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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職涯發展

本研究結果主要是根據十四位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現職高階

主管的深度訪談內容所構成，主要的目的是瞭解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

門高階人員職涯發展的整體歷程、發展階段與角色任務，以及重要的

影響因素，從中發現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職涯發展的特

性、其如何看待自己的職涯發展與影響因素間的相互作用關係。並進

一步分析職涯發展重要影響因素的動態關係，建構及詮釋國際觀光旅

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之職涯發展情境模式。

由於受訪者是對自己的職涯發展進行回顧式的工作旅程描述，對

工作經驗的一種時空交融的反思，當在看待這些歷程時，除描述自己

當時的想法外，也會以一種更寬廣的視野提出其對職涯發展的觀點，

使呈現的資料更佳厚實，更具洞察力。在這種視野交融的觀點下，本

章將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的職涯發的歷程為核心主軸，連

結職涯發展現象、職涯影響因素等重要主軸，並陳述其間關係，建構

出職涯發展的模式。以下分為四節呈現。

第一節 職涯發展的意涵

一、「轉、轉、轉」：職涯發展是一連串工作轉換的歷程

職涯是由個人不同的工作、職位與經驗所組成（Neo,1996）。當

受訪者被問到是如何進入或接觸到飯店業或餐旅業，以及其工作生涯

的過程是如何時，受訪者大多會從其入行前的經驗談起，有的還會追

溯得更早，從幼時家庭生活、家人的影響及學校教育的影響說起（家

庭及教育背景），然後一連串的描述其如何進入國際觀光旅館工作（新

進入職場），之後如何的轉換到現在（工作轉換過程），其間每個轉換

時工作組織與職位的變化（外在轉換）以及轉換的原因、轉換後的感

受等（內在轉換），以及其對未來職涯的規劃，足以顯示受訪者所認

知的職涯發展就是一連串的工作轉換歷程。玆以一位受訪者的敘述為

例說明之。



85

A：所以我就想先請問協理就是，您是怎麼樣的狀況下踏入這個行業？

J：因為我父親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去美國做生意嘛，那他本身餐飲業出身的

嘛..對.對.那他在美國開餐廳，經營生意嘛，喔..不是太好，然後就生意失敗，

家境狀況就很差..我們就必須出來工作這樣..然後在那種狀況之下..父親認識

的朋友都是餐飲的……，所以高中畢業就出來工作。那…早期找事做不是

太容易啦，都是父親的朋友介紹，所以就進入飯店這樣。在××飯店…咖啡

廳的助理服務員。以前還有 bus boy..現在沒有了。..後來去當兵嘛，當完兵…..

退伍以後……就去….○○飯店..，在○○做餐飲，做到領班。..因為那時候

它是…它蠻出名的時候….也是服務員，後來做到領班。然後就…就…自己

出去開餐廳，經營不好，大概也是一年就收起來。那收起來以後，就去那

個…後來又去一個 ΔΔ 西餐廳..當副理，後來做到經理。後來就想說…那

專心在飯店裡面工作好了。然後再去…＃＃飯店開的時候，我們覺得說，

啊、應該要去比較好一點的飯店喔去工作這樣，學習啊各方面比較好，所

以就進去＃＃飯店。……，退伍以後去○○飯店是認為當時蠻…名氣蠻不

錯的，因為他要求比較嚴格，然後他的培訓比較嚴格，然後你去那邊..你既

然要走這一條路，你就去接受傳統的訓練會比較好。….對…我覺得說在那

邊上班是有受到肯定嘛，當時….不管是客人啊，還是主管的肯定。那…當

時在這個行業裡面，從…○○的從業人員等於是受到業界的大家的認同

嘛，就會覺得…ㄟ自己…算有一點點的成就感。…..（a08）

外在的職涯發展既是一連串動態的工作職場與職位、職務的轉換

歷程，那麼轉換的方向又如何呢？根據所有受訪者的描述，可發現轉

換型態或轉換方向大致有以下幾種：

（一）垂直轉換

是指在同一公司同一單位（outlet）的職位向上或向下的異動。

又可分為垂直升遷與垂直下移兩種方式。如同一廳內的升職、降職。

（二）水平轉換：一個人離開原公司或原單位的異動稱為側移。

若側移後職位不變，則稱為水平轉換或水平側移。依職場的不同又可

分為：

1.同一公司不同單位（outlet）的水平側移。如中餐廳經理轉換

至西餐廳仍擔任經理。

2.同一公司不同部門（division）的水平側移。如餐飲部門總監

轉換至客房部門仍擔任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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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同公司的水平側移。如A飯店餐廳經理轉換B飯店餐廳經理。

