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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說明研究問題的背景與動機以及研究目的，並針對重要名

詞及研究範圍進行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然資源、資本、技術和人力是國家經濟發展所仰賴的四大要

素，也是企業生產與經營的關鍵元素。依其本質而言，前兩者屬於有

形資源，後兩者屬於無形資源，其中技術是指勞動力的技能展現與產

業所擁有的專業技術，人力是指勞動力的品質和量以及管理者的能

力、洞見，兩者均和人有密切關聯。在 1980 年代以後，經過第三波

經濟革命的洗禮，世界進入知識經濟的時代，且服務業抬頭，「人力

資源是最有價值的財產」的觀念盛行，全球各國為提高競爭力，均體

認人力資源發展與管理的重要，強調組織資源的管理，並將其視為國

家整體經濟規劃之一環。

所謂人力資源是指組織內與員工有關的資源，包括員工的時

間、技術、知識、態度、精神、健康等資源，而人力資源管理包括組

織內人力資源的開發、培育、運用、考核和管制的一切過程和活動（林

欽榮，2002），換句話說，即包括員工的職涯規劃與組織的職涯管理。

許多學者認為員工職涯發展不只是員工個人的問題，也是企業機構的

問題，且職涯發展是個人職涯規劃及組織職涯管理互動的結果，應包

括個人面與組織面的分析，使個人職涯發展目標和組織發展目標相互

契合，達到雙贏的程度，組織協助員工作好職涯規劃與發展，不僅有

利於個人的成長與發展，也有助於組織人力資源的開發與管理，進而

創造組織經營績效（Gunz & Jalland, 1996；Schein, 1978；林欽榮，

2002）。由此可知，人力的甄選、任用、訓練發展、評估與潛能激發

等為人力資源管理的重心，也就是員工的職涯發展與管理，近年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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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組織人力資源管理與研究的熱門議題。

Kanchier & Unruh (1988)指出職涯發展是一連串的工作轉換所

構成，職涯轉換是個人工作生活成長及發展的脈絡。過去數十年來，

代間流動（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研究一直主導社會階層化

領域的發展，不過，近年來，代內流動（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研究儼然成為主流的趨勢，而代內流動研究主要就是集中

於探討個人的職業生涯流動（career mobility）過程（陳信木，

1998）。近年來，無論國內外，員工在職涯上似乎已普遍存在一種多

變的（protean）與動態的（dynamic）職涯發展現象（Finegold, Wagner

& Mason, 2000；陳信木，1998），員工的職涯發展並非固定不變的，

已由傳統的垂直路徑轉變為自我驅動的多樣變化的職涯路徑，在不同

的組織間或行業間進進出出轉換，員工終其一生只在一、二家公司工

作的現象愈來愈少見。這種現象的產生激起兩個層面的思考，一個層

面是：職涯轉換對個人或組織而言是負面的或正面的？第二個層面

是：員工對組織忠誠度下降的現象是因為員工個人特質使然？或是組

織管理制度未符合員工職涯發展需求所致？亦或是社會文化價值使

然？值得深入探究。

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民國 92年我國服務業產值占國內生產

毛額（GDP）的比重為 67.8%，服務業就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重

為 57.9%，這顯示我國的經濟已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體系。

另外，93 年 11 月 15 日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核定實施，並於 94 年

4月 12 日公佈之「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中也指出，為因應

知識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改變及提升國民生活品質，研訂以服務

業發展再創台灣經濟奇蹟為願景，並以提高附加價值，創造就業機會

為二大主軸。未來服務業發展以年平均成長率 6.1％為目標，服務業

的產值於 2008 年將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達 71.4％；服務業

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則達 60％，並以服務業支援農業及工業的

發展，持續各產業的成長動能，使整體經濟成長率達 5％以上。由此

可見，服務業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重點行業。而經建會（2005）規劃的

12 項服務業中觀光服務業即為其中之一，其範疇包括旅行業、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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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業、旅館業、觀光遊樂業、民宿及會議展覽業等，因此，旅館業

