horng & Wu 2002 餐飲連鎖業店經理 ♦ 具備管理知識 
♦ 瞭解人際關係的處理原則 
♦ 具備餐飲基本專業知識 
♦ 具備成本概念 
♦ 具備社交禮儀的知識 
♦ 具備激勵與讚美他人的技巧 
♦ 具備與他人相處的技巧 
♦ 具備認人的能力 
♦ 具備監督技巧 
♦ 具備領導與統御的技巧 
♦ 堅持品質 
♦ 凡事以身作則 
♦ 具責任感 
♦ 勤奮踏實 
♦ 尊重他人 
 

Kay & Russette 2000 餐飲中高階管理者 ♦ 創新的概念 
♦ 領導能力 
♦ 人際關係 
♦ 行政管理 
♦ 技術 
 

Littlejohn & 
Macrosson 

1999 企業管理領域畢業生 ♦ 轉移技能 
♦ 自我管理 
♦ 學習技巧 
♦ 團隊合作 
♦ 問題解決 
♦ 溝通等能力 
♦ 電腦能力 
 

Perdue, Woods & 
Ninemeier  

2001 俱樂部管理者 ♦ 管理 
♦ 人力資源 
♦ 餐飲管理 
♦ 會計與財務 
♦ 行銷 
 

蘇守謙 2000 e世代人 ♦ 學會如何學習 
♦ 邏輯思考能力 
♦ 理解和描述能力 
♦ 人際溝通和表達能力 
♦ 組織規劃能力 
♦ 英文能力 
♦ 轉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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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12 國際餐旅管理者應備的專業能力相關研究 

研究者 時間 研究對象 管理必備能力 

Feng & Pearson 2002 駐外經理 ♦ 適應技巧 
♦ 人際關係技巧 
♦ 文化壓力管理 
 

Kriegl 2000 駐外經理 ♦ 擁有開放的心胸 
♦ 高度的文化敏感性 
♦ 人際關係 
♦ 彈性管理 
♦ 領導能力 
♦ 積極性 
♦ 多元文化能力 
♦ 有效利用有限資源 
♦ 了解國際業務 
♦ 興趣 
♦ 國際禮儀 
♦ 壓力管理 
♦ 職務技能 
♦ 科技技能 
 

Shay & Tracey 1997 駐外經理 ♦ 人際技巧 
♦ 適應性、彈性和寬容 
♦ 情緒管理 
♦ 業界經驗 
♦ 自我肯定 
♦ 擔任國外任務的動機 
♦ 職務經驗 
♦ 技術性技巧 
♦ 機智性技巧 
♦ 國際性經驗 
♦ 忠誠度 
♦ 語言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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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影響學生專業能力之因素 

一、實習對學生專業能力的影響 

(一) 從餐旅業者的觀點看實習 

實習或實用性的工作經驗是大多數美國餐旅課程中必備要項，餐旅雇主與教育者皆

認為實習對於預備就業的學生是重要的。餐旅業界認為轉換實習單位，可提高學生實習

經驗，促使工作經驗能涉略監督管理或是線上操作職位，提供不同的訓練課程，為實習

經理人及永久的職位作預備（Stalcup, 2002）。 

Stalcup（2002）研究發現大部分的招聘人員偏愛擁有第一線餐旅經驗的應試者，只

有少數的招聘人員偏愛擁有監督管理經驗的應試者，兩者具有顯差異。就餐旅業的觀點

而言，實習是有益的，工作經驗是招聘面試中的重要考量因子。 

Lefever & Withiam (1998)指出業界非常肯定實習的重要性，並支持實習制度，就理

想的實習與工作需求而言，經驗內容更勝於職責任務的本質，並期望學生能夠有機會充

分的經歷專業組織的各項部門，先前的工作經驗或實習能夠幫助學生轉換學界與業界之

間的過渡時期。 

 

(二) 實習對學生工作態度改變的影響 

大部分的餐旅畢業生認為業界實習能讓其更明瞭餐旅與觀光產業現況與未來自我

的職業定向，雖然當時他們並沒有做好工作職責的心理準備，但是業界實習能讓其體驗

真實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在畢業後擔任第一份工作時，餐旅畢業生更有信心地面對所遇