4.側移到非飯店系統的餐飲業職場。如離開飯店，轉換至一般的

獨立餐廳或連鎖餐廳。

5.側移到海外的飯店或餐飲業。如到大陸發展，仍為飯店業或餐

飲業。

6.側移後自己開餐飲店。

（三）水平垂直混合：是指側移後職位有所改變的異動，依側移

後職位的向上或向下而分為：

1.同一公司不同單位的垂直側移：升遷或降職。如中餐廳經理轉

換至宴會廳副理（降職）、中餐廳副理轉至日本廳經理（升職）。

2.同一公司不同部門的垂直側移：升遷或降職。如客房部經理轉

換至餐飲部宴會廳副理（降職）、餐飲部副協理轉至客房部總監（升

職）。

3.不同公司的垂直側移：升遷或降職。如 A飯店餐廳副理轉換 B

飯店餐廳經理（升職）、C飯店餐廳經理轉換 D飯店餐廳副理（降職）。

（四）中斷工作：暫時休息或暫時未就業，讓自己休息調整，或

因服兵役、移民、結婚等因素而中斷。

（五）移出：是指移出飯店或餐飲業而到非相關產業工作，如保

險業、會員中心。或是指退休（退出職場不再工作）。

若以工作職場來看，轉換行為常發生在如下的場域轉換中：

1.不同飯店間的轉換：大部分為垂直側移升遷，且大部分是國際

觀光旅館間的轉換，少部分是國際觀光旅館和觀光飯店、一般飯店間

的轉換。

2.同一飯店不同分店間的轉換：大部分為垂直側移的升遷。

3.同一飯店不同部門的轉換：大部分為水平側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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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一飯店同一部門同一單位（廳）的轉換：大部分為垂直的升

遷。

5.同一飯店同一部門不同單位的轉換：大部分為垂直側移升遷，

但廳經理或副理的不同單位轉換多為水平側移。

6.飯店轉休閒產業的餐廳：如轉至溫泉會館，大部分為垂直側移

升遷。

7.飯店轉一般餐廳或俱樂部的餐廳或 PUB：大部分為垂直側移升

遷。

8.一般餐廳轉一般餐廳：大部分為垂直側移升遷。

9.一般餐廳/俱樂部/PUB 轉國際觀光旅館：大部分為水平側移，

僅一位受訪者是垂直側移降職，係因其離開國際觀光旅館一年以上，

且在這一年中由於不適應後來的工作性質，導致身體健康變差，以致

再轉回到國際觀光旅館時被降職，重新訓練，以恢復其職能水準。

二、「圓夢」：職涯發展是自我實現過程

職涯發展是成長的經驗與自我實現的歷程（Chen,2003）。本研究

受訪者在描述轉換工作的過程及其未來的職涯發展時，大多期望能再

向上晉升，以求更佳的自我發揮，實踐自己的理想。所謂自我理想的

實現就是做好自己要做、想做和該做的事，讓自己成為有尊嚴的人，

或有機會去更高更好的發揮、實踐自己的夢想，也就是馬斯洛

（Maslow）動機需求階層的最高境界，自尊與自我實現。

TEXT: a01.a01.txt (649/651)

CODE: 自己的工作價值.自信與自我實踐 (G:100)

….我想我要做 balance 的地方，也就是說我常常跟年

輕人講說，其實我覺得做好自己要做、想做的事跟該做

的事，我覺得就是很有尊嚴的人，……

TEXT: a12.a12.txt (1241/1244)

CODE: 未來職涯規劃.向上升遷.升遷總字輩.可實踐理想 (G:100)

J：我一定想升總經理…為什麼…你可以去實踐你的夢想…



88

而這個總經理是跟董事長配合…非常好的一個總經理…對

不對…所以我覺得總經理是我人生規劃的中間，非常重要

的一個。

TEXT: a15.a15.txt (1288/1291)

CODE: 未來職涯規劃.向上升遷.讓自己有更好更高的發揮機會 (G:100)

呃…比如說我會希望我坐上餐飲部的經理…所謂的總監這

樣的位子…讓我可以有機會去發揮…去焠鍊一下自己這麼

多年來的一個經驗跟體驗…是不是我能夠創造一個更好

的…(停頓)…就是讓另外一個業主(老闆)更開心這樣子…(笑)