是國內整體觀光服務業的重要一環。而我國觀光旅館又以國際觀光旅

館為主力。因此，在國家大力推動觀光服務業的政策下，針對國際觀

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的職涯發展情形進行研究，瞭解影響其職涯發展

的歷程及影響因素，對飯店的人力資源管理與經營品質而言是刻不容

緩之事，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

然而，行政院主計處「九十三年台灣地區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

查結果綜合分析」指出，各事業勞力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因應員工的職

業流動性需求與離職所致，服務業尤為嚴重，其中又以運輸倉儲及通

信業、住宿及餐飲業的流動率最高，前者員工流動率為 75.85％，後

者為 71.36％，分居所有行業員工流動率的前兩名，且住宿及餐飲業

的各類職務的短缺持續情形依其嚴重性排序為專業人員、服務人員、

機械工、主管及監督人員、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事務人員、非技

術之體力工。由該項統計資料可知，餐旅業主管及監督人員的職涯流

動的嚴重性。

餐旅業的員工離職率（turnover rate）普遍很高，一直是近年來

餐旅業面臨的最大壓力之一（Birdir, 2002；Lashley, 2001）。而員工的

職涯流動或轉換，依人力組織階層又可分為基層員工的轉換與主管階

層的轉換。鍾燕宜（1998）認為對於員工的職涯轉換不應再存有僵化

的負向評價，其對組織的影響主要是看「誰」及「時間」而定。一般

而言，績效較好的員工或主管的離職時間太早或在不被預期的時間內

轉換工作，則會對組織造成較大的負面影響，而績效較差的員工提早

離職或轉換職涯，反而是組織樂見的。許多研究也都認為主管的離職

或轉換，對企業所造成的損失遠高於基層員工的轉換（Hinkin &

Tracey, 2000；Ladkin & Riley, 1996）。基層員工的能力訓練所花費的

時間較短，勞力替代性大，而主管的職能精熟的養成就需耗費較長的

時間，是否能找到一個能力相當又對組織系統與文化了解的替代人

力，對人力資源管理來說是高難度的挑戰，因此，主管的離職或轉換

對組織是非常損傷的，所造成的間接成本難以估計。

再者，從職涯發展的整體歷程來看，職業生涯內涵包括職涯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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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職涯準備、職涯選擇（決定）、職涯適應、職涯建立與維護、職

涯滿足、職涯阻隔與職涯轉換等（張添洲，1993），複雜且冗長，跨

越整個生命歷程的大部分。因此，職涯發展研究的對象宜以經驗豐

富、資歷深、歷經各種職涯發展內涵的對象為佳。根據美國管理協會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AMA），職涯發展之適用對象

仍以主管為第一優先。許多學者也認為主管的職涯發展是最主要能影

響公司的策略方向及長期成功的元素，故研究主管的職涯仍屬優先事

項（余朝權，1997；Ruddy, 1989）。由於主管的職涯發展歷程較完整，

在職場的資歷較久，對其職涯發展進行探討，一來可對整個職涯歷程

有較完整的瞭解，二來餐飲部門主管職涯發展至今仍未離開本業，且

能獲得主管的職位，若對其背後形成的原因及影響因素能深入了解，

將有助於基層員工的職涯發展，同時也使本研究結果能更具正向、激

勵性。

職涯發展或生涯發展的研究在國內的學術領域中，尤其是成人

發展的領域，一直是重要且受到關注的，但是在餐旅業人員的職涯發

展研究卻較缺乏，而在少量的相關研究中，又多著力於基層員工的離

職傾向的探討，很少以主管為研究對象，探討餐旅相關行業人員的整

體的職涯發展情形與影響因素。因此，更加堅定本研究之必要性，期

能對我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展進行研究，以獲

得職涯歷程、發展情形與影響因素之完整性資料，掌握職涯發展的關

鍵因素，進而對餐飲人力培育及人力資源管理有所裨益。

早期的職涯發展學者如 Parson、Levinson，認為職涯發展是直線

的、不可逆的過程，往往忽略了時間的變遷及多重情境間的動態交互

作用的影響。近代學者對職涯發展的觀點則認為是動態的、多重系統

的、情境影響的，著重個體在發展歷程中各種因素與環境間的相互關

係的探討，因此提出一個新的「發展情境觀」（developmental contextual

perspective）， Lerner（1984）即以此觀點提出生涯發展的動態交互

作用模式，可解釋兒童到成人發展過程中，個人和情境間交互關係的

行為，強調一個人的心理變化必須隨著變遷的社會、文化情境來了

解。該動態交互作用模式如下，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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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Lerner（1984）生涯發展的動態交互作用模式

「發展情境觀」強調由多重系統的情境和發展中的個體，以及

彼此的交互作用中了解個人的職涯發展（Vondracek, Lerner &

Schulenberg, 1986）。Chen（2003）也以宏觀的觀點，認為職涯發展是

自我實現的過程，是個人工作成長經驗的反思歷程或工作旅程，且是

在情境互動中構念而成的。本研究也認為職涯發展雖是個人工作旅程

的寫照，卻深受個人、家庭、組織（工作職場）、社會環境交互作用

的影響，且個人工作的轉換更是跨越系統的人、我與環境間適應的結

果。

綜合以上研究背景與動機，提出下列研究問題：（1）職涯發展

對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的意義為何？（2）我國國際

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的職涯發展歷程如何？（3）在職涯

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是否也形成一種動態的、多重情

生殖家庭原生家庭

同儕 活動

學校

工作 人際關係

兒童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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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響的發展模式？（4）什麼是支持高階主管樂於在此行業持續工

作的最大動力？冀能透過深度訪談研究，對以上問題進行探討與詮

釋，獲得整體性且深入的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

展的圖像，掌握影響職涯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以達到對業界人力資

源管理有實質具體的貢獻。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基於前述緣起與動機，本研究探討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

主管人員的職涯發展情形，從中分析影響其職涯發展的重要因素，建

構及詮釋職涯發展之模式。具體言之，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展的意涵。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

