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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針對有關職涯發展的相關理論、職涯發展

現象以及影響因素等文獻進行探討，期能對研究問題有深入了解，達

到鑑往知來的功能，以洞見研究的問題或趨勢，最重要的是增進理論

觸覺，加深視野的廣度與深度，以便於研究者蒐集及分析資料。因此，

文獻探討的進行是縱貫整個研究歷程。且質性研究非常注重社會脈

絡，因此本章特別對我國國際觀光旅館的發展作一探討。據此，本章

共分五節，首先探討國際觀光旅館的發展概況，第二節探討職涯發展

的定義與意涵，第三節瞭解職涯發展觀的變遷與主要的職涯發展理

論，第四節歸納分析職涯發展的影響因素，第五節為國內外相關研究

的探討。

第一節 我國國際觀光旅館發展概況

從情境發展觀的觀點，個人的職涯發展是在情境脈絡中進行

的，因此和行業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國際觀光旅

館餐飲部高階人員的職涯發展情形，故針對研究範圍的國際觀光旅館

的發展概況進行歷史性的瞭解，實屬必要。

台灣觀光旅館業的發展和政治、經濟及觀光產業的發展有極大

關聯，本研究根據九十二年台灣地區國際觀光旅館營運分析報告（觀

光局，2004）、「光復後台灣觀光大紀事」（觀光局，2005/9/20）以及

李欽明（1998）、陳炳欽（2002）、樓邦儒（2001）的研究，並參考觀

光局「觀光資訊」網頁中各家國際觀光旅館的「飯店簡介」以及當前

國家的觀光發展政策，將我國國際觀光旅館的發展概況整理分析如

下：（詳見附錄 1）

一、發軔前期（民國 45 年以前）：旅社期

我國的觀光事業自民國四十五年開始發展，當時台灣省觀光事

業委員會、省（市）衛生處、警察局共同訂定「客房數在二十間以上，

就可稱為觀光旅館」，此為觀光旅館業的由來。在民國四十五年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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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積極推展觀光事務之前，台灣可接待外賓的旅館只有圓山（民國

四十一年開幕）、中國之友社、自由之家及台灣鐵路飯店四家，客房

總共只有一百四十五間。其餘還有一些小規模經營的旅社以及公家機

關的招待所。當時的客層大多是接待政府官員、富商、地方紳士等，

尚未供一般人士商務及觀光之用。因當時台灣正值光復後經濟重建

期，經濟尚未起步，發展觀光的條件未臻成熟，國人也不能出國觀光，

因此旅館業仍屬於未發軔時期。當時的旅社和酒家常為富商人士應酬

交際的場所，因此讓人對旅社產生不良形象的負面認知。

二、發軔期（民國 45-60 年）

民國四十五年觀光旅館名稱確立，除原來的台北圓山飯店外，

高雄圓山飯店在民國四十六年也開幕。民國五十七年政府頒布「台灣

地區觀光旅館輔導管理辦法」，將原來的觀光旅館的房間數提高為四

十間，並規定國際觀光旅館的房間數要在八十間以上，國際觀光旅館

的名稱由此確立。民國五十至六十年間相繼有統一大飯店、華園大飯

店、台南大飯店、高雄華王大飯店、台北華國大飯店、中泰賓館、台

北國賓及中國大飯店等多家城市型飯店（city hotel）成立，不但大

型旅館、國際觀光旅館出現，且台灣南部也開始有觀光飯店。當時國

家經濟正值復興期，政府鼓勵華僑回國投資及發展觀光事業，因此民

間也投入觀光飯店的興建，啟動了台灣的觀光旅館業，但客層仍以國

外商務旅客、度假美軍以及日本觀光旅客居多。

三、起飛期（民國 61 年-70 年）

民國六十年交通部觀光局成立，主管有關旅遊觀光的事務。民

國六十二年台北希爾頓大飯店開幕（後更名為台北凱撒飯店），由

Hilton 集團管理營運，是台灣首座五星級國際連鎖觀光飯店，開啟

國際觀光旅館國際連鎖經營的模式，其有系統的管理方式對台灣國際

觀光旅館的經營有啟蒙的功能，也是後來國際觀光旅館陸續開幕時的

人才資源庫。同時期，中信飯店也首開本土觀光旅館連鎖經營模式，

花蓮中信大飯店成立，將國際觀光旅館帶入東台灣。

民國六十三年到六十五年間，由於能源危機，經濟蕭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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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布旅館禁建令，旅館發展受到限制，無新的觀光旅館興建，以致後

來出現旅館不足與混亂情形。因此，在民國六十六年，政府發布實施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草案」，明訂觀光旅館建築及設備標準，將觀

光旅館業獨立出來，脫離特種營業管理範圍，自此觀光旅館業自成一

行業範圍。

由於此時期觀光旅館嚴重不足，在政府鼓勵興建國際觀光旅館

及給予民間業者優渥的貸款條件下，民國六十六年起到七十年間許多

國際觀光旅館開幕，如花蓮統帥大飯店、三德大飯店、兄弟大飯店、

亞都飯店、全國大飯店、台北來來大飯店（後更名為台北喜來登飯

店）、國聯大飯店、桃園大飯店及高雄國賓飯店等，如雨後春筍般興

起，其中最令人矚目的就是亞都麗緻飯店及來來飯店。初期，亞都飯

店在國際 Ritz 集團的技術指導下，是第一間由國內專業經理人嚴長

壽先生管理營運的飯店，其高品質的服務、高水準的管理，使台灣的

國際觀光旅館形象提升，並讓國人堅信自己的飯店管理能力。後來嚴

先生更成立麗緻管理顧問公司，將亞都的經營經驗轉移，訓練出不少

國內的飯店專業管理人才，輔導不少國內飯店的規劃與管理。來來飯

店是國內繼台北喜來登與亞都之後規模最大的國際連鎖飯店，與

Sheraton 國際飯店管理集團特許加盟合作，由於飯店規模龐大，需

求大量的員工，在設備新穎及國際集團的光環下，吸引了不少人加入

國際觀光旅館業，在良好的人力訓練制度下，也為台灣培育出不少的

國際觀光旅館管理人才。

此時期由於國人經濟已獲改善，旅遊風氣漸漸打開，國際觀光

旅館的客層主要是以來華旅客以及國內外旅遊團居多。

四、成長期（民國 71-80 年）：

民國六 o年代末期起，台灣經濟飛揚，股市交易熱絡，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開始注重精神層面的生活，高消費高品質的消費價值觀

盛行，此時期台灣餐飲業發展熱絡，間接帶動旅館餐飲的興盛。再者，

民國六十八年政府開放國人出國觀光，藉著人潮的流動，各國紛紛注

意到國人的經濟實力，刺激外國商務機構紛紛來華洽商或設立營業據

點，台灣已形成國際化的商業環境，因此商務旅客激增。同時這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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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風潮，帶動了國人重視休閒的需求，相對的國內旅遊活動也大幅成

長，促使國內外企業投入台灣的國際觀光旅館事業，持續興建並陸續

開幕，十年間增加了十來間國際觀光旅館。這其中值得一提的有：福

華飯店是國內第一家多角經營不同型態住宿業與餐廳的國際觀光旅

館。墾丁凱撒開啟國內五星級渡假飯店（resort）的經營形式。凱悅

飯店（後更名為君悅大飯店）是國內第一家完全外資且由國際飯店管

理集團（International Hyatt）經營管理，並且是房間數、餐飲單

位規模最大的國際觀光旅館，由於其完善的人力訓練制度，高品質且

活潑的經營策略，又有許多不同的單位讓員工輪調，以養成其專業實

力，因此，對台灣國際觀光旅館人才的養成功不可沒。西華飯店是國

內唯一一家同時加入「世界傑出旅館」（The Leading Hotels of the

World）及「世界最佳旅館」（Preferred hotels）兩個組織的會員連

鎖型態的飯店，從開幕一直到現在，由本國人經營管理，借重在該兩

個組織對會員飯店在品質監督與稽核的管制下，表現傑出，高品質服

務飯店的代表。台北麗晶酒店（後更名為台北晶華酒店）是國內第一

間和香港的國際酒店管理集團（國際麗晶酒店集團，以亞洲為根基，

進一步於美洲及歐洲大陸等地執行特定的發展）合作的國際觀光旅

館，也是第一家引進全方位管家的客房經營模式（All Butler

Hotel），其強力控管成本以及利潤中心的角度，使開幕到現在都維持

很好的營業績效。

五、成熟期（民國 81-90 年）：朝建立自有品牌發展；渡假飯店成長

此時期台灣的國際觀光旅館已發展近三十年，累積出不少經

驗，基於永續經營，期望建立自有品牌的發展，許多國際觀光旅館在

開幕之初委由國際旅館管理集團營運管理，此時大都轉為本土化，由

本國人管理營運，而採加入國際飯店專業組織成為會員或簽訂業務合

作、技術合作關係，在行銷訂房系統合作及藉著國際專業組織對會員

的監督評估下，保持飯店國際化的高服務品質形象，如亞都、晶華、

西華、華國、老爺、希爾頓、全國、來來等均採此經營模式，除總經

理或副總經理為國外飯店專業經理人擔任外，其餘高階主管都已本土

化。長榮酒店更是國內首家民營自創品牌的連鎖型國際觀光旅館，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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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館據點遍及海外。而凱悅、遠東、六福皇宮三家除外，凱悅飯店自

始迄今仍保持由國際凱悅集團管理營運的模式（在民國九十二年更名

為君悅飯店，以便和凱悅集團亞太地區其他同等級的飯店名稱統一，

以擴展大中華市場）；六福皇宮在民國八十八年由威斯汀飯店集團

(Westin Hotels & Resorts)經營管理；遠東飯店也是此時期新開幕

的國際觀光旅館，由香港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經營管理（Shangri-La）。

此時期台灣經濟發展穩定且社會結構改變，小家庭、雙薪收入

的家庭為最主要的家庭結構，家庭人口數減少而經濟收入增加，使得

家庭消費能力提升，再加上生活型態也轉變，尤其政府在民國八十七

年實施週休二日制度後，國人休閒時間增加，帶動民營企業紛紛投入

休閒渡假飯店的興建，如台東娜路彎、天祥晶華、墾丁福華、知本老

爺、花蓮美倫、鴻禧大溪別館、曾文山芙蓉等都是以休閒渡假為主的

飯店，在此時期陸續開幕。由於國人休閒時間增加，刺激國民旅遊的

意願，因此國際觀光旅館的客層除台北市仍以外國商務旅客居多外，

其餘各地區的飯店均漸漸由外國旅客轉為以本國旅客為主，愈往南部

情形愈明顯。另外，政府為發展高科技產業，鼓勵外資投入台灣而新

建科學園區，進而帶動一些以科學園區為主要客層的國際觀光旅館，

如新竹國賓、新竹老爺等。

六、專業期（民國 91 年-迄今）：渡假飯店持續成長；成立顧問管理

公司，朝國際化發展的趨勢

在面對國際觀光的趨勢與挑戰下，觀光局於民國八十九年研訂

「二十一世紀台灣發展觀光新戰略」，宣示以打造台灣成為「觀光之

島」為目標，且在民國九十一年「2008 觀光客倍增計畫」下，國內

國際觀光旅館仍有極大需求量，根據觀光局「興建或籌建中旅館」的

統計國際觀光旅館有 36間，扣除已停工及無完工日期者，預定在2008

年完工的有 29 間。由附錄一及興建中旅館的性質可知，休閒渡假飯

店仍持續成長、前景看好。

另外，由於台灣地窄人稠，國際觀光旅館為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在經驗與時機成熟後，紛紛成立顧問管理公司，輔導國內各級旅館的

籌備規劃與營運管理，最早有麗緻顧問管理公司，最近幾年相繼有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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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福華、老爺等均成立顧問管理公司。除此之外，鑒於兩岸經貿活

動日趨頻繁，政府也研擬發展兩岸觀光交流，刺激旅館業西進大陸市

場，朝自我品牌國際化發展。預估這波的發展潮流將會給國際觀光旅

館帶來嶄新的局面。

由以上國際觀光旅館的發展歷程，可歸納出對從業人員職涯發

展的影響有下列幾點：

一、新飯店不斷的成長，使有心從事該行業的人有較多累積實

力的機會與空間，有利職涯的發展。

民國六十五年以後，一直到九二一大地震以前，台灣的國際觀

光旅館發展快速，由民國六十五年的十一、二間到民國八十八年有

50多間，飯店數量成長了五倍，人力需求急迫，因此有較多的發展

機會，尤其一間新飯店的成立一定會向原有市場挖角有經驗的幹部，

因此人力異動頻繁，許多人因為此異動而職位升遷。在工作轉換或升

遷後，接觸更多不同的工作性質，更豐富自己的工作經驗與人力資

本，有利其下一步的職涯發展。

二、國際旅館管理集團對我國旅館專業經理人的養成有很大的

助力並影響其職涯發展。

如台北希爾頓大飯店與 Hilton 集團，亞都飯店與國際 Ritz 集

團，來來飯店與 Sheraton 國際飯店管理集團，君悅大飯店與國際凱

悅管理集團，台北晶華酒店與香港國際麗晶酒店集團，遠東飯店與香

港香格里拉酒店集團等，這些飯店在國際飯店管理集團有制度、有系

統的管理下，使台灣的國際觀光旅館能快速的具備國際水準，且由於

這些飯店的人力培訓及服務品質的管理非常完備，讓當時在這些飯店

工作過的人奠定了堅強的專業實務基礎，有利其日後的職涯發展，假

以時日不斷的磨練與焠煉，發展成為一位專業的飯店經理人才。

三、外在大環境的變遷，如社會結構、政經政策、經濟環境、

教育環境以及重大社會事件等，都會影響旅館業的興衰，進而影響一

個人的就業機會與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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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述，家庭結構的改變、政府觀光政策、社會經濟發展