那麼，要如何才能達到個人的自我實現呢？首先，就是個人要清

楚自己的工作志向。而要清楚自己的工作志向，就先要瞭解自己的興

趣、個性與能力，並正確認知行業的性質，再藉由自我期許與企圖心，

清楚自己的工作動機與需求、工作價值觀、工作興趣與職涯目標，如

此自己的工作志向得以釐清。然後，在工作過程中還要有進取心、自

我要求、自我學習與成長，以累積自己的實力，才能掌握自己，達到

真正的自我發揮、自我實現。

TEXT: a01.a01.txt (984/988)

CODE: 清楚自己的工作志向 (G:100)

………，那…..其實我覺得可能找到自己，找到自

己真正想做事的地方，其實才能真正的發揮，所謂的

發揮不是真正做大業主(老闆)，而發揮就是說可以真正的做

那個自己想做的事，然後一直在累積自己所需要的能

力的成長，所以我想這是…才是一個比較保障自己，

TEXT: a01.a01.txt (1086/1089)

CODE: 清楚自己的工作志向.有 needs 才有滿意才有意義 (G:100)

….，有了 needs 律，才會有 satisfaction 或

者 dissatisfaction， 滿意跟不滿意的問題，所以最重

要的是有 needs， 有 needs 做任何事情他就有意義，

要不然的話就是隨波逐流，那其實這才是……，所以

TEXT: a09.a09.txt (2087/2090)

CODE: 清楚自己的工作志向 (G:100)

J：其實我講這些…呃…其實都包含了…比方說你了解自

己…你了解你的興趣…你發覺你的…自己的本身的一個專

長在哪裡…然後你在踏入決定投入這個行業的時候…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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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執著…然後…要對自己要有期許…要有要求…..

依據上述，將達到自我實現的職涯發展的關係架構呈述如圖 4-1。

認知個人特質

工作價值觀 工作志向 自我實現（職涯發展）

認知行業性質 自我學習成長

圖 4-1 自我實現的職涯發展的關係圖

三、「學、學、學--情境學習、短期進修、持續不斷」：職涯發展是一

連串自我學習成長的過程

學習理論取向主張職涯發展是一個學習的歷程，強調學習對職涯

發展與職涯決定的影響（吳芝儀，1996）。學習成長、努力學習、自

我學習等字眼，在訪問過程中受訪者不時會提到，職涯的每個發展階

段受訪者都很重視學習成長，正如 a11 的受訪者所說：職涯發展全程

都在學習，不同的階段學習不同的職能，當職能發展成熟，表示該階

段完成，可進入下一個階段。所以，本研究受訪者的職涯發展可說是

個人學習成長的歷程。正如第二點所述，自我實現的職涯發展在過程

中要自我學習與成長，累積所需的實力，才能達到自我發揮。

TEXT: a11.a11.txt (2038/2041)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職涯發展全程都是學習 (G:100)

a11：我覺得對我來講並沒有太大的分別，事實上我不管從

加入這一個行業開始是一個學習的階段，其實到現在

還是在學習的階段，那可能學習的項目會不一樣，人

都是一直都在學習…….

TEXT: a11.a11.txt (2044/2046)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職涯發展全程都是學習.依學習內

容來分段 (G:100)

a11：……..，只要在..在的一天的時候，我想就是學習

的階段，那當然從全部整個學習的階段中間還是分得

出來，在建立一個自己的 profile，就像在建立一個客

戶資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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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業由於每天接觸的人事物是變動的，無法完全事前預知，且

汰舊換新的速度快，是極富挑戰性的行業，也是高度講求顧客滿意、

注意細節的行業，因此需要發揮創意，不斷努力充實自己，以面對每

天不同的挑戰。

TEXT: a06.a06.txt (1702/1705)

CODE: 行業性質.細心注意小節 (G:100)

A06：餐飲服務業是一個細心、注意小節的行業。

不需汲汲營追求升遷，需培養自己的實力、口碑，

努力成長學習，機會到時人家自然會來找你。

TEXT: a13.a13.txt (870/875)

CODE: 行業性質.快速變動的, 接觸社會最新訊息 (G:100)

啊我是覺得…服務業裡面每天接觸到的人、事、物都

是..，你想他是很快速變動的，妳是接…接觸到社會

訊息的第一站，因為妳所有的那個什麼…所有的活

動，很多是在飯店裡面辦的嘛，

自我學習與成長的管道：工作中觀察學習、永續不斷進修

自我學習就是自我主動的不斷學習、吸收，努力培養實力，讓自

己有所成長。飯店業的自我學習非常強調在工作情境中的觀察學習，

有如透過單面鏡，觀察職場中的人事物。

觀察的對象方面可包括主管、客人、同事及其他飯店或餐廳。

觀察的內容則包括人群的互動、待人處事的技巧、客人的類型與

消費習性，以及其他飯店的競爭環境等。

同時，觀察學習最好有作觀察紀錄的習慣，以便累積經驗，並藉

由紀錄可系統整理及深度省思所觀察到的現象。

TEXT: a02.a02.txt (309/317)