到的困難(Christou, 1999)。 

Sciarini & Woods (1997)調查影響餐旅學生選擇第一份工作的因素，指出工作經驗或

實習會影響學生對於公司組織的概念。Chan, Chan & Qu（2002）研究探討香港與中國大

陸的旅館學生在實習前後對於選擇工作態度的重要性，發現實習之後以「良好的晉升與

成長機會」為選擇工作最重要的標準，而「繼續訓練課程」與「與人工作愉快」為第二

和第三重要。此外，「合理的工作時數」、「公司部門的個人忠誠度」與「增加責任機會」

經實習之後其重要性也增加。 

在實習之後，餐旅畢業生對於工作的期望如：「獲得更高的獎金與薪資」、「穩定的

工作時數」、「發展技能的機會」、「更好的工作保障」、「與人接觸」和「良好的人際關係」

顯著提升（Chan, Chan & Qu,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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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修祥和陳麗文（2000）的高雄市高職餐飲管理科應屆畢業生就業意向之探討研究

結果指出有八成的受訪者曾經有過實習或工讀的經驗，有近五成的學生認為實習或工讀

經驗有正面的影響，顯示實習或工讀經驗對於學生在工作技能及人際關係上均有實質的

幫助，值得學校與建教合作之機構持續努力，發揮更大之功效。 

總而言之，實習關係應秉持相輔相成的良性循環，推展雙方合作互惠的關係原則，

以達成產學合作三贏策略：（1）學生能具備就業的基本能力；（2）學校能提升產業的研

發水準；（3）產業界能達到技術生根的目的（陳鴻慶，2000）。落實「實用」之目標，使

實務與理論互為印證。學校積極嚴格培訓學生，讓學生能夠進入業界立即可投入工作行

列，且學生的專業能力及態度受到業界之肯定與讚譽。 

學生認同專業化，認為管理者與領導者均必須證明自己的專業性行為表現，專業化

對於管理者而言比員工更形重要。Gilmore & Gregoire (2001)研究中指出專業是公平地對

待所有員工、專業是被激勵學習、專業必定有高尚的倫理、學生應該被期望具備專業行

為，以及學生在學期間如何展現專業行為會影響未來工作的專業行為等五項專業行為，

經實習後比較有顯著改進。實習的目的是有效地改變學生的專業態度，未來餐旅教育者

的挑戰不僅僅是發展學生專業知識之外，更重要的是培養學生專業行為。 

餐飲實務經驗在旅館管理者職涯發展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要到達一般管理者的職

階絕大部分必須經歷餐飲部門的工作經歷。因此，餐飲實務經驗可以幫助年輕的管理者

經由這樣的訓練管道晉升至更高的位職。傳統的餐飲實務仍然是受到旅館管理的重視，

對於學生的職涯發展也是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Ladkin, 2000)。 

 

二、其他相關因素對學生專業能力的影響 

餐旅業實施招聘面試時，除了考量實習或工作經驗等重要因子之外，人格、教育背

景/主修、動機與貢獻/行為也列為面試時關鍵性的考量因素之一（Stalcup, 2002）。 

就不同科系之技職大專院校學生評定前十項能力一致者有：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

電腦能力、語文能力、壓力調適能力、溝通技巧能力及人際關係等六項。其他如：情緒

管理能力、生涯規劃能力、學習壓力及生活禮儀能力四項，不同科系學生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性別的學生一致評定為前十項能力有：專業知識與實務能力、電腦能力、語文能力、

壓力調適能力、溝通技巧能力、情緒管理能力、生涯規劃能力及學習能力等八項。其餘

二項能力，不同性別學生有不同的看法。男生認為人際關係能力、時間管理能力二項應

為學生前十項能力，女生則認為法律知識能力、生活禮儀能力二項應為學生前十項能力

(黃進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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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歸納上述，影響學生專業能力的相關因素有性別、學制、科系、意願與實習經驗等

相關因素 (如表2-3-1)。本研究將就其相關因素進行調查，進一步瞭解性別、學制、科系、

意願與實習經驗等影響因素與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應屆畢業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

之關係。 

 

 

 