等對國際觀光旅館量與質的發展上均有很大的影響，自然也會對個人

的就業機會與工作發展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至於教育和社會事件

對國際觀光旅館的影響可簡單說明如下。

民國八十五年高雄餐旅專校成立，帶動國內對餐旅教育的重

視，不但提升餐旅人力的水平，也提供旅館業不少的人力資源，勞動

力高學歷的現象出現，國際觀光旅館勞力結構也因此產生改變。新進

人員學歷提升，在職人員掌握回流教育機會，改善自己的學歷，高學

歷女性從業人員增加，使得中階幹部女性比例提升。再者，由於學校

和業界技術交流頻繁，學生前往業界實習，業界進入學校教授實務課

程，引起一股業界中高階主管轉換職涯跑道，到學校兼課或轉為專任

教職的多重職涯現象。

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重創台灣旅館業，由於旅遊人數銳

減，許多飯店難以經營，在節流原則之下，此時不少飯店裁員或採取

遇缺不補的方式以及組織扁平化策略，因此在不同飯店間的勞力異動

情形減少，就算是同一飯店的內部升遷機會也不大容易，造成個人的

職涯發展停滯的現象。

第二節 職涯與職涯發展

一、 職涯的定義

「Career」一辭原為「道路」之意，引申為個人一生的道路或

進展途徑，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產生不同的稱呼，如事業、職業、工作、

前程、生計、生涯等（張添洲，1993；傅桂枝，1997）。綜觀國內外

文獻對 career 的定義的探討，大致可分為狹義及廣義兩方面，以下

加以詳述之。

（一）狹義的定義

狹義的「career」是將定義圍繞在與工作生活有關的角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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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個人工作生活中所經歷的職業或職位的角色的總稱。據此，

「Career」又稱工作生涯、事業生涯、職業生涯，簡稱為「職涯」。

依據歷史發展的軌跡，「職涯」的定義早在二十世紀初就被 Frank

Parsons 提出，用在職業輔導上（金樹人，1997）。

Schein（1978）將職涯分為兩個層面，一為外在職涯（external

career），指個人在組織內一連串顯而易見與工作有關的發展過程，

一為內在職涯（internal careeer），是指個人透過工作生活對自我

概念的發展。林欽榮（2000）也認為職涯是以工作為中心的生活角色

歷程。

（二）廣義的定義

若將狹義的 Career 的範圍擴大，不僅包括工作世界之職業的選

擇與發展，還包括非職業性、休閒性的生活的選擇及追求，以及社會

與人際關係活動的總稱，亦即統合了個人終生發展過程中各種的有關

工作與非工作的角色、活動與行為。據此，「Career」則是泛指個人

生命全程所有角色任務的發展，稱為「生涯」。吳芝儀（1996）即認

為「生涯發展」為個人終生的發展過程，包括工作、家庭及休閒等活

動所產生的需求和角色的發展。

由以上狹義及廣義的定義可知，Career 的定義若只侷限於工作

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或經驗、活動，則稱為「職涯」，其內涵包括職涯

試探、職涯準備、職涯選擇、職涯決定、職涯適應/職涯阻隔、職涯

滿足與職涯轉換等一連串過程的角色總合。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國際

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的工作或職業上的發展，以狹義的定義較

貼近，故本研究將 career 均稱為「職涯」，將 career development 稱

為「職涯發展」。

二、 職涯發展

職涯發展是指個人一生所從事有關工作及其職務角色與活動的

連續發展的、動態的過程，深受個人自我概念、心理、生理、社會、

物理等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的影響（Pietrofeso & Splete, 1975），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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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職涯選擇及職涯調適（Montross & Shinkman, 1992）。

劉明秋（1995）定義職涯發展為個人預備或選擇某一行業，決

定進入此一行業，適應行業中的種種規定、要求，及在此一行業扮演

和學習各種角色，逐漸由較低層次升遷發展，成長進步到較高地位的

歷程，若以階段劃分可分為投入、挫折、遲滯、學習、轉移五種過程。

梁素君（1999）認為職涯發展是一動態的過程，包括職業選擇、

職場滿意及對未來職涯發展的信心。

林欽榮（2000）認為職涯是以工作為中心的生活歷程，不只是

員工個人的問題，也是企業機構的問題，雖屬於一種個人生活的歷

程，但也是組織人力資源發展的一部分，組織協助員工作好職涯管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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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用。

Schein（1978）自組織行為學角度，認為職涯發展是個人職涯

規劃及組織職涯管理互動的結果，因此，職涯發展包含兩個互動的領

域或系統，一個是員工個人的職涯規劃（employee centered: career

planning），一個是組織的職涯管理（organization centered: career

management），兩個領域互動配合，使個人職涯發展目標和組織發展

目標相互契合（mutual focus: manager-employee planning），達到

雙贏的程度。

在前述眾多學者中，首先將個人的職涯規劃和組織的職涯管理

結合起來，且最具影響力的是 Schein（1978）的人力資源發展的職

涯動態學說，其基本理念架構如圖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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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 個人職涯規劃

社會文化 個人和組織的契合

社會價值規範 （P-O-FIT）

市場機會 組織職涯管理

個人職涯發展需求：職業選擇、組織選擇、工作選擇、職涯自我發展。

（相互契合）

組織職涯管理策略：招募與徵選、訓練與發展、工作安置與回饋、獎勵與評估、

升遷及異動、監督和指導、職涯諮商、組織報酬。

個人的產出：工作滿意、安全感、個人發展最佳化、工作/家庭配合最佳化。

組織的產出：生產績效、創造力、長期人力效能。

圖 2-1 人力資源發展的職涯動態基本模型

（資料來源：Schein, 1978, p.3）

Schein 認為個人與組織都存在於社會系統中，因此，社會結構、

社會文化、社會價值規範以及市場機會，尤其是對成功的標準，對個

人的職涯規劃及組織的職涯管理均會造成影響。當個人進入組織後即

開始產生個人與組織的適配過程，也就是個人的職涯發展需求和組織

的職涯管理策略兩者間的適配磨合，若適配良好，則個人和組織都會

達到發展最佳化的結果。

職涯規劃是一種認知控制（金樹人，1997），是指個人依其需求

擬定職涯目標及規劃出達到目標的手段或途徑，使職涯發展得以滿足

的認知藍圖，也是個人的主動性行為（DeSimone & Harris, 1998），

更是一種自覺的選擇，具體的步驟有：1.覺知職涯規劃的重要性，先

對自己進行自我評估，了解自己的優點與限制，再檢視評估環境，分

析組織內外在的機會，然後設定職涯發展的目標，根據目標擬定行動

計畫。2.蒐集必須具備的成功條件。3.分析達到目標的可能途徑。4.

選擇途徑且訂定時間表。5.建立謀職策略，確切執行，充實及訓練自

己的經驗。5.最後評估與反省，作為下一步發展或改進的參考（金樹

人，1997；余朝權，1997；張添洲，1999；朱湘吉，2001）。

職涯管理，若以個人的觀點詮釋，是指個人對其職涯發展與成

長的管理，若以組織的觀點詮釋，是指以組織為中心，組織藉由人力

資源管理的活動，幫助員工實現個人的職涯規劃的目標和組織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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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相契合，以達成組織的目標。余朝權（1997）整理各家學者所提

出的職涯管理方案，其中最常被多數學者提到的有：職涯諮商、職涯

機會提供（包括公佈職位空缺）、人力資源規劃、教育與訓練、上司

支持與監督、職涯資訊中心或職涯資訊系統、職涯路徑規劃、工作輪

調、員工參與評價等。除此之外，爲主管開設職涯發展研習會也是蠻

重要的職涯管理方案，因為主管是負責屬下員工職涯發展的第一線輔

導者（Zheng & Kleiner, 2001）。

林宜怡（2001）以國內中央大學管理學院目前就職的畢業生為

研究對象，探討組織職涯發展的程度對員工工作態度的影響，研究結

果得知，個人的職涯規劃有自我認知、了解自己未來的發展、瞭解組

織發展的機會三個構面。而常見的組織職涯管理方案則有職涯資訊提

供（包括職缺消息）、職涯諮詢、主管角色（主管與員工的溝通、互

動、績效表現評估等角色）、升遷發展方案（包括輪調、培訓機會及

晉升制度）。組織職涯管理對員工的工作滿意有顯著影響，尤其是主

管角色、升遷發展方案兩項職涯管理方案，及對自己本身的瞭解的個

人職涯規劃，三個變項的影響最為顯著。主管角色、升遷發展方案兩

項職涯管理方案對員工的組織承諾表現影響最大。主管角色、升遷發

展方案、對自己未來發展的瞭解三個變項對員工的留職傾向有顯著影

響。由此可知主管角色、升遷發展方案無論對組織或個人的發展而

言，都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蔡俊良（1994）的研究也指出，在所有職涯管理活動中以教育

與訓練的需求最高。楊主行（2000）發現餐旅業员工教育程度越高及

越重視職涯發展者，工作輪調的意願也越高。陳海鳴、辛秋菊（1995）

的研究發現組織的職涯管理和員工的離職行為有關，對離職傾向具有

解釋力及預測力。

綜觀以上文獻可發現，職涯發展是指個人一生所從事有關工作

及其職務角色與活動的發展過程，具有連續性、動態性、階段性與目

標性，受個人、組織、社會的影響，也是個人職涯規劃及組織職涯管

理互動的結果。同時，個人和組織之間存在一種交互作用的關係，組

織職涯管理政策會影響個人的職涯發展，個人職涯發展的結果也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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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其工作績效及組織承諾行為上，又會反過來影響組織的管理政

策，只有在兩者均契合的情形下，才能達到雙贏的職涯發展。而組織、

個人都存在於社會當中，大環境的結構、價值、經濟發展等情形都會

對個人及組織產生影響，個人、組織、大環境三者間形成如俄羅斯娃

娃或有如洋蔥般，一層套一層的關係情境。我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

門高階主管的職涯發展是否也有相似的特性與情境關係？有待本研

究深入探討。

第三節 職涯發展理論

一、職涯發展觀的變遷

由於工業革命改變了人類的生活型態，二十世紀初學者們開始

對職涯發展理論與實務進行研究。當時社會中傳統的就業關係是公司

提供安全、穩定的工作，換得員工長期的忠誠，「公司如家」的工作

價值觀奉為最高理想，升遷及薪資是個人唯一的職涯路徑，只要努力

工作、有能力、符合組織文化，就可向上升遷。所以傳統的職涯發展

是垂直向上發展的路徑，是一種長期、穩定、可預測的、由組織驅動

的職涯路徑（DeSimone & Harris, 1998）。由此可知，傳統上對職涯

的觀念抱持的是一種線性的、向前或向上進展的模式，認為職涯是在

某一職業中職位順序與角色任務的總合，因此大多數學者都以人的年

齡或工作年資的進展來探討個人的職涯。

傳統的職涯發展觀持續了大約半世紀之久，但隨著科技、電腦以

及經濟的發展，這種線性的職涯模式已漸漸無法說明一些人的職涯經

驗。尤其 1970s 以來，社會環境變遷更加快速，人口結構改變，生育

力降低，人口老化，婦女就業率增加，全球化的發展，加劇經濟的競

爭，科技進步及教育網路的普及，使知識、技能缺口縮小，再加上終

身學習的需求，以及學習型組織的出現，這些都使得就業關係變化，

導致就業價值觀改變，產生一種短期的、低忠誠度的就業關係

（DeSimone & Harris, 1998）。因此，現代人的職涯發展方向不再僅

是垂直向上發展，有時也會發生水平方向的流動或其他方式的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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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一個人職位的異動不一定只在同一個組織內發生，個人的