CODE: 自我努力自我學習.工作中觀察學習 (G:100)

那…可是我自我學習就是，我會在…在職的時候我會隨時

的去呃…隨時的自我的成長我自己，不管我在書裡面得到的

一些專業的知識，在工作的場合裡面去努力的去觀察，去學

習呃…這個這個在這個餐飲的過程當中，跟客戶的互動之中

，去…去呃求取很好的互動等等的，覺得…



91

TEXT: a06.a06.txt (1587/1591)

CODE: 自我努力自我學習.工作中觀察學習.作觀察紀錄 (G:100)

還有觀察你所有主管的優缺點，因為主管是一面鏡子，你將來當

主管，你要當什麼樣的主管，你的主管在你不同的歷程裡

面，他們都是你的一面鏡子，提供你將來需要去具備

的條件跟避免犯的錯誤，還有不能有的一些不良的紀

TEXT: a13.a13.txt (881/886)

CODE: 自我努力自我學習.工作中觀察學習.觀察客人

的言行舉止穿著而學習 (G:100)

a13：對，還有妳接觸到的人面，妳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可

能在飯店裡碰到，….啊從這些人的言行舉止，..

，他們的那些…哦~妳真的可以學到很多，不

TEXT: a15.a15.txt (1718/1719)

CODE: 自我努力自我學習.去別的飯店或餐廳觀察學習(G:100)

同樣一個型態的飯店…現在的生態是怎麼樣…你必須要去

了解彼此競爭的這個環境有什麼樣的一個變化…

觀察學習和個人特質有關，一個具有主動性、勇於發問及善於反

思的個性的人，較能從情境中看出端倪而有所領悟，有所斬獲，也較

能自我驅動自己在工作中或下班、空班時觀察職場中的現象，或主動

閱讀書籍充實專業，或安排旅遊增廣見聞。

TEXT: a03.a03.txt (1599/1605)

CODE: 工作的努力與耐力..工作領悟力 (G:100)

有的人要坳比較久，有的人很快，有的人可能我

今天跟你吵架，你明天就懂了。有的人今天我可

能我幫你撿，你拿不到東西我幫你把東西扶起來

，你可能就體會到什麼叫做付出，什麼叫做群策

群力，但是有的人可能要坳很久才體會…..

TEXT: a01.a01.txt (1104/1106)

CODE: 工作的努力與耐力..工作領悟力 (G:100)

……所以我覺得沒有....不是說年資，這不是靠年資，

這是靠誰抓到那個 key、抓到那個服務的要領，領悟

到那個要領。…

TEXT: a11.a11.txt (1790/1792)

CODE: 從業態度.不怕學不排斥學,勇於發問,累積經驗(G:100)

不吃得了苦啦，我想你各種行業你都要先吃苦，年輕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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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要學習嘛，你要學問嘛，你學習就要問嘛，不是要只

要學習都不問，那不叫學問，……

同時，學習是持續不斷的，基層人員要從基本紮根，中高階人員

更不可高枕無憂、疏於學習，反而更需學習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能。另

外，由於飯店業的變化快速，要永續不斷進修，藉著短期進修，隨時

保持自己的進步，使進修與工作同步，才不會中斷事業。

TEXT: a03.a03.txt (1300/1304)

CODE: 吸收成長與付出.永續進修不要追求高學歷 (G:100)

鼓勵本科系畢業的同學們，如果喜歡這個行業，

馬上投入飯店，然後不要急，你可以永續的一直去

進修，但是你不一定要拿到學位，……，因為如果

你要投資在這個事業上，你不一定要學士、碩士才能夠成功。

TEXT: a03.a03.txt (1371/1374)

CODE: 吸收成長與付出.永續進修不要追求高學歷.