表2-3-1 專業能力影響因子相關文獻一覽表 

研究者 時間 研究對象 影響因子 

Chan, Chan & Qu 2002 香港與中國大陸的旅館學生 實習 
 

Christou 1999 希臘餐旅畢業生 實習 
 

Gilmore & Gregoire  2001 餐旅課程學生 實習 
 

Ladkin 2000 旅館管理者 餐飲實務經驗 
 

Lefever & Withiam  1998 餐旅業者 實習 
 

Sciarini & Woods  1997 餐旅學生 實習 
工作經驗 
 

Stalcup 2002 餐旅業招聘人員 餐旅經驗 
人格 
意願 
貢獻/行為 
教育背景/主修 
 

黃進南  1999 技職大專校院學生 學制/科系 
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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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需求評估之探討 

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是一種透過資料收集、整合與分析，進而了解目前狀況與

預期狀況之間的差異。進一步依據評估目標排列需求的優先順序。進行大專校院餐飲(旅)

管理系科應屆畢業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的需求評估之前必需明白需求的意義，以瞭解需

求評估的目的、需求評估的步驟與方法。以下將依序對需求的意義、需求評估的意義、

需求評估理論基礎與模式、需求評估的步驟與方法四部份做探討。 

 

一、需求的意義 

需求的定義是指現在或最開始時的狀態經某些改變狀態之後所形成的差距。需求亦

是一種生理與心理的狀態，馬斯洛將人類需求分為七個階層：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

與隸屬需求、尊重需求、求知需求、美的需求與自我實現的需求。以差距觀點來看，需

求是一種差距，一種目前的結果與預期的結果之間的差距。差距越大表示需求越大。以

分析的觀點而言，需求著重於現在所具備的能力和未來所需要能力之間的差異(楊美雪，

1996)。 

差距的內涵通常包括了個體對於知識、技能的專精程度與成就地位在現狀與期望間

差異的情形，在組織心理學上的「期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的探討，即是將個體

對行為結果的期望與該結果的期望值，視為是影響需求滿足的重要變項（林聯喜，2000）。 

需求的基本理念是為了瞭解社會財產的分配，進而定義或評估需求並且採取適當的

方法。首先，有效地利用間接(secorndary)的資料，例如：收集與需求目的相關的其他資

源。然後直接從需求評估對象身上收取真正需求的資料，此項也是較困難之處。需求的

定義會受到專業人士或專家個人價值觀或興趣的影響，產生經驗上的需求落差(Janie, 

1996)。 

何青蓉(1995)歸納出需求為五個方面包括： 1. 人性基本需求、感覺或表達需求、規

範需求、比較需求及其他需求。人性基本需求指的是一種驅力，是內在的而非學習而來

的狀況，這類的需求不會影響教育或倫理上的決定。 

2. 感覺或表達需求(felt or expressed need)包含需要(want)、渴望(desire)或興趣，感覺

需求會受到其他需求所限制，並且可能不是真正的需求，而是被膨脹的狀況，或許也無

法被具體表達出來。 

3. 規範性需求(normative need)是指可欲的標準與實際存在標準之間的一種不足

(deficiency)或差距(gap)。規範需求常被稱為真正的需求，並且含有價值判斷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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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較需求(comparative need)：比較需求意指經由比較接受服務者與未接受服務者

的特質評估結果。 

5. 其他需求包含操作或過程的需求及教育或學習的需求，教育需求隱含教育為學習

者提供適當的學習經驗。 

綜合以上各述，需求意指實際狀態與目標狀態之間有差異存在，需求評估以此概念

為基礎，首先必須選擇並決定其目標狀態，並利用收集資訊來確認現在狀態的關係，比

較以後發現之間的差異然後決定需求為何。  

 

二、需求評估的意義 

需求評估是一種社會制度，一種潛在信念、價值觀和假定的建構(Donald, Meiller, 

Lorna & Gene, 1987)。在討論需求評估時首先必須考量參與的目的為何，並且透過更多

的相關單位互相合作以利於收集有效益的資源和服務去符合人類的需求。需求評估是一

種用以減少期望狀態與實際狀態間差距的工具（莊國鋯，2001），利用需求評估確定實

際與預期結果間之差距，然後排列差距優先順序，並選定最重要者加以解決的程序。需

求評估過程中包含三大特質：分析學習者的特質、界定評估的主題及描述需求的範圍

等，以提供活動或決策制訂之參考（林聯喜，2000）。歸納上述，對「需求評估」界定

可以說是一種過程，此項過程須透過資料收集、分析與適當的方法導引整個計畫，讓計

畫實施能夠隨時有所依循，發現現況與預期理想狀態間的差距，並且依照評估目的、排

列優先順序，以提供合理的決策。 

 