職涯發展也不再僅由組織來主導，個人主動自發驅動的也為數不少。

再者，組織的管理模式已由傳統的家族式管理轉變為專業經理人管

理，所以對組織的忠誠度並不能代表工作保障的保證。個人的職涯發

展已轉變為複雜的非線性關係。

由於上述的變遷，新的職涯發展觀出現，大多抱持較彈性及適應

的觀點，且現代的職涯發展有以下幾個現象（DeSimone & Harris,

1998；Burgess, 2002；Hall & Moss, 1998）：

（一）多變的職涯（protean career）

是指多變的、身兼數職的職涯現象。現代的人職涯發展大多是由

個人管理、個人驅動的，而非由組織驅動，個人隨自己的需求及目標、

期望而創造自己的職涯，以達到自我實現。所以，每個人的職涯發展

是異質的，彈性的進出於不同的工作場域，循環週期也變短。這種職

涯觀雖有其主動性，但缺點是增加不確定感及過於快速的轉換。

（二）多重職涯概念（multiple career concept）

一個人的職涯發展不單僅由一個職涯觀主導，而是多個觀念並

存，在不同時機下突顯不同的影響力，這些職涯觀有：

1.直線職涯概念：在追求更大權力及成就感的激勵下，向更大

的責任及自主權的工作職位挑戰的職涯晉升觀。

2.專家職涯觀念（expert career concept）：主要為了追求能

力及穩定的專業，在職業領域上建立自己的知能專業地位，由學徒向

專家的方向移動，但未必職位會向上升遷。

3.螺旋發展觀（spiral career concept）：即先水平再垂直的

職涯發展觀。在追求獲得新的能力及個人成長的激勵下，會先花一段

時間在相關職業間水平移動，以獲得在該領域的高能力層次後，再往

上晉升成長。如此反覆，不斷開發自己的潛能，滿足個人成長及創新

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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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轉換的職涯觀（transitory career concept）：為追求工作

性質的多變化性及獨立自主性，在不同或相關工作間短期的轉換工

作。

5.職涯主義觀（careerism）：受終身學習的影響，有些人以職

涯發展為志業，終身抱持奉獻工作，不輕言退休，「活到老、工作到

老」的觀念。

（三）職涯無疆界（boundary-less）

職涯發展是動態的（dynamic）就業模式，是跨越系統及系統間

交互作用的，職場脈絡呈現蜘蛛網般，各因素間彼此交錯影響。

在新的職涯發展觀下，現代的人在職涯發展上追求五個 G（Deer,

1986，引自 Burgess, 2002）：1.getting ahead，追求出頭天，追求

向上升遷及地位。2.getting secure，追求安全感，工作保障、被認

同、被尊重以及被視為自己人的地位、3.getting free，追求工作自

由及最大的自主權。4.getting high，追求心靈高潮，工作上的刺激、

挑戰、冒險。5.getting balance，追求在工作、關係（relationship）、

自我發展間達到平衡。

綜合以上可知，現代人的職涯發展觀已由傳統的、單一的、垂

直向上的發展路徑，轉變為非線性的、多變的、多重並存的、無疆界

的、動態的職涯發展觀。但上述這些新職涯發展觀都是依照國外研究

而得的結果，那麼我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的職涯發展觀

與職涯發展情形是否與國外相似呢？抑或因國情、文化的不同而有其

特殊的面貌，值得本研究深入探討。

二、職涯發展理論的變遷

依照職涯發展觀的變遷，有關職涯發展的理論也可區分為兩大

類：傳統的職涯發展理論及現代的職涯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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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的職涯發展論

職涯發展的理論與實務可說起源於 1908 年 Parson 的職業輔導

（vocational guidance），到了 1930-1940 年代，心理評量研究茁壯，

心理測驗紛紛出版，非常重視個體與職業間的發展，各種職涯發展理

論出爐，首先是特質-因素論（trait & factor theory），協助個人

和職業的配合（繆敏志，1992，Pietrofeso & Splete, 1975）。1950

年代，強調職業選擇的研究，開啟職業發展的新紀元，進入百家爭鳴

的時代，許多傑出的學者陸續提出相關理論，紛紛探討職業選擇與適

應的相關問題，如 Super, Ginzberg, Roe, Holland 等，因此職涯發

展理論由單一主流而分歧，發展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社會學、經濟

學的方法均加入研究（繆敏志，1992；吳芝儀，1996；金樹人，1997），

到了 1960 年代，工作生涯輔導的角色被擴展，強調朝向人本導向，

擴展個人對生命的體認。1970 年代，美國聯邦教育署委員會特別提

倡「生涯教育」，career 取代了 vocational，「生涯發展」的觀點被

大量提倡與引用，強調個人整體生活層面的發展，非限於工作層面。

在此大約歷經半世紀的時期，客觀的實證科學正盛行，心理學、社會

學、經濟學之間缺乏統整，以致職涯發展理論見樹不見林（繆敏志，

1992；吳芝儀，1996；Pietrofeso & Splete, 1975）。

當時的社會，對職涯發展是保持著傳統的職涯發展觀，所發展出

的職涯發展理論大多是依成人發展模式為架構，說明一個人的職涯的

發展，依成人的生理年齡發展而分為幾各階段，每個階段有其發展的

主要角色及核心任務，若角色或任務功能未發揮，則職涯發展會產生

阻隔或不適應。

因此，傳統的職涯發展理論基於化約論（reductionist

approach）的實證科學（positivistic approach）思考派典來驗證、

預測、控制人類的職涯發展或職業選擇行為，視職涯發展是線性發展

的、可預測的、可測量的及可重複驗證的。傳統的職涯發展理論較具

代表性的如早期的 Super 的職涯發展階段論、Levinson 的成人職業

發展階段論、Holland 的人格類型與職業選擇論。玆簡要說明如下（吳

芝儀，1996；周談輝，2003；張添洲，1993；鄭金謀、邱紹一，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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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如山，1997；繆敏志，1992；朱湘吉，2001； Sharf, 2002；DeSimone

& Harris, 1998；Pietrofesa & Splete,1975）：

1.特質-因素理論

Parson 在二十世紀初首先提出職業選擇概念模式，主張職業輔

導先由探究個人著手，清楚認識自己的性向、能力、興趣、價值、資

源限制、人格等特質，再探究職業世界，了解不同工作角色的要求、

成功條件、利弊、補償、機會以及發展展望等，最後再將個人特質與

職業需求因素相配合。這種系統化的概念模式被稱為特質-因素理論

（trait-and-factor theory），非常適合應用在職涯發展的前期，尤

其是職涯試探階段（繆敏志，1992；Pietrofesa & Splete,1975）。

2.類型學理論

類型論強調職業的選擇和調適是一個人人格的表現，人格特質

和職業印象是個人選擇職業的基礎，因此，自我認知及對職業的認知

和對職業的認同與否是職涯決定的主要因素。Holland 據此發展出六

種個人的性格導向及六種職業環境，進而提出職業分類系統（周談

輝，2003；鄭金謀、邱紹一，2002；Sharf, 2002）。

3.發展階段論

發展性理論（developmental theories）的基礎理念是認為人

生各階段依其發展而有不同的需求及任務。如 Super, Levison,

Schein, Ginzberg, Hall 等學者所提出的理論，認為職涯發展可依

照個人生理年齡、生命週期或心理的發展而分為許多階段，每個階段

各有其需求及應發展的任務或活動。

Ginzberg 是首先以發展觀點探討個人職業選擇的學者（吳芝

儀，1996），他認為職業選擇是一個發展性的歷程，非一次的決定，

一般包括 6-10 年的階段，起始於青少年初期而終止於成年期初期，

其中分為幻想、試驗及實際三個關鍵階段。幻想階段青少年逐漸由玩

樂轉變為工作導向，在玩樂中開始有職業角色的扮演，出現對工作世

界的初步價值。試驗階段歷經對自己興趣的瞭解與抉擇，體認到與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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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期望相關的個人能力，並對職業型態有更清楚的認知，且可能經驗

人生第一個生涯轉換期。實際階段包括對職業的試探，將個人對職業

的選擇縮減到少數幾個可能的選擇，並進而將職業選擇特定化而接受

專業的訓練。Ginzberg 等人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職涯決定的歷程架構，

且非常強調早期的職業選擇的重要性。

Super 提出的多元取向的生涯發展論，其中「自我概念」是 Super

的職業行為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認為一個人的職業自我概念是

動態發展的，是整體自我概念的一部份，個人會在職涯發展中實踐自

我概念，也就是說，職涯發展是個人和社會環境、自我概念與現實間

的一種長期調和的發展歷程，個人的職業偏好與自我概念會隨環境、

時間、經驗而改變，職業選擇與適應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構成一

系列的發展階段，跨越整個人生，分為成長（出生到十四、五歲）、

探索（十五至二十四歲）、建立（二十五至四十四歲）、維持（四十五

至六十四歲）及衰退（六十五歲以上）等五個階段，每個階段均有其

不同的角色、發展需求及任務。Super 的職涯發展論之所以稱為多元

取向，是因他認為人生整體的發展是在時間、廣度、深度三個面向下

發展出來的，構成一個立體的發展生涯。時間代表職涯的長度，指年

齡階段，分為前述的五個發展階段。廣度代表職涯角色的寬度，是每

個人多重角色扮演的程度。深度代表所扮演角色的涉入程度（吳芝

儀，1996；張添洲，1993；鄭金謀、邱紹一，2002）。

艾利克遜（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任務論，將個體發展分成

八個階段，每個階段皆有其情緒的中心主題，而主題的來源是個人內

在壓力與外在社會期望所形成的心理情緒或衝突、危機（DeSimone &

Harris, 1998）。

利文遜（Levinson）的生命四季論，認為生命循環包括四個不

同時期，每個時期以四季或旅程作比喻，每個時期會與另一個時期部

分重疊，這個重疊期就是轉換期，所以四個不同時期加上轉換期，便

形成了生命循環。利文遜將生命循環分為如下幾個階段：（DeSimone &

Harris, 1998；陳如山，1997）

（1）前成年期（春）：約出生至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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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年早期（夏）：又可分為早期成年轉換期、進入成人世

界期、三十歲轉換期、安身立命期。這個時期主要發展中心任務是尋

求獨立，在社會上爭取立足之地，在工作上尋求發展與肯定，獲得更

好的定位。

（3）成年中期（秋）：包括「前成年中期」、「中年轉換期」、「五

十歲轉換期」、「成年中期巔峰期」。「前成年中期」是最可能對家庭、

職業產生深刻影響的時期而成為年輕人的導師，此時期的主要任務有

重新評估自己的過去以善用餘生，對既存結構的負面因素加以修正，

以展開新生命。「中年轉換期」可能會因為領悟到理想抱負的使命，

而在生活方式或工作上有所轉換或修正自己的目標，此時期也可能對

未來感到憂慮與危機，如感到體能衰退，而轉換工作跑道。「五十歲

轉換期」是基於前成年中期對自己的評估與修正，而可能產生轉變工

作、改變生活方式的時期。「成年中期巔峰期」是對於能重振職涯而

豐富生命的時期，對自我能更加肯定。

（4）成年晚期（冬）：此時期包括「成年晚期轉換期」與「成

年晚期」兩個階段。「成年晚期轉換期」是年長的成人因年老體衰且

被歸類為上一代，開始感到焦慮、心懷青春不再的恐懼，而評估是否

須轉換生活或工作方式。「成年晚期」開始退出工作舞台的重要地位，

此時期「有尊嚴與安全的退休」是重要課題。

葛林赫斯（Greenhaus）的職涯發展五階段論，包括職業準備與

選擇期（0-25 歲，發展職業印像及初步選擇）、組織進入期（18-25

歲，選擇適當的工作）、職涯早期（25-40 歲，建立及成就職業能力）、

職涯中期（40-55 歲，重新評估及再定位或調整職業理想）、職涯晚

期（55-退休，維持工作尊嚴、準備退休）（DeSimone & Harris, 1998；

朱湘吉，2001）。

Schein（1978）的職涯發展階段論特別強調個人在組織中的職

涯發展，將職涯發展過程分為成長、幻想、探索→教育與訓練→進入

工作世界→職場訓練與組織社會化→成為成員（認同組織、投入工作）

→持久與永久的成員關係→保持與再得到動力或失去下一步驟的動

力（中年危機）→領導角色、發揮影響力→解職期→退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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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ross & Shinkman (1992）也將職涯發展階段分為探索期、