周期性短期進修.跟上時代且不會中斷事業 (G:100)

Ｄ：你不斷的、不斷的進修，你才跟得上，第一個你

跟得上時代，第二個你不用把你的事業統統交到

垃圾筒，然後你回來是又從零開始。

由以上可知，自我學習與成長不僅可幫助人群互動、瞭解客人、

瞭解市場，跟上時代且不會中斷事業，又可藉此不斷增加自己的人力

資本，培養競爭力，有利於自己的工作表現與職涯發展。

依據以上，將自我學習的前後關係架構圖呈述如圖 4-2。

個人特質 自我學習 人群互動 職涯發展

工作表現

圖 4-2 自我學習的前後關係架構圖
註： 表間接關係

四、「拼圖-拼出自我」：職涯發展是自我概念的認知發展過程

Super（1953，引自 Sharf, 2002）認為自我概念是職涯發展的核

心，職涯發展是自我概念與現實間的一種長期調和的發展歷程，

Tiedeman（1963，引自 Sharf, 2002）也認為職涯發展是選擇及調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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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其最終目的是在發展自我與統整自我。本研究受訪者形容職涯

發展的過程有如在進行自我畫像的拼圖，每個階段都在把缺少的部分

補齊，在剛開始時由於需求太多但目標認知不清楚，不清楚自己到底

是什麼、要什麼，拼圖中缺的部分太多，但慢慢發展、慢慢拼湊，每

個階段完成一部分後，就愈來愈清楚下一階段該補齊拼圖的哪一部

分，因此發展到愈高階，拼圖愈具象，目標愈清楚，愈清楚自己要什

麼與是什麼。所以，職涯發展是一連串依需求擬定目標，然後規劃途

徑逐步完成，最後達到自我概念的統整的歷程。當然，在職涯發展的

過程中，可能會因個人需求或目標和組織環境不適配，而產生工作轉

換的行為，這就好比在拼圖的摸索過程中可能會拿錯區塊圖而無法適

配（match），就需換另一區塊圖來拼看看，才能繼續下去。

TEXT: a15.a15.txt (1391/1405)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職涯發展有如自我畫像的拼圖 (G:100)

J：呃…(停頓)……我剛說的就是說當你的……年齡或是當

你的經歷、時間一直在累積的時候…你的目標會越清楚…

因為你都經歷過這一些事情了…你到一個階段..你會覺得

我少了什麼…我想要什麼……本來有了這個之後,我想我又

少了一個什麼東西…再把它找到……其實你就是在拼圖…

….對…我真…我真的不覺的一個人可以把你所有一生中的

需求一下子把它看清楚說我要什麼….

TEXT: a15.a15.txt (1396/1400)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職涯發展有如自我畫像的拼圖.

越到後面越具象目標越清楚 (G:100)

….你一直把那個圖拼的完整…愈來愈完整…那當你越來越完

整…你的目標一直在達成的時候呢…你的目標是…下一個

目標就更清楚…越來越清楚越來越清楚..…而且會愈來越

簡單…因為年輕的時候你覺得好多目標喔…你都不知道哪

一個才可以達成…你什麼都想要…那你就慢慢採…慢慢…

Schein（1978）認為個人的職涯發展可分為兩類，一為外在職

涯發展，一為內在職涯發展。外在職涯是指一連串顯而易見與工作有

關的發展歷程。內在職涯是指個人透過工作生活對自我概念的發展歷

程。本研究結果顯示，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的職涯發展其

意涵也可分為兩類，就外在意義而言，職涯發展是一連串工作轉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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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就內在意義而言，職涯發展是自我實現、學習成長、自我認知

的過程。其中，自我學習與成長不僅是職涯發展的內在表述，也是職

涯發展必要且重要的助力。

第二節 職涯發展的觀念---工作價值觀

程河（2004）說「態度決定高度，在審視態度的同時，就是在提

升個人的人生高度」。在訪談當中受訪者不斷強調「從業態度是最重

要的，從業態度為從事此行業的第一要務，態度可補知識、技能、語

言的不足」。這個老生常談的論點為什麼值得受訪者一再強調呢？當

細細品味他們的言說，仔細分析資料的內涵後，發現其間蘊藏很多重

要的價值觀，深深影響職涯發展的行為。

TEXT: a11.a11.txt (1772/1782)

CODE: 從業態度 (G:100)

….我想做這行業的態度，不管工作態度跟你的服務態度，

這是最重要的，你唯有一個正確態度，你才能去彌補你其

他你不足的地方，不管你的 product knowledge 多強，你的

skill 能力多好，不管你的語言能力多高，事實上這些都是

輔助的工具，你真的要做的是你的態度，你的態度好，再

加上你這些的 knowledge，才能夠相輔相成，otherwise 態

度沒有了，什麼都不用做了，所以我覺得態度事實上是從

事這個行業的人他第一最重要的。

TEXT: a02.a02.txt (260/262)

CODE: 表現工作的行業的熱誠 (G:100)

是說，你一定要有這個熱忱做這個行業，你沒有熱忱，我

奉勸你不要去做這個行業，那你一定要…對這個行業、你

一定要認知的非常的清楚，要不然你會很辛苦