三、需求評估理論模式 

何青蓉(1995)歸納出六類需求評估模式：個人自我實現模式、個人自我鑑定模式、

系統缺乏模式、診斷或醫療模式、分析模式及民主模式。Stufflebean(1985) 分析各種需

求定義，歸納出不同的需求觀點 (轉引自蔡靜芳、高薰芳，1998)：1. 差距觀點(discrepancy 

view)：需求是一種目前時有的狀態與目前應有的狀態之間的差距。2. 民主觀點

(democratic view)：個人與團體自身的感覺，又稱要求觀點。3. 分析觀點(analytic view)：

現在具備的能力與未來所需的能力之間的差異，是一種未來導向的觀點，考量未來而彌

補眼前之不足。4. 診斷觀點(diagnostic view)：因為缺乏某物將導致某種損害的需求。 

Kaufman (1993)提出執行需求評估的有效模式─「組織要素模式」(Organization 

Elements Model-OEM)，包含五項要素(轉引自蔡靜芳、高薰芳，1998)：1. 輸入(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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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目前所有的軟硬性資料。2. 過程(process)：是增進學習所用的各種方法，包含課程、

教學、輔導與訓練等。3. 產物(product)：如學習者的知識、技能與態度等。4. 輸出(output)：

如教育機構的總成果。5. 成果(outcome)：如學生自我實現程度的結果。 

 

四、需求評估方法與步驟 

需求評估是調查需求和定義未來優先行動的程序，透過需求評估可以獲得最有利的

知識並且有效地將資源分配給缺乏的部份(Gaber, 2000)。 

(一) 需求評估的策略 

需求評估策略(Needs Assessment Strategy)的考量項目包括(Donald, Meiller, Lorna 

& Gene, 1987)： 

1. Who：評估者是誰？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是誰企圖去了解、影響和解釋評估，

這是很重要的，因為不同的組織、政策制定者或領導者所追求的事件概念不

盡相同。 

2. Whose：接受評估的對象是誰？針對需求概念化而言，定義需求問題的形成會

影響選擇的方法。不同的需求問題理論存在不同的需求概念。 

3. What：(1)目標(purpose)是什麼？需求評估的目標除了政策和行政管理目標之

外，需求評估的類型多利用於團體或社區。(2)問題(question)是什麼？要問什

麼問題？以傳統分類而言，以往我們習於的描述性需求類型，如：健康照護

與教育等，未來有效的需求評估策略致力於發現創新的問題。(3)資源(resource)

是什麼？每一種需求評估方法著重點不同，所以採用方法時必須依據評估的

對象加以考量，尋求有效的資料來源。 

需求評估(needs assessment)需要深入考量評估的方式，利用資訊收集針對現今不

被重視或缺乏的部份做適當的建議。Fernando (1995)發展需求評估目的與計畫的四

個步驟： 

1.  誰(Who)：定義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 

2.  是什麼(What)：列出預期結果(expectation)。 

3.  為什麼(Why)：發現(findings)的重要性。 

4.  設計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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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美雪（1996）歸類出需求評估的七個順序可分為：1. 目標收集：儘量收集可

能目標，不做價值判斷。資料收集方向以長期收集固定對象或短期收集不定對象的

資料，收集資料工具有問卷調查法、檔案閱讀、訪談、討論等。2. 目標分類：將

目標作有系統的層次分類。3. 確定目標：確定欲求結果的性質，進而尋求滿足的

方案。4. 調查差距：目前的結果與預期的結果之間的差距。5. 排列需求之優先順

序：考量各項因素，如：金錢、時間、需求量等，決定需求優先順序。6. 陳述需求：

包含評估的對象、方法、目標行為、目前情形與預期情形。7. 評鑑：需求評估的內

容與程序需仔細評鑑，合乎有用性、實際性、正當性及正確性，以確保提供適切有

效的資訊。 

不同的需求評估模式，歸納需求評估的程序，實行需求評估時，掌握有效的需

求評估步驟，以明確收集適切的資料進而探討需求評估的結果。因此，在實行需求

評估時，評估方法與工具的選擇是需求評估上的重要步驟。 

 