建立期（包括職涯定位、職涯規劃及發展）、維持期及收縮期。

張添洲（1993）提出職涯發展階段可依個人年齡發展劃分，也

可依專業發展程度劃分，若依專業發展劃分，則可分為：藝徒或新進

時期（apprentice），主要任務為學習→成熟或專家時期

（advancement），個人表現成熟穩健，能自立自主，有所貢獻時期，

能發揮個人的優點、專長→資深或視導時期（mentor/supervisor），

能協調分工完成任務，並爲別人做決定和指導新進人員→贊助或顧問

諮詢時期（sponsor/manager），個人已具有專業權威性，具有舉足輕

重影響力，並準備交棒。

綜觀以上傳統的職涯發展理論，特質-因素論與類型學理論是一

個靜態的理論，較專注於區別個人的特質和職業因素間的關聯，但對

這些特質及因素的成長過程及改變歷程無法加以說明，因而限制了該

理論的實際應用效果。發展階段論提供各階段可能的、共同的、可預

期的發展主題、需求及任務，便於職涯管理策略訂定及職涯研究的參

考，但職涯發展有其個人的殊異性，每個人的發展階段劃分未必完全

相同，發展的路徑也並非完全直線前進的，且未必所有的人都會退

休，有些人是退而不休的，因此發展階段論無法適用於個別差異上，

雖然有的學者如利文遜提出職涯有循環及高原（career plateaus）

現象，但仍無法完整解釋現代人的職涯發展。另外，傳統的發展階段

論較忽略外在大環境的影響，如文化、經濟限制等對個人的職業選擇

的影響，也較少注意學習和職業間的關係。

（二）現代的職涯發展理論

新的職涯發展觀視職涯發展為個人內在狀況與環境間的調適歷

程，是非線性的、多變的、多重並存的、無疆界的、動態的、具關係

脈絡性的、個人殊異性的。Bloch（2005）更指出現代的職涯發展是

一種複雜（complexity）、渾沌（chaos）、非線性動態的（nonlinear

dynamics）、不斷自我引發（self-regeneration/evolving）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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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ow（1982）認為早期的職涯理論都有其限制，如視野的限制、

方法論的限制，在互動關係的探討不夠完整，並未充分注意社會與經

濟環境的影響，也未顧及少數族群的職涯發展（引自繆敏志，1992）。

因此，早期傳統的職涯發展理論不能反映現代人的職涯發展觀。另

外，1970s 至 1980s，後現代主義興起，詮釋學派及建構主義抬頭，

人文社會學家開始質疑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思想，認為人的行為是主

觀的、有意義的、是流動的、互動的，有歷史、情境脈絡性的，且生

活世界是不斷的互動演變，因此主張應紮根於背景脈絡去理解生活世

界的經驗意義，探索其歷程的建構，更能反映出真實的生活情形。

因此，現代的職涯發展理論是基於社會建構主義的思考派典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來解釋個人的職涯發展行為，由實際

的職涯經驗或職涯發展現象中發現職涯發展的歷程、個人和他人及環

境間的互動情形，以及職涯經驗的意義。新的職涯發展觀下所發展出

的職涯發展理論大多是以系統觀（system approach）、情境觀

（context approach）來說明一個人的職涯發展（Vondracek, Lerner &

Schulenberg, 1986；Chen, 2003；Arthur, & McMahon, 2005），強調應由整

體脈絡的發展來看職涯，而不是由片段或部分來控制、預測職涯的發

展，並檢視內在微觀及外在巨觀等多重環境對個人職涯發展的影響。

玆將較具代表性的理論簡要說明如下：

1.「限制與妥協」的衝突理論

社會衝突理論是一種巨觀層次的巨型理論，探討人和社會結構

間的衝突與妥協，也是人類適應環境的一種行為模式，根源於馬克

思、佛洛依德及偉伯的衝突論點（Doherty, Boss, LaRossa, Schumm,

& Steinmetz, 1993），馬克思主義的衝突理論認為人類關係中與生具

來就有衝突，人類社會充滿階級鬥爭，權力是經濟力量的延伸，且認

為資本家和男性是社會階級的上層，而女性和工人是被剝削的下層。

佛洛依德的內在心理衝突是衝突的心理分析模式，人常在自我利益和

社會道德規範之間產生衝突。偉伯（Weber）也認為衝突是權力關係

的本質。

Gottfredson（1981）的職業抱負理論本質上而言就是一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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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妥協的理論。依據 Gottfredson 所言，職涯發展過程中自我概念是

選擇職涯的主要因素，人們的工作是要與其自我形象相符的，因此個

人的職業偏好決定於自我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抱負與限制，換句話

說，個人的職業選擇會因社會階級、知識水準及性別等而產生抱負與

限制。因此，個人在選擇職業時，可能會因為某個職業的可接受性而

放棄職業抱負，而與所做的職業選擇妥協。

2.社會學習理論

社會學習論由 Bandura 所創，而將社會學習理論運用於職涯發

展的首推 Krumboltz（1976），該理論認為職涯選擇過程牽涉四個重

要因素，且彼此間交互影響：（1）天賦的才智能力，（2）環境情境及

事件影響，如社會變遷、社會政策、家庭事件、社會階層、教育條件

及機會、職業條件及機會等，（3）學習經驗，（4）原先已發展出的價

值、認知、技能取向。Krumboltz 的社會學習模式強調學習經驗和先

備的認知技能的重要性及其對職業選擇的影響，而此學習經驗可經由

觀察他人與個人直接去經驗而產生，同時也強調職涯決定受生理、心

理、社會、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各因素間又存在交互作用的關係。

3.決策論（decision-making theory）

決策論強調職涯決策歷程及型態，如 Tiedman & O’Hara（提德

曼和歐哈拉）在 1963 年提出決定過程模式，他們認為人的一生是在

不斷的選擇與決定中成長（引自吳芝儀，1996；Sharf,2002，金樹人，

1997）。Tiedeman 認為個人整體的認知發展的決定過程是職涯發展的

焦點，他的理論和 Erikson 的理論相輔相成，都認為個人在做決定的

過程中自我不斷的分化與統整，思考、分析、評估而選擇適合自己的

職業，整個做決定的過程最終目的是在發展自我與統整自我。在發展

的階段中，個人可能因受外力的影響或受內在心理因素的驅動而會改

變職涯行動的旅程，離開某一個特定環境，進入另一新的職業探索，

進而做新的職涯決定。此時若個人未達到自我統整，則可能會調適生

活環境或是退出環境。提德曼和歐哈拉的理論強調「自我」對職涯適

應的影響，而自我又會隨環境的變遷而調整，因此職涯轉換的念頭便

會不只一次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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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女性職涯發展理論

女性與男性的職涯發展是有差別的，如男性的工作較少被中

斷，而女性卻因婚姻、生育、家務責任而中斷，且因性別的不同，女

性在職涯發展的向上流動上也與男性有不同的境遇。但早期的、較傳

統的職涯發展理論，多數是針對白人、男性的研究結果，將其類推或

應用在女性及少數民族或其他特殊群體時會有所限制。因此，有學者

開始以女性經驗為出發而發展出女性職涯發展理論。如Austin（1985）

的生涯選擇與職業行為模式、Farmer（1989）的女性職涯動機理論（引

自傅琇悅，2001；吳鄉泉，1999；羅寶鳳，1993）。

Austin 的生涯選擇與職業行為模式是屬於以需求為基礎的心理

模式，將影響婦女職涯發展的因素分為兩大類，一為心理因素，包括

工作動機、報負與期望，一為文化環境因素，包括性別角色社會化與

機會結構。Austin 認為個人職涯抉擇及工作行為受工作動機及職涯

期望的影響，而職涯期望又受性別角色社會化及工作機會結構的交互

作用的影響。

Farmer 的女性職涯動機理論，結合 Super 的發展論、Bandura

的社會學習論，以個人心理因素、人口背景因素、環境因素及其間的

交互作用來看女性的職涯動機，分析出女性職涯阻隔的原因受支持系

統及心理因素的影響最大。

國內繆敏志（1992）、羅桂芬（1992）、羅寶鳳（1993）也對女

性之職涯發展進行探討，她們認為女性職涯發展的理論根基於一般性

的職涯發展理論及性別角色理論（包括性別角色差異論及認同論），

研究整理出影響女性職涯發展的因素有：（1）背景因素，包括婚姻、

子女數、角色楷模、教育程度、家長社經地位、社會支持。（2）情境

因素，包括職業性別刻板印象、性別角色刻板印象。（3）心理因素，

包括性向、職業興趣、人格、成就動機等。

5.發展情境觀

Vondracek, Lerner & Schulenberg（1986）認為 1970 年以前

的各家的理論沒有一個能成功的整合職涯發展的整體的、完整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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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大多是從自己的學術領域角度來看職業的選擇，且未能關懷到時

間上的變遷對職涯發展的影響，例如特質/類型的心理發展學學者無

法解釋工作變遷對特質/需求的影響，職涯發展階段論也疏於注意到

動態的交互作用（dynamic interaction）情形。所以需要一個新的

職涯發展的觀念架構，因此提出「發展情境觀」（developmental –

contextual perspectives）的架構，其中包含三個主要的觀點：1.

從關係的觀點（relational perspectives）來探討存在於個體發展

和變遷的情境間的動態交互作用（dynamic interaction）。2.從系統

的整體觀（systemic & integrated perspectives）以整體性來探討

多元情境間的關係。3.以多元情境的觀點（contextual

perspectives）來分析職涯發展的情境。換句話說，Vondracek 等人

提出的職涯發展理論的情境，從整體性來看，除個人的生理、心理發

展層面外，還包含社會的（包括政治的及經濟的）、物理的及文化的

情境，並以動態相互依存觀點來看個人和情境間隨時間的變遷而產生

的交互作用影響。Vondracek & Reitzle（1998）認為以情境發展觀

來探究個體的職涯成熟是可行的、適當的。

6.生涯發展生態理論

Bronfenbrenner（1979）結合生態觀、系統觀及互動觀，提出「人

類發展生態理論」（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該理論是以人

為焦點，探討人的有機體身分和社會人身分與所處的環境系統的交互

作用以及系統之間的互動關係。他認為個體的發展受多元層面的環境

及時間變遷的影響，其概念有三個主要成份：發展中的個體、環境及

兩者間的交互作用、發展歷程。後來又將理論更進一步發展為「生涯

發展生態觀」（Ecology of career development），重要概念有：

（1）生態的轉換（ecology transition）：發生於個人因角色或

工作安置的改變，而使個人在生態環境中的位置改變。

Bronfenbrenner 定義人類生態的轉換是指一個人的位置在環境中發

生改變，包括找到新工作、改變工作、失去工作、改變生涯以及退休，

是個體和環境相互調適的結果。

（2）人類發展的生態環境是由微系統（micro-system）、中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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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及大系統（macro-system）

組合成的多元情境。

（3）環境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這些情境的結構是如「俄羅

斯娃娃」的巢形結構，且相互連結的。相互交織（interweave）、交

互作用（interaction）是 Bronfenbrenner 概念的核心。環境和環境

的變遷（time）會對個體造成影響，所以個體是環境的產物，也是環

境的製造者，兩者形成相互依存的關係網絡。

Bronfenbrenner 將個人的環境系統依照與個體接觸的密切程度

分為四個層次：小系統、中間系統、外系統與大系統，系統間彼此關

聯且個人的發展受此四個系統的直接及交互作用的影響。換句話說，

個人的職涯發展是這四個系統直接與交互作用後的結果。玆將各系統

的定義說明如下：

微系統—又稱小系統，是指環境的最內層，與個體互動最為頻繁

且個體直接參與，立即影響個人職涯發展的環境，包含發展中的個體

及與個體直接接觸的人、活動、角色等，如家庭、工作場所。在這系

統中，重要他人與個體互動的質與量，以及個人的人格特質、態度等

因素對個人的職涯發展影響也最大。

中介系統—又稱次系統、中間系統，是指個體直接參與的兩個或

兩個以上微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或是連結兩個微系統的環境與

活動，如連結家庭和工作場所兩個微系統之間的連結系統或支持系

統，或工作場所與家庭或個人兩個微系統之間交互作用而形成的角

色、活動。

外系統—是指個體並不直接參與其中的環境，但該環境對個體發

展或微系統有間接的影響作用，如配偶的工作職場或父母的工作職

場、父母的社經地位、父母的社會關係網絡，組織環境中的主管領導

風格、組織制度、組織目標、組織結構、組織管理策略等。個體雖未

直接參與或接觸到這些環境中的事務或人，但他們會直接影響個體所

接觸的微系統，進而間接影響到個體的職涯發展。

大系統—又稱巨系統，指生態系統最外層的環境系統，包括巨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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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及次文化、信仰、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價值、社會政策、經濟、

勞力市場、科技以及時代變遷的影響等，這些因素會影響其他系統的

運作，進而影響到個人，如性別角色刻板印象、社會結構、職業聲望

等。

上述現代的職涯發展理論中，社會衝突論過分著力於不平等之處

或衝突點，容易給人不安、無共識、不一致的挫折感，甚至產生衝突

是負面的印象，但是衝突未必一定是不好的，衝突可讓人看到問題

奌，若積極處理衝突可能會帶來更高層次的共識，反而完全的和諧可

能導致停滯不前。換句話說，衝突理論較重視解構，而少努力於再建

構，對職涯發展的積極正向經驗較缺乏詮釋力，如職業抱負理論強調

自我抱負的限制與妥協，即給人一種消極的感受。社會學習理論主張

職涯發展是一個學習的歷程，強調學習經驗和先備的知能對職業選擇

的影響，決策論強調自我認知對職涯決定的影響，兩者雖然都認為社

會環境對職涯發展有所影響，但「自我」的認知與發展仍是理論的重

要核心。因此，綜觀以上現代的職涯發展理論，能將新職涯發展現象

詮釋得較貼切、較完整的理論應屬「情境發展觀」及「生涯發展生態

論」。

理論是一種「視窗」，可提供人類理解行為或現象的路徑，不同

的理論其間之差異可豐富我們的視野與對職涯的理解。綜觀以上傳統

與現代的職涯發展理論及其發展的歷史，可看出 1970 年代是職涯發

展理論的分水嶺，1970 年代以前的職涯理論較持職涯是直線發展、

靜態的觀點，大多分別自生物、心理、社會的層面探討個人的職涯發

展，僅以少數幾個影響面向來測量職涯發展。1970 年代後期或 1980

以後，職涯發展的理論較持情境觀、系統觀的宏觀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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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注意從發展中的個體與多元情境的相互關係來理解職涯發展。