展的意義，分析其職涯發展觀念。

（二）瞭解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展的現象。

本研究主要是瞭解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

展的情形，分析職涯發展的特性與發展歷程。

（三）瞭解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展的影響

因素。

本研究主要是瞭解影響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

涯發展的有利因素與阻礙因素，分析影響因素間的相互關係。

（四）探討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展各階段

的職能與職涯轉換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

展階段的劃分，並分析不同階段所需的重要職能以及影響轉換的因

素。

（五）建構及詮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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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境模式。

本研究繼前述目的達成後，最終目的在建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

部門高階主管人員職涯發展影響因素之情境模式，並詮釋模式的意義

與動態性。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一、研究範圍

基於研究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之研究場域應以體系較為健全，

組織規模較為完整的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的高階主管人員為研究

對象，較能觀察到整體的職涯發展內涵，其經驗對後繼從業人員有引

導及激勵的正面積極效應。

台灣地區的旅館可分為觀光旅館及一般旅館，依照「觀光旅館

業管理規則（E）2003/4/28 版本」之規定，觀光旅館又可分為一般觀

光旅館及國際觀光旅館。根據觀光局網頁（2005/11/15）之觀光年報

記載，國際觀光旅館有 61 家（台北 26，高雄 7，其他地區 28）、一

般觀光飯店有 26 家。故本研究以此 61 家國際觀光旅館（含台北及高

雄圓山飯店）之餐飲部門為研究的職場範圍。

二、研究限制

（一）研究對象的限制

本研究以本國籍高階主管為研究對象，不包括外籍人士，且以國

際觀光旅館為研究範圍，並不包括一般觀光飯店、一般飯店、民宿業

及餐廳業，也不包括已離開國際觀光旅館的餐飲部門高階主管，如移

出或側移自行開餐廳或完全轉移至學校教學。故研究結果並不完全適

用於這些職場的從業人員以及外籍人士。換句話說，對研究結果的運

用應持謹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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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詮釋觀點的限制

本研究所詮釋的職涯發展是指工作角色或職業有關的經驗、活動

和角色的發展過程。因為以工作角色為核心，所以對家庭生活及休閒

生活等面向對職涯的影響就有所限制，因此，不可誤以為休閒生活對

職涯沒有影響。

（三）樣本大小的限制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探討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

職涯發展的意義、歷程、影響因素，以及建構職涯發展模式為主，故

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採深度訪談為資料蒐集的方法，研究對象以經

驗豐富、職涯歷程較為完整的高階主管為對象，對研究樣本的要求在

質的深度，而不在量化上的代表性，故較不追求外在效度的推論。

第四節 名詞解釋

一、國際觀光旅館

本研究國際觀光旅館是依「發展觀光條例第二十三條第二項」

規定訂定之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中所分類的國際觀光旅館。該建

築及設備標準將觀光旅館分為國際觀光旅館及一般觀光旅館。若按觀

光局的旅館等級評鑑制度，應屬於四、五朵梅花級的國際觀光旅館。

二、餐飲部門

本研究依研究範圍，餐飲部門是指屬於前場（front of house）的

四個部門，分別是餐廳部、餐務部、飲務部、宴會部。

三、餐飲部門高階人員

國際觀光旅館的人力組織編制各飯店依其經營特色雖有不同，

但大同小異，就餐飲部門而言，依職務權責範圍可分為高階主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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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部副總、餐飲部總監、協理、經理、副協理以及行政主廚、總主

廚）、中階主管（如各廳經理、副理、主廚、副主廚）、基層主管（如

主任、副主任、領班、組長）以及基層人員（如服務員、廚師、學徒、

練習生、實習生、清潔人員等）。依據研究動機、目的與研究範圍，

職涯發展研究的對象宜以經驗豐富、資歷深、歷經各種職涯發展內涵

的對象為佳，因此，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是指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之

高階主管。另外，由於行政主廚、總主廚其職務權責較為特殊，總管

廚房部門的行政事務，其職涯場域大部分在廚房部門，職涯發展過程

和其他餐飲部高階主管可能有極大的殊異性，故本研究限於時間、人

力、物力，不將其囊括在本研究範圍之內，故本研究所指的餐飲部門

高階主管人員是指餐飲部副總、餐飲部總監、協理、經理、副協理等

高階主管。

四、職涯發展

本研究對職涯（career）及職涯發展（career development）採狹

義的定義。「職涯」是個人終其一生伴隨與工作或職業有關的經驗、

活動和角色的總合。「職涯發展」是個人一生所從事的工作及職務角

色的連續且動態發展的過程，深受個人自我概念、生理、心理，以及

家庭、組織、社會等多元情境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影響。職涯發展具

有連續性、動態性、主動性、階段性等特性，內涵包括職涯試探、職

涯準備、職涯選擇（決定）、職涯適應、職涯建立與維護、職涯滿足、

職涯阻隔與職涯轉換等，可說是一個人生涯發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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