(二) 需求評估的方法 

需求評估的方法非常多元，如較為常見的有十三種，包括：訪談、問卷調查、

觀察、小組討論、記錄/報告、諮詢管理者、態度研究、評鑑中心法、工作考核、諮

詢委員、工作抽樣調查、測驗、系統及程序的轉變等，應用在教育訓練的需求評估

方式大致有實地觀察、問卷調查、訪談法、與工作分析等方法（吳政達，1997）。 

需求評估方法(Needs Assessment Approaches)可分為社會調查(Social Survey)與

間接分析(Secondary Analysis)。社會調查包含一般人口調查(General Population 

Survey)、目標人口調查(Target Population Survey)、服務提供者調查(Service Provider 

Survey)及關鍵資訊提供者調查(Key Informant Survey)。間接分析則包含社會指示者

的回顧(Review Of Social Indicator)和行政管理與管理者紀錄的回顧(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nd Managerial Records)兩部分(Donald, Meiller, Lorna & Gene, 

1987)。Fernando (1995)提到五種需求評估的方法：1. 間接資料(secondary data) ; 2. 訪

談(interview)；3. 關鍵資料提供者(key informant)；4. 小團體(small group)；5. 預測 

(forecasting)。 

Janie(1996)就需求評估的方法加以探討，依據不同的目的和採用的資料類型大

致上可分為存在(或間接)資訊(existing；secondary information)的收集與分析和新(或

原始)資訊(new；primary information)的收集與分析，而兩種資料的應用主要是根據

需求評估的目標、可利用的資源及需求概念化(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need)，其中間

接資料的應用由於非直接來自需求目的所得到的資源，因此單獨採用就需求評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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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面來說較為困難。需求評估建議採取不同的方法與手段，如：量化(quantitative)

研究與質性(qualitative)研究，存在資訊和新資訊的收集與分析互相配合，藉此提供

更完整的藍圖。 

無任何一種需求評估方法能將所有資料及訊息意見完全納入，最有效之需求評

估方法乃是融合多種需求評估方法的優勢，以追求資料的完整性。在考量需求評估

的目的、時間、經費等限制之後，採用適當的評估方法與實施程序，確保尋求最真

實的資訊。 

小結 

本研究將依據差距理論的需求評估觀點，分析目前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應屆

畢業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自評程度(目前的狀況)與知覺應具備程度

程度(預期狀況)之間的差距，整理先前研究之研究方法於表2-4-1，本研究採取問卷調查

方式收集現今大專校院餐飲(旅)管理系科應屆畢業生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相關資料並進

行分析，以了解其餐飲管理專業能力之需求。 

 
表2-4-1 餐飲與餐旅管理專業能力相關研究之研究方法歸納表 

 研究者  時間 研究對象 研究方法 
Chan, Chan & Qu 2002 香港與中國的旅館學生 

 
問卷調查法 

Christou 1999 希臘餐旅畢業生 
 

問卷調查法 

Feng & Pearson 
 

2002 駐外經理 問卷調查法 

Gilmore & Gregoire  
 

2001 餐旅課程學生 問卷調查法 

Horng & Wang 
  

2003 國際觀光旅館餐廳經理 問卷調查法、DACUM法、
訪談、文件分析法 

Horng & Wu 
 

2002 餐飲連鎖業店經理 問卷調查法、DACUM法、
文件分析法 

Kay & Russette 
 

2000 餐飲中高階管理者 問卷調查法 

Kriegl 
 

2000 駐外的經理 問卷調查法 

Ladkin 
 

2000 旅館管理者 問卷調查法 

Perdue, Woods & Ninemeier  
 

2001 俱樂部成功管理者 問卷調查法 

Sciarini & Woods  
 

1997 餐旅學生 問卷調查法 

Shay & Tracey 
 

1997 駐外經理 問卷調查法 

Stalcup 2002 餐旅業招聘人員 問卷調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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