一個人的職涯發展隨著時間及環境的變遷而呈現多元的面貌，

由此推論，其中所蘊含的或能解釋運用的理論也應該是多元並存的，

涵蓋傳統的及現代的職涯發展理論。但是，其真實情形如何？有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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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紮根於實際的職涯發展經驗，來探討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

人員的職涯發現象，從中歸納出能反映其職涯的理論觀點。

第四節 職涯發展的影響因素

職涯發展是一連續的、動態的歷程，跨越了人生大半的時間，

發展歷程中的任何一個因素都可能會對職涯發展產生直接或間接、或

大或小的影響。在此僅將國內外相關文獻中探討有關影響職涯發展或

離職行為的因素做有系統的分類，整理如下：

一、個人方面因素

（一）人口統計變項

包括種族、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訓

練經驗、公司年資、目前職位年資、產業年資、部門別、公司職位、

兼任或全職、收入、有無證照及證照等級等（Aukstikalnis,1995；

Ladkin & Riley, 1996；Iverson ＆ Deery 1997；Butler & Skipper,

1983；Lance, 1991；Hui,1988；Lambert, Hogan & Barton,2001；

Lam, Zhang, & Baum,2001；黃韶顏、謝邦昌，1996；林乃慧，1999；

蔡俊良，1994；余朝權，1997；梁素君，1999；傅桂枝，1997；羅寶

鳳，1993；張德聰，1999）。

這些個人背景因素在許多研究中常被設定為自變項、控制變項

或干擾變項的地位（余朝權，1997）。根據研究結果，年齡、性別、

教育程度、婚姻、工作經驗、年資、兼任或全職等個人背景變項和職

涯發展的關係隨研究樣本的不同而有不一致的結果。其中年齡變項是

最早被用來探討職涯發展的影響因素，年齡和時間常用來代表一個人

職涯發展的進程。而教育程度往往是影響一個人職涯發展的起始點的

指標。一個人的職涯發展路徑和個人的教育與訓練有關，教育程度低

的員工可能較會尋求未來自己創業的職涯發展，而教育程度高的員工

較會尋求發展為主管或專業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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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berg, Mausner, Peterson & Capwell（1975）研究指出整

體工作滿意和年齡呈現 U型的關係，隨年齡的增加工作滿意度會下

將，但當年齡成熟，隨著時間修正自己的期望後，反而隨年齡之增長

而滿意度增加（引自 Lam, Zhang, & Baum, 2001）。另有學者認為年

齡和工作滿意呈現多元的 J型關係，有和年齡無關、隨年齡而下降、

隨年齡而增加三種模式（Lam, Zhang, & Baum, 2001）。

Lam, Zhang, & Baum(2001)調查香港飯店員工的工作滿意情形，

研究結果指出薪資是影響工作滿意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升遷。

（二）工作價值觀

工作價值觀是個人對工作或行業所持的態度或看法，由於工作

價值含有社會文化、社會規範、社會期望的成分，因此也有學者將其

當作社會結構方面的影響因子。

許淑穗、張德蓉(1999）認為工作價值是個人對工作的信念和看

法，受個人性別角色觀的影響。

Zytowski 定義工作價值是個人對工作的情感性概念，可用來解

釋工作滿意及預測個人的工作選擇（Pietrofeso & Splete, 1975）。

吳芝儀（1996）指出工作價值深受民族性、次級文化、政策的

演變、社經地位、社會和經濟條件等因素的影響而有所變遷，如 1950、

1960年代的工作價值觀和 1990、2000年代的工作價值觀是大不同的。

（三）人格特質

人格特質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個人的職涯發展和自我概念的

實現程度有極大關聯。Lounsbury, et al (2003)對十四種不同行業

的員工進行調查，結果顯示，五大人格特質（big five traits）和

職涯滿意及工作滿意有正相關，包括謹慎的、外向的、堅定自信的、

顧客服務導向的、人性管理與關係導向的；其中有三個人格特質對十

四種不同行業的員工的職涯滿意具有預測力：職涯彈性、樂觀、維持

初始的工作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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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涯彈性

London（1983）提出職涯彈性（career resilience）是指為阻

止職涯瓦解，個人在面對各種逆境時所表現出的堅忍、堅毅的態度（引

自 Gizeda,1999）。Gizeda 的研究顯示，職涯彈性和職涯轉換行為有

正相關，且自我效能、冒險意願也和職涯彈性呈顯著正相關。

以上個人方面因素若依照 Bonfenbranner 對系統的界定，個人

背景、人格特質、態度及價值觀，是屬於個人直接接觸或參與的微系

統環境。微系統和工作、組織環境、家庭、社會情境以及時間脈絡產

生互動，經由交互作用更進一步的影響個人的職涯發展。

二、組織方面因素

影響職涯發展的組織因素是指和組織運作、管理及組織背景等

方面有關的因素，本研究依各因子的特性，可分為組織外顯因素、組

織內隱因素及組織背景因素三大類。（Ladkin & Riley, 1996；Butler

& Skipper, 1983；Lam, Lo & Chan,2002；楊主行，2000；余朝權，

1997；吳芝儀，1996；鄭金謀、邱紹一，2002；蔡俊良，1994；林梓

榮，2002；張鈿富，1994）

（一）組織外顯因素

是指組織運作、管理時所制定的一些管理目標、策略、制度與

組織結構等，這些因素和個人的工作有關係，對個人的職涯發展有直

接或間接的影響。包括 1.組織目標。2.組織結構。3.薪資報酬。4.

工作輪調制度。5.升遷進路。6.組織培訓、教育訓練或學習機會。

一般而言，組織所實施的工作輪調制度大多是在組織內同部門

不同工作性質或不同部門間的職務或職位調動，又稱為交叉訓練、輪

調訓練（cross training）。許多研究指出工作輪調可促進員工的職

涯發展，可降低員工的離職率，培養員工多元技能，增加內部的晉升

機會（楊主行，2000；Finegold, Wagner & Ma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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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內隱因素

是指組織因應管理運作而形成的一種內在的人為環境，大多具

人際社會性的特性，對組織管理及個人職涯發展上的影響力甚至比外

顯因素來得更大。

1.主管領導風格

Butler & Skipper（1983）針對餐廳的管理方式的研究指出，形

式化管理方式是指組織對規範、規則、做事過程等一切依條文行事的

程度，研究結果認為組織形式化管理程度越大，員工的離職異動就越

大。集權化管理方式是指組織內權力集中的程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也就是指員工參與組織決策的程度，研究結果也顯示組織若愈集權

化，員工參與決策程度就越小，員工的離職異動就越大。所以，形式

化、集權化的管理方式對員工的職涯發展是較不利的。而溝通與激勵

的領導方式可促進員工與主管間的相處，對個人的職涯發展較有利。

2.組織社會化

是指新員工進入組織，由局外人逐漸成為有效公司成員，適應組

織文化，建立個人與工作間平衡統整的穩定狀態的過程（吳芝儀，

1996；鄭金謀等，2002）。Feldman（1988）提出員工組織社會化的三

個階段：進入，展現自己（getting in）→突破，被同僚、長官接受

（breaking in）→安頓，解決工作/家庭的衝突及環境中的衝突

（setting in）（引自吳芝儀，1996）。因此，組織社會化較佳，則較

能適應組織文化，而有利職涯的發展。

3.組織凝聚力

是指員工的內部凝聚力或互動性，大多數研究結果指出組織凝聚

力愈小，員工離職異動就愈大（Butler & Skipper, 1983）。

4.組織文化

是組織因應內外在環境的壓力與維持內部系統穩定所衍生的一種

適應文化，為組織的獨特現象而為員工所知覺。員工經由工作生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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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組織文化，接受認同後，自然表現於外在行為中，因此，組織文

化也可說是員工共同抱持的態度與價值信念體系，是員工經過組織社

會化過程後所形成的價值知覺體系，並能促進成員凝聚及引導成員的

行為（蔡俊良，1994；林梓榮，2002；張鈿富，1994；陳慧芬，1998）。

據此，組織文化是組織的核心價值，組織社會化是形成組織文化的歷

程，而組織凝聚力是認同組織文化後的結果。

個人對組織文化的知覺受個人方面因素的影響最大，如工作經

驗、人格特質、工作年資、學歷等會影響個人對組織文化的知覺，相

對地，組織文化也會對個人產生影響（林梓榮，2002）。由此，充分

顯示組織文化是個人和工作環境互動的結果。所以，在衡量組織文化

時，不能僅看有沒有組織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觀測組織文化的強度以

及廣度，也就是員工的接受程度以及多少員工接受組織文化。

蔡俊良（1994）將組織文化分為四類，探討其和職涯發展的關係，

分別是支持/安全性文化、管理/壓力性文化、創造/表現性文化、結

構/工作性文化，研究結果顯示，組織的行業別、個人的性別、年資

的不同，員工所知覺到的組織文化也會不同，且所有的員工都對支持

/安全性的組織文化最為重視。個人對組織文化的知覺若符合個人的

職涯發展需求，則易被個人接受，進而影響個人的工作滿意及離職/

留任的意願。

餐旅業的組織文化，尤其是領導風格與管理文化，對員工的職涯

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員工若未適應組織文化，則對組織的承諾會降

低，離職意向會偏高。Liff & Ward (2001)也認為餐旅業員工愈能溶

入組織文化，則較易接近資深顧問（mentor）及得到網絡的支持，對

工作的發展愈有利。

（三）組織背景因素

組織背景因素是指組織本身的屬性因素，根據余朝權（1997）的

研究，包括：1.組織的業別屬性。2.組織的規模大小。3.組織的坐落

地區。4.組織的資本型態，如是國人自營或外資公司，是外國管理或

本國管理等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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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組織方面因素若依照 Bonfenbranner 對系統的界定，中介系

統是指個體直接參與的兩個或兩個以上微系統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

或是連結兩個微系統的環境與活動。外系統是指個體並不直接參與其

中的環境，但該環境對個體發展或微系統有間接的影響作用。據此，

組織文化、組織社會化、組織凝聚力為中介系統的環境因子，主管領

導風格、組織外顯因素及組織背景因素為外系統環境因子。

三、工作特性方面因素

工作特性是指與工作本身有關的屬性或因素，包括工作本身的性

質與條件、工作的物理環境、自然環境、人際環境等構面。在國內外

文獻中常見的工作特性因素有：工作自主性、工作公平性、工作回饋

性、工作的例行性或變化性、工作本身的條件等，工作本身的條件又

包括工作的物理環境與安全性、工會組織等（吳濟華、陳協勝，2001；

Iverson ＆ Deery,1997； Aukstikalnis,1995； Lambert, Hogan &

Barton, 2001）。

大多數的研究顯示，工作自主性、工作安全與保障性、工作公平

性、工作回饋性等變項大多和離職傾向呈負相關。而工作例行化和離

職傾向成正相關。

Lambert, Hogan & Barton（2001）研究指出，工作特性因素與

組織因素（包括角色衝突、工作變化性、薪資報酬、同事關係及工作

自主性）比人口背景因素對工作滿意的影響還大，而工作滿意是工作

特性因素和離職傾向行為之間的重要中介變項。

工作特性方面因素都是既存在組織中，個人並未直接參與，但卻

對個人的職涯發展有直接及間接的影響，依照 Bonfenbranner 對系統

的界定，應屬於外系統環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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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家庭方面因素

張添洲（1999）將家庭因素分為父母的背景條件和個人本身的家

庭背景兩方面，大致包括：1.家庭結構。2.家庭經濟壓力。3.配偶與

家人的期望。4.子女數及子女年齡。5.父母的教育程度。6.父母的社

經地位。7.父母的職業。8.家庭生活型態。

父母的教育程度、社經地位、職業以及配偶與家人的期望，對個

人的教育訓練、人格發展、職業選擇及職涯期望等均有相當程度且深

遠的影響。而家庭是屬於何種發展階段、家庭的類型、家庭經濟情形、

子女數及子女年齡等，都和家庭生活型態有關，且影響家庭資源的質

與量以及個人在家庭生活及工作生活上的時間與精力的分配，若資源

有限，則經常會造成家庭生活與工作生活間的衝突，進而影響一個人

的職涯決定。

依照 Bonfenbranner 對系統的界定，家庭因素中的家庭結構、家

庭經濟壓力、子女數及子女年齡、家庭生活型態等因素均為個體直接

參與的環境，且直接影響個人的職涯發展，屬於微系統環境因素。父

母本身的教育程度、父母的社經地位、父母的職業、父母的社會關係

網絡、配偶與家人的期望等因素，個體並未直接參與，但對個人的職

涯發展有間接的影響作用，應歸屬於外系統環境因素。

五、社會環境方面因素

社會環境因素是指社區或社會中的社會、經濟、政治、科技等大

環境之變遷及社會制度、文化、社會價值觀、社會規範等，又稱為社

會結構性因素，對個人的職涯發展有深刻的影響，這方面的因素大致

有：（Aukstikalnis,1995；Ladkin & Riley, 1996； Iverson ＆

Deery ,1997；Butler & Skipper, 1983；Hui,1988；石銳，2003）。

（一）市場就業機會：包括經濟景氣、產業結構變遷、失業率、國際

競爭等。大多數的研究均顯示，當經濟市場的失業率高或就業機會少

時，員工的離職傾向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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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價值觀：包括社會規範、文憑主義、職業的社會地位或社

會聲望、性別角色觀、消費價值觀等。

（三）社會政策：包括國家發展的方針、法令及政策，以及國際組織

結盟。

（四）科技的發展程度：如資訊科技、食品科技的發展等。

（五）社區環境背景：如城鄉差距、地方資源特色或限制等。

依照 Bonfenbranner 對系統的界定，社會環境方面因素應屬於大

系統環境因子，是生態系統最外層的環境系統，這些因素會影響其他

系統的運作，間接影響到個人的職涯發展。

六、支持系統方面因素

「支持」，一般而言，包括壓力的疏導、回饋與評估、情感的支

持、資訊的獲得或協助等（羅寶鳳，1993；吳鄉泉，1999），經由支

持系統的疏導、激勵、溝通與分享等行為，使人產生情緒上不孤獨，

壓力得以紓解，重拾信心，恢復或充實能量的感受。支持系統可分為

物質實務面的支持及人際社會面的支持，文獻中大多數的研究是從人

際社會性支持系統來探討和職涯發展的關係，最常見的社會性支持系

統包括：1.家人支持。2.同儕支持。3.主管支持。4.鄰里支持。

物質實務面的支持系統如協助家務操作的機構、協助照顧小孩的

托兒安親班，以及社會福利機構等，對雙生涯家庭結構的工作者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支持系統。

支持系統提供個人在家庭及工作組織兩個微系統間的協助聯

繫，使個人能安心於工作，有利其職涯的發展。依照 Bonfenbranner

對系統的界定，支持系統應屬於中介系統環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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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互作用形成的影響因素

上述六大方面的影響因素可在單純主要效果的狀況下影響個人

的職涯發展，也可能彼此經交互作用後而形成另一新的行為或現象，

進而影響個人的職涯發展，例如個人因素和家庭因素間的交互作用

（如人格特質×家庭經濟壓力）、個人因素和工作角色間的交互作用

（如職涯自我效能×工作職位）、家庭因素和工作角色間的交互作用

（如家人期望×工作部門），這些交互作用下產生的行為或現象又直接

或間接的影響著個人的職涯發展，若能處理得宜，則可導致職涯發展

順利。本研究將文獻中常見且重要的交互作用下產生的影響因素陳述

如下：

（一）工作壓力

工作壓力是個人因所擔任的工作角色和工作本身及工作環境中

衍生出的壓力源相互作用而產生的一種生理、心理及行為上的身心反

應。這些壓力源大致有：個人人格特質、內在需求的衝突、人際關係、

他人評價、職涯發展的壓力、工作本身特性、角色混淆、角色任務模

糊、角色衝突、角色任務變遷、工作負荷、工作輪替、監督管理、工

資與升遷不符期望、團體凝聚力、組織氣氛、組織結構、調職或轉業、

工作物理環境不適應、突發事件等眾多可能的壓力源（吳芝儀，1996；

張添洲，1999）。在眾多壓力源中，McGrath（1970）認為工作壓力主

要由下列三個變項所導致：角色混淆、角色衝突及角色過度負荷（引

自吳濟華、陳協勝；2001）。

Ross（1997）以連鎖型飯店員工及中階主管為研究對象，發現

工作自主、明確的工作角色、良好的工作夥伴及開放、有效的溝通是

減少工作壓力的方法。

一般而言，工作壓力和離職傾向會成正比，而對職涯發展有負

面的影響。但石銳（2003）認為壓力對員工的影響是一種阻力或助

力，要視壓力來源、員工個人特質、個人對壓力的認知及承受度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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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倦怠

工作倦怠為一種情緒反應，是個人對工作壓力的一種回應方式，

包括感到枯竭、犬儒效應及專業效能低。所謂枯竭感是對工作環境感

到挫折、憤怒、失敗。犬儒效應是指對工作失去人性，產生冷漠、剛

硬、疏遠感。專業效能低是感到低成就感、低自我效能感（梁素君，

1999）。梁素君的研究指出，工作倦怠和職涯發展呈負向關係，組織

因素及工作特性因素對工作倦怠的影響較個人因素大，其中情緒枯竭

的最主要原因來自工作負荷過度。

1970 年代職涯研究領域中出現一個新的名詞「職涯耗竭」

（career burnout），和「職涯停滯」同義，而與工作倦怠有相當的

關聯與重疊，職涯耗竭是描述對工作失去熱忱的人（吳芝儀，1996），

與工作倦怠的犬儒效應相同。由於自我期望與不切實際的目標，使

個人在生理、心理上的資源耗盡，而工作特性與組織環境因素往往

是造成耗竭的主要原因，如工作負荷過度、重複性的工作、角色衝

突、角色模糊、缺乏晉升機會、時間壓力等（吳芝儀，1996），這些

因素和工作壓力也有密切關係，因此，職涯耗竭或工作倦怠與工作

壓力有高度的關聯。

（三）工作滿足

工作滿足是指個人對工作的正向態度的表現。一般對工作滿意的

探討都從「需求論」、「社會交換論」及「契合論」出發。

需求論認為滿足個人需求是工作滿意的指標，常見的有馬斯洛的

動機階層需求論（生理、安全、愛與歸屬、自尊、自我實現等五個階

層）、Herzberg 的雙因子需求論（外在因子，包括物質、地位、安全

的需求；內在因子，包括成就、肯定、認同等需求）、Alderfer 的 ERG

三因子階層論（生存需求 existence、關係需求 relatedness 與成長

需求 growth）及 McClelland 的成就動機理論（包括親和/人際、成

就、權力的需求）。社會交換論認為個人的工作滿足源自於個人的期

望或酬償獲得合理的達成，常見的有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期

望理論（expectancy theory）及差距理論（discrepanc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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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溢琳，1998；張玉鐶，1999；洪啟方，2003，呂金波，2000）。

契合論的學者認為應以人境適配的觀點來分析員工的工作滿

意，認為工作滿足源自個人和工作環境的契合度，若個人特質、價

值觀、目標和組織的規範、價值觀或工作特性的契合度越高，則個

人對工作滿意的程度也較高（Stockman,2003；Tepeci & Bartlett,

2002；Vancouver & Schmitt,1991）。

對工作滿足的測量方法，由不同的研究中（林溢琳，1998；張

玉鐶，1999；洪啟方，2003）歸納，大致可分為三個取向進行：（1）

層面性滿足（facet satisfaction）的測量，針對工作中不同層面的

滿意程度的測量，如對工作本身、薪資報酬、升遷、教育與訓練、同

事相處、主管角色等不同層面的滿意度測量。（2）全面性滿足（overall

satisfaction）的測量，測量個人對工作的整體綜合性的感受。（3）

需求差距的測量，指員工認為應得的滿足程度和實際獲得的滿足程度

之間的差距的總合，差距越大，表示越不滿意。

Lance (1991)研究員工自願離職行為的整合性結構模式（An

integrative structural model），結果得知，工作滿意與組織承諾

間存有相互作用影響的關係。

Gaertner（1999）的研究結果顯示，同儕支持、工作負荷、角

色衝突、角色模糊、工作自主、工作例行化、晉升機會、分配公正

性、主管支持等九個因素和工作滿足有因果關係。吳芝儀（1996）

認為工作滿意和工作更換、退縮行為及工作者的疏離感成反比，而

和工作投入、士氣成正比，工作滿意也是工作適應的一個顯著指標。

由此可知，工作滿足是個人因素和組織因素、或和工作本身特性因

素兩者交互作用後所形成的心理知覺或態度。

（四）職涯自我效能

Bandura 的自我效能理論，強調個人對自我能力的信心或認知對

行為結果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此個人的認知主要就是指自我效能。

Hackett & Betz（1981）將之運用於職涯研究中，指出女性由於在社

會化過程中缺乏職涯自我效能，因此在工作中較無法實現其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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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實，職涯自我效能是影響職涯選擇的中介變項及重要預測

變項（許淑穗、張德蓉，1999），尤其是對婦女的職業選擇的影響（鄭

金謀、邱紹一，2002）。許淑穗、張德蓉(1999）研究指出，個人的性

別角色觀比內外控信念的人格特質對職涯自我效能的影響大。周文

賢、牛涵靜（2002）的研究也提出，餐旅業員工的性別對自我效能有

影響，男性員工自我效能高於女性，而自我效能與工作投入、職涯承

諾三者間互有正向的相關存在。

由此可知，職涯自我效能是個人和工作、組織環境交互作用下而

生成的一種對個人的職涯發展的自信與自我能力認知。

（五）職涯承諾

London（1983，1987）提出的職涯動機理論可充分詮釋職涯承諾

的內涵，分為三個構面：職涯認同（career identity）、職涯洞察

（career insight）、職涯彈性（career resilience），職涯認同是

指個人會以其職業或工作來認定自己的程度，職涯洞察是指個人對自

己、環境及職涯發展目標有實際、清楚且理性的知覺，而職涯彈性是

指個人為阻止職涯瓦解，在面對各種逆境或障礙時的堅忍、堅毅的態

度（引自 Gizeda,1999；DeSimone & Harris, 1998）。Gizeda 的研究

顯示，職涯彈性和職涯轉換行為有正相關，且自我效能、冒險意願也

和職涯彈性呈顯著正相關。

周文賢、牛涵靜（2002）的研究指出，台北地區國際觀光旅館

餐飲從業人員的性別在職涯承諾、工作投入上無差異存在，但年齡

則有影響，年齡越大者，職涯承諾、工作投入、自我效能都較高，

而自我效能、工作投入、組織承諾與職涯承諾間互有正向的相關存

在，且職涯承諾的高低也是離職率的指標，而組織承諾又是職涯承

諾的最強的預測因子。

工作投入（job involvement）就是指個人在工作上的自我投入

與心理認同的程度，也就是工作承諾的表現。由此可見，職涯承諾、

組織承諾與工作承諾三者間有密切的正向關聯。職涯承諾是個人因素

（如職涯自我效能、職涯動機、性別、年齡）與組織環境因素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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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後而形成的個人對自己的職涯發展的認同、重視與投入的心理

程度。

（六）職涯定位

是指個人藉由與組織的互動，從環境中獲得訊息，幫助自己了解

與澄清自己所重視的價值觀、動機與能力，並進而對未來在組織中的

發展做評估，作為下一個職涯步驟的重要依據。此種在組織中發展出

自我評估與職業自我定位的過程稱為職涯定位（蔡俊良，1994）。因

此，職涯定位亦屬於個人因素和組織環境交互作用後而形成的結果。

職涯定位和個人的職涯發展有很大的關係，若個人職涯定位滿

意或符合自己的職涯發展目標，則會進入職涯發展的自信發揮期，

繼續留任發揮自己的長才，若不滿意，則會進入蟄伏轉形期，而產

生離職的念頭。

石銳（2003）認為職涯定位和工作績效有相互關係存在，一個

人若職涯定位滿意則工作績效評估會較佳，進而又影響下一階段的

職涯定位。

（七）個人與組織契合度（P-O-FIT）：

Stockman（2003）及 Tepeci & Bartlett ( 2002）認為個人的

行為受個人特性及情境特性的交互影響，應以人境適配的交互作用觀

點來分析，最能有效解釋員工的職涯。

契合度（fit），又稱為適配度。適配度可分為主觀適配及客觀適

配，客觀適配是指個人外在特質和工作、組織的條件要求兩者間的符

合程度，而主觀適配是個人知覺自己的特質、背景或價值觀和個人對

組織的規範與價值的知覺，兩者間的適配程度，一般而言，主觀適配

比客觀適配更能影響員工在組織中的職涯發展（蔡俊良，1994）。也

有學者從個人和組織的角度來分類，從個人層面來看，分為個人與組

織的契合（person-organize-fit）、個人與工作環境的契合

（person-vocation-fit）、個人與工作的契合（person-job-fit），

從組織層面來看，則有基層和主管間的契合、部門與部門間之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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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與組織間之契合（邱瓊萱，2002）。

邱瓊萱（2002）認為個人在選擇工作時大多會考慮組織的形象、

價值觀與個人是否契合，若契合，則對個人、組織的發展而言是一

種助力，若不契合，則會形成一種阻力。

Vancouver & Schmitt（1991）認為契合度是個人價值觀、目標

和組織的規範、價值觀的一致程度，若契合度越高，個人對工作滿

意、組織承諾的程度較高，而離職傾向較低。由此可知，契合度也

是個人和組織交互作用的結果。

（八）組織承諾：

Mowday , Porter & Steers（1982）將承諾分為態度及行為的承

諾，態度的承諾包含三個成分（1）認同：對組織、專業目標的高度

認同，（2）情感投入：願意爲組織和專業付出相當心力，（3）依附感

或歸屬感：強烈意願欲成為組織或專業的一员。行為的承諾是指個人

對所從事的職務做投資或努力以赴，如用額外時間學習有關的技能，

以期能獲得報酬。所以組織承諾是一種行為，也是一種態度、情感，

也可說是一種心理契約，代表員工與組織的連結，是個人與組織環境

互動後的結果。

組織承諾的重要概念有：認同、投入、忠誠、繼續留任的意願、

以及依附感，代表員工對組織目標與價值的認同，對組織的忠誠，

對組織賦予任務的充分投入，對保有組織成員身分的傾向程度

（Williams & Hazer, 1986）。由組織承諾的重要概念成分可將其分

為價值認同承諾（組織目標與價值的認同）、情感承諾（投入/貢獻、

忠誠、凝聚/依附）、行為承諾（持續留任、保有組織成員身分的傾

向）三大類。

另外，也有學者（Porter et al, 1974）傾向以「道德規範觀

點」來定義組織承諾的類型，認為個人對組織的認同與投入是因合

乎團體規範而應該表現的行為，屬於態度的承諾（引自黃瓊蓉，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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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梓榮（2002）的研究結果顯示，組織承諾與員工的職涯發展

有正向的相關。牛涵錚（2000）研究發現，台北地區國際觀光旅館

餐飲從業人員之個人職涯規劃自我效能與工作投入、組織承諾之間

呈顯著的正相關，且工作投入與組織承諾之間也是呈顯著的正相

關，自我效能與工作投入間之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

Gaertner（1999）研究結果顯示晉升機會、分配公正性和主管

支持等三個因素和組織承諾有因果關係，且工作滿足會導致組織承

諾。

許多研究指出，組織因素及個人因素需透過「工作滿意」及「組

織承諾」兩個變項，間接對離職傾向產生影響力，「工作滿意」及「組

織承諾」和離職傾向成負相關（Iverson ＆ Deery , 1997； Lance,

1991； Stockman, 2003）。Lance（1991）& Hui（1988）認為工作

相關因素會影響工作滿意，而個人對勞力市場就業機會的知覺及工

作的投入程度（job involvement）會影響一個人的組織承諾。Lam,

Lo & Chan (2002)認為工作場所人際關係（workplace relationships

or Guanxi）在中國人社會是很重要的概念，可促進組織承諾，且個

人的規範信念、主管的好壞以及工作相關因素和組織承諾有關。

由以上可知，工作滿意及組織承諾和職涯發展有正向關係。組

織承諾的前置因素有個人對組織規範的認知、人群關係、升遷、主

管角色（主管支持、分配公正性）、工作特性、工作投入、工作滿足

以及對市場就業機會的知覺。但這些因素之間的相互關係如何？若

將這些因素整體一起來看其與組織承諾的關係，則又會有如何的改

變，值得探討。

（九）工作績效：

是指員工在工作上的產出，進而促進公司生產力及創造競爭優

勢，而影響工作績效結果的因素有：個人的工作投入、組織的管理制

度、人力資源管理制度、組織文化、工作環境、與同事上司的互動關

係，以及績效目標的明確度（楊麗華，2001）。因此，工作績效也是

個人和工作、組織環境互動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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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績效和工作滿意之間的關係如何，目前研究並無定論，有

工作滿足導致工作績效、工作滿足和工作績效無關，以及工作績效

導致工作滿足三種論點。但是若從績效評估的用途大多用在對員工

的加薪、工作回饋、晉升、解職或資遣等用途上，可知其和員工職

涯發展有密切關係。

上述九個交互作用影響因素都是因微系統因素和工作、組織環

境產生互動後而形成的影響因素，依照 Bonfenbranner 對系統的界

定，應屬於中介系統環境因子。

根據本節職涯發展影響因素文獻探討的結果，影響個人職涯發

展的因素大致有個人方面、家庭方面、組織方面、工作本身及特性方

面、社會環境方面、支持系統方面以及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影響因素等

七大方面。若依據 Bronfenbrenner 的生涯發展生態論中系統的分

界，可將職涯發展影響因素分為四個系統層次：

微系統影響因素是指：（1）個人方面因素，包括個人人口統計

變項（種族、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健康狀況、訓練經

驗、公司年資、目前職位年資、產業年資、部門別、公司職位、兼任

或全職、收入、有無證照及證照等級等）、工作價值、人格特質及職

涯彈性等。（2）家庭方面的直接因素（家庭結構、家庭經濟壓力、子

女數及子女年齡、家庭生活型態）。這些因素會直接影響個人的職涯

發展。

中介系統影響因素是指支持系統、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影響因

素，以及組織方面的內在因素（組織社會化、組織文化、組織凝聚力），

這些因素對職涯發展也會產生直接影響。

外系統方面的影響因素是指組織方面的背景因素、組織方面的

外顯因素、主管領導風格、工作本身及特性方面因素以及家庭方面的

間接因素（配偶與家人的期望，父母的教育程度、社經地位、職業），

這些因素對職涯發展會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

大系統方面的影響因素是指社會環境因素，這方面的因素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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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他系統的運作，而間接影響到個人的職涯發展。

四個系統對個人的職涯發展具有直接、間接及交互作用的影

響。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的職涯發展影響因素又有哪些？

是否也形成多重情境的系統關係？有待本研究深入探討之。

第五節 餐旅業職涯發展之相關研究

一、國外研究

（一）職涯發展情形

餐旅服務業的工作特性是異常工時、上班時間長、體力耗費大、

低薪、無休、人群性服務、生產與消費同時發生、大量的危機管理與

工作壓力，使得餐飲業的員工離職率（turnover rate）很高（Birdir,

2002）。

Lam, Lo & Chan (2002)根據香港旅館協會（Hong Kong Hotel

Association）的報告指出，在 1985-1999 期間飯店員工的離職頻繁，

間隔短於一年，平均年離職率（turnover rate）從 1985 年的 44.8

％提高到 1999 年的 66.1％，顯示員工缺乏組織承諾且在職涯發展上

非常短視。

Butler & Skipper(1983)的研究指出，餐廳的外場服務人員每年

平均有 2-5 次的水平移動（horizontal mobility）的工作轉換情形。

Nebel, Lee, & Vidakovic（1995）的研究結果呈現，美國的中

大型旅館的總經理，90％以上為男性，教育程度以大學學位居多，大

多主修餐旅及商業。其中 80%的總經理，前一個工作角色是副總經理

（assistant general manager）大約三年。同時，餐旅業的職涯呈

現「narrow career path」現象，大部分由餐飲部經理升上總經理，

其次為前檯客務部經理, 再次為客房部經理，至於行銷部門、會計和

財務部門、人事部門的機會很少。且大部分的總經理過去都曾轉換過

1-3 個部門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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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Ladkin（2000，2002）及 Ladkin & Riley（1996）有關餐

旅業員工職涯升遷及離職率的研究顯示：（1）餐旅業員工升遷到旅館

經理的職位所需的時間與學歷有關，學歷越高所花費的時間越少。顯

示投資的成本多，所獲得的報酬也大。（2）職業遷移以內部的移動為

多數（54.7%），外部的移動比例約為 45.3%. 而內部的移動又以自我

激發的方式為主（59.8%）。（3）餐旅業員工的職涯升遷呈現一種狹窄

的職業路徑（narrow path），餐飲部經理是升到總經理的最大可能的

前置角色。Ladkin & Juwaheer（2000）也得到相同的研究結果，在

摩里西斯（Mauritius）餐飲部經理是升到總經理的最大可能的前置

角色，但卻以不同公司間的異動的升遷方式居多，且海外工作經驗及

語言能力、溝通、激發員工的行動力、人際關係等技巧對總經理的職

涯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Birdir (2002)調查土耳其五星級飯店的 144 位總經理，回收有

效問卷 56 份，其中只有二位女性。由研究結果可看出：（1）在身為

總經理的職涯中，平均每位總經理歷經過三間飯店，其總經理職涯平

均為 8.93 年，所以每位總經理平均將近 3年會更換一間飯店。（2）

總經理離開飯店最常見的理由是：和飯店老闆衝突、老闆介入管理，

其次是想換一個更好的飯店，再次為飯店被賣給他人、為追求更好的

薪水、想要換一個城市或地區工作。（3）飯店平均每 2.5 年會更換一

位總經理。

Burrell, Manfredi, & Rollin（1997）研究歐洲的英國、法國、

義大利、西班牙四個國家的餐飲業，發現女性的員工有水平隔離現

象，以客房整理最多，其次是在餐廳服務，再次為接待員，而除了英

國女性有較多在中階管理階層以外，其他國家的女性在管理階層的很

少，且廚房仍被形容為「陽性世界」。

Li & Leung Wang（2001）以亞洲（主要指新加坡）的飯店中的

女性主管為對象，探討女性中階主管的工作情形及職業挑戰，研究指

出女性在餐飲業所面臨的問題有薪資不平等、工作歧視、性別角色刻

板印象、升遷障礙-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效應等。

MacHatton, Dyke & Steiner（1997）的研究顯示，餐廳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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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離職率為 18.6％，其中連鎖餐廳的離職率為 29.7％，獨立餐

廳離職率為 5.8％，連鎖餐廳的經理離職率較高。

另外，許多研究均認為工作滿意會減少員工的離職率，但Hartman

& Yrle（1996）則觀察到餐旅業有些工作滿意的員工仍然會經常轉換

工作，他將這種現象稱為「勞工流動徵候群」（hobo syndrome 或 hobo

phenomenon）。他認為勞工流動徵候群受「工作不再具挑戰性」、「升

遷機會少」、「同儕的離開」、「想要嘗試其他公司」以及「地域的變更」

等因素的影響。其研究結果顯示，造成餐旅業工作滿意度不錯的員工

的離職主因是，這些員工屬於職涯導向而非特定公司導向的，也就是

他們會為了職涯發展的理想而轉換工作；另一個特性是這類員工也較

傾向於變化導向而非穩定導向的職涯。Finegold, Wagner & Mason

（2000）也提出類似的看法，認為由於社會快速的變遷及高度的競

爭，使得員工為了增加就業轉換能力、獲得晉升機會，會在不同的公

司間移轉，而形成一種新的多變的職涯發展形式（protean career

model）。甚至多重職涯發展（multiple career）的情形，也就是一

個員工同時有不同的職涯路徑在發展。

綜合以上國外研究，歸納出餐旅業員工的職涯發展情形大約有幾

個現象：

1.員工離職率或轉換率高。

2.升遷和教育程度、性別有相當關係，高階主管多為男性，女性員工

的職涯發展存在水平隔離及垂直隔離的玻璃天花板現象。

3.升遷以內部升遷、不同公司間異動的升遷方式為多數，且多為員工

自我激發方式。

4.職涯路徑呈現狹窄路徑（narrow path）現象，多為餐飲部協理或

經理升遷為總經理。

5.勞工呈現「勞工流動徵候群（hobo syndrome）」現象，員工為了能

有更多的挑戰、成長、多變化及職涯發展，縱使工作滿意，仍然尋

求轉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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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職涯發展呈現多變的職涯模式（protean career model）及多重的

職涯模式（multiple career model）等非傳統的模式。

（二）職涯發展影響因素

Brownell（1994）進行一項餐旅業經理職涯發展知覺的研究，研

究結果可知男、女經理均認為努力工作、正向積極的態度、有效溝通

是職涯發展上有利的因素，而溝通技巧中以傾聽能力最為重要，其次

是團體領導技術。

Ng & Pine (2003)研究顯示，香港旅館業男性及女性主管都一致

認同職涯發展成功的因素有：工作態度、有效溝通技巧、解決問題的

技巧、努力工作、人格特質、工作知識、個人的奉獻、督導的支持與

指導、機會/運氣以及學歷。

Ruddy（1989）以香港 31 間飯店的總經理為研究對象，研究其

職涯發展過程被認為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依序排列如下：1.完成目標

或結果的自發性、高度精力與驅力。2.和不同的人工作融洽的能力，

須具備溝通、委派工作的技巧及耐心。3.富挑戰性。4.願意冒險。5.

職涯早期即在重要部門擔負重要任務的責任（約 30 嵗）。6.職涯前

期即具有不同部門的廣泛性管理經驗（約 35 嵗）。7.尋求創新的做

事方法。8.職涯早期具領導經驗。9.不斷的發展理念及實踐理念的能

力。10.有達到頂端的企圖心。11..達成協議及磋商的能力。較不被認

為那麼重要的能力是：1.完整的技術訓練，其實是達到領導管理的跳

板。2.家人的支持，尤其父母、配偶的支持。3. 30 歲前能在高階管理

階層前有高見光度。4.職涯早期有角色楷模或指導者。

Gustafson（2002）從組織管理層面提出可降低員工離職率的職涯

管理政策：將員工視為管理團隊，共同發展目標及分享公司願景，以

員工名義贊助社會公益，增加內部升遷機會，實施彈性工作時間制，

如此可增加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及向心力。

Birdir (2002)指出總經理離開飯店最常見的理由是：和飯店老闆



55

衝突、老闆介入管理，其次是想換一個更好的飯店，再次為飯店被賣

給他人、為追求更好的薪水、想要換一個城市或地區工作。飯店一般

員工離職的主要原因是督導不良、工作自主性少、工作環境差、工作

性質太過例行化、薪資報酬差（Hinkin & Tracey,2000；Woods &

Macaulay,1989），以及無效的溝通、同事相處品質、和公司文化不

契合、工作職責不明確、外在環境的機會誘因（Woods &

Macaulay,1989）。

Ng & Pine (2003)研究顯示，香港旅館業男性及女性主管都一致

認同職涯發展的限制因素有：工作上缺乏支持系統、缺乏平等的晉

升、工作知識不充足、缺乏顧問指導/教練、工作特性（例如：不規

則的工時）、缺乏角色楷模、缺乏平等的薪資、建立可信度的困難、

缺少老男孩（old boy）的諮詢網絡、缺乏平等的訓練、孩童照顧責任、

工作與家庭生活間的衝突、已婚、性騷擾。其中最常被提及的困擾問

題是「不規則的工作時數(irregular work hours)、「工作與家庭的衝突」

與「老男孩的網絡」。

Li & Leung Wang（2001）以亞洲（主要指新加坡）的飯店中的

女性主管為對象，研究身為女性主管在生涯發展上所感受到的障礙因

素有：網絡通道（ network access）缺乏，尤其是缺乏和年老男性主

管（old-boy）的網絡，專業性組織網絡缺乏、家庭的支持度低，以及

工作和家庭之間的衝突角色，且有 95﹪受訪者認為在向上爬升時有

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現象存在。研究者再以多元逐步回歸分

析，顯示家庭支持、工作/家庭之衝突、網絡管道三者為主要關係因

子，其中又以「工作/家庭之衝突」為首要因子，顯示女性生活呈現

雙重負荷現象。「缺乏網絡管道」為女性中階主管職涯發展的第二大

相關因子，尤其是缺乏和年老男人（old-boy，代表真正的核心權力的

男性行政主管）的網絡及專業性組織網絡。因為女性多被排除在真正

權力核心網之外，家務角色和社會文化因素使女性無法在許多社交場

合和年老男人有社會性活動的接觸，所以女性無法建立學習管道或獲

得協助。女性缺乏專業性組織網絡主要因受限於工作，無法參加專業

組織的活動。「家庭支持」是第三大相關因子，尤其是丈夫及婆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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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

Pratten（2003）指出廚房內仍存在權力服從的傳統規範，且工作

環境吵雜、溼熱、缺乏新鮮空氣，人際間攻擊性強，存在性別歧視（沒

有女性資深主廚、女性薪資比男性低），違反社會常規的工作時數，

薪資低，壓力大（背負餐廳聲譽與盈虧的壓力），缺乏教育訓練機會，

以致廚師離職率高。

根據文獻（Pratten, 2003；Ng & Pine, 2003；Birdir, 2002 ；Gustafson,

2002；Li & Leung wang, 2001；Woods & Viehland, 2000；Hinkin &

Tracey, 2000；Marongiu & Ekehammar, 1999；Coffey & Anderson,

1998；Bartholomew & Garey, 1996；Brownell, 1994、1993；Woods &

Macaulay,1989； Ruddy, 1989），本研究將影響國外餐旅業員工職涯

發展的因素整理如下：

1.有利因素：

（1）個人方面：人格特質（具陽剛特質、果斷力、有企圖心、

挑戰性、冒險性、有行動力、有決定力）、擁有權力、良好人際關係

技巧(有效傾聽、團體領導技術、口語溝通、有效回饋、文書溝通、

報告表達) 、主動建立工作關係、具備工作知識、具備相關教育程度、

具備相關工作經驗（尤其是管理、領導的經驗）、高成就動機、表現

高參與及專注集中的正向積極的工作態度。

（2）支持系統：家人的高支持、主管支持。

（3）組織方面：明確的領導管理方式、資深導師（mentor）及

老男人的網絡關係、升遷機會。

2.限制因素：

（1）個人方面：陰性特質、無效的溝通、角色期望低、缺乏工

作知識。

（2）支持系統：.家庭的支持度低。

（3）家庭因素：家庭/工作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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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組織方面：缺乏網絡通道，尤其是資深指導者（mentor）

或顧問（supervisor）的網絡及專業性組織網絡，不平等的報酬和晉

升機會、缺乏學習典範或模範（role model）、性騷擾、與主管理念

不合、薪資報酬差、同事相處品質不良、和公司文化不契合。

（5）工作本身及特性因素：工作自主性少、工作環境差、工作

太過例行化、工作職責不明確、工作時間不符所需。

（6）社會因素：職業性別刻板印象、性別化的工作分派、外在

經濟環境的機會。

（二）國內研究

本研究在國家圖書館「全國碩博士論文資訊網」中查詢自 1990

年以來有關餐旅業員工生涯發展、生涯轉換、職涯發展以及職涯轉換

的研究，截至目前為止僅梁素君（1999）及楊主行（2000）兩篇碩士

論文。

梁素君（1999）認為職涯發展是一動態的過程，包括職業選擇、

職場滿意及對未來職涯發展的信心。但該研究僅以個人特質、組織背

景特性、工作特性為控制變項，探討工作倦怠與職涯發展的關係。研

究結果發現航空公司員工的工作倦怠的主要構面是情緒枯竭，其最主

要原因來自工作負荷過度。

楊主行（2000）的研究發現，餐旅業员工教育程度越高及越重

視職涯發展者，工作輪調的意願也越高。

另外，王瑤芬（2001）以質性研究深入訪談飯店餐飲部門女性

工作者的工作困境及職涯適應情形，發現女性餐飲工作者工作上的壓

力源面向很多，不僅侷限於家庭/工作間的兩難以及婚姻、生兒育子

的傳統性別角色的壓迫，也有許多原因是因餐旅業工作本身的特性、

個人能力不足、人際關係技巧、組織文化及社會環境等因素。

Horng & Wang（2004）的研究也發現，台灣的國際觀光旅館的

女性廚師其就業呈現水平及垂直隔離的情形，且職涯發展存在玻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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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板（glass ceiling）現象，而造成女性廚師職涯發展障礙的因素

有：生理及心理上的迷思、性別刻板印象、缺乏資深男性主管的人際

網絡、缺乏女性指導者及角色楷模，以及工作與家庭生活間的衝突。

李君如及吳政和（2001）的研究指出，員工任職部門、職齡、

職位高低與流動意願有關，組織的經營方式及旅管類型也與員工的流

動意願有關。研究結果顯示：餐飲部高於客房部，職齡越高者傾向在

公司內的升遷異動方式，職務層級愈高者其流動意願也愈強。組織因

素對員工流動意願的影響較明顯，「管理契約」經營形式的旅館其員

工流動意願較高，商務型旅館的員工流動率大於休閒型旅館。同時也

發現，市場環境確實影響員工的流動，在民國 75-84 年間，由於國內

旅館業蓬勃發展，因此員工流動意願明顯增加。

國內有關餐旅業員工離職傾向方面的研究成果則較豐碩。就旅

館業員工的離職傾向行為來看，可得知：

（1）離職傾向和工作壓力的關係，各家研究結果一致，均呈現

正相關，工作壓力愈大離職傾向愈高的現象（曾麗實，1994；邵小娟，

2000）。

（2）和離職傾向有負相關的因素有：工作滿足（曾倩玉，1995；

邵小娟，2000；潘亮如，2003；游旻羲，2003；洪啟方，2003）、工

作績效（曾倩玉，1995）、組織承諾和組織社會化（邵小娟，2000；

丁一倫，2002）。如工作滿足愈大離職傾向愈低。

（3）工作績效和工作特性、主管的滿意有正相關，和升遷、薪

資、同事相處的滿意無顯著相關（曾倩玉，1995）。

（4）領導行為、組織承諾可有效預測離職傾向，領導行為、社

會化可有效影響員工的工作滿足，社會化和工作滿足可有效影響員工

對組織承諾的強弱（丁一倫，2002）。

（5）員工接受內部正式訓練的次數愈多，會培養員工轉換工作

的能力，使離職傾向愈高，而內部非正式訓練次數、外部訓練次數、

訓練時間長度及訓練內容等與員工離職傾向均無明顯關係。但當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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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變項介入時，會產生干擾效果，當薪資滿意時，訓練時間愈短，

離職傾向愈低，薪資滿意度低時，訓練時間愈長，離職傾向愈低（林

英顏，1999）。

（6）在個人背景方面，大多數的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未婚者、

年齡愈輕者、年資淺（如 3-5 年以下）、月薪低者，較易產生離職傾

向（曾麗實，1994；曾倩玉，1995；林英顏，1999；邵小娟，2000；

洪啟方，2003；游旻羲，2003）。但也有研究獲得不同之結果，如年

資和組織文化有交互作用關係，年資低者若對組織文化管理制度上不

滿時最易離職（曾麗實，1994）。曾倩玉（1995）的研究結果顯示，

除了 3-5 年年資者外，其餘年資和離職傾向均呈負相關。洪啟方

（2003）的研究顯示，旅館業員工年資在 10 年以上者及 1年以下者，

工作滿足普遍高於其他年資者，但在性別、教育程度、工作部門等變

項上對離職傾向無明顯差異。丁一倫（2002）獲致與其他人不同的研

究結果，男性離職傾向較女性高，且教育程度、年資、工作部門、薪

資等在離職傾向上均無差異。潘亮如（2003）也指出旅館餐廳主管的

個人背景對離職傾向上無明顯差異。

（7）有研究指出餐飲部、房務部門員工的離職率較高（曾倩玉，

1995）；商務型旅館的員工工作滿足大於渡假型旅館的員工，且離職

傾向也較低（洪啟方，2003）。旅館業一般員工比主管容易離職（游

旻羲，2003）。

另外，林瑜瑩（2001）的研究發現中式餐廳員工的工作本身條

件滿意度（包括事務決定權、工作環境、薪資、工作時間、工作量、

工作穩定性）、被肯定尊重的滿意度（包括主管肯定、外界尊重）能

有效預測員工的離職行為，滿意度高，離職行為就低。

由於國內在餐旅職涯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無法由少數的幾篇

研究看出職涯發展的模式，僅能根據上述文獻歸納出影響職涯發展或

離職傾向的因素有：

1.個人因素：教育程度、性別、年齡、工作部門、年資、職位

高低、工作能力、人際關係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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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因素：家庭與工作衝突。

3.組織因素：旅館的經營方式、旅管類型、工作本身特性、組

織人際網絡、組織社會化、組織文化、領導行為、訓練制度、薪資。

4.支持系統因素：主管的支持、肯定。

5.社會環境因素：市場就業機會、職業聲望/職業的被尊重、傳

統性別刻板印象等影響因子。

6.交互作用形成的影響因素：工作壓力、工作滿足、工作績效、

組織承諾。

綜觀國內外餐旅業人員職涯發展或離職傾向方面的文獻可發

現，國外對職涯發展的情形與歷程較多探討，可看出其職涯發展的多

變及多重的模式，而國內在這方面的研究則付之闕如，大多僅著重在

影響因素的探討。在職涯影響因素方面，國內外文獻都顯示微系統、

中介系統及外系統方面的環境因子是非常具影響力的，而國內研究對

大系統的環境因子如市場就業機會、職業聲望等略有探討，但仍非常

少數，這或許和國內餐旅業的發展有關。

上述國內文獻中提到「職務層級越高者其流動意願也願強」（李

君如、吳政和，2001），一般常理而言，這個現象對餐旅業的經營是

較不利的，應加以深究其背後的原因。然而，國內有關觀光餐旅業員

工職涯發展及離職傾向的研究均採量化的問卷調查法與量化的統計

分析進行，各自從少數幾個變項探討和離職傾向的關係，因此對職涯

發展的整體歷程、背後的意義等深度資料無法獲得。本研究以國際觀

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為研究對象，採質性研究法，正可對此現象

解惑，並藉由本研究獲得國內旅館業高階人員職涯發展的本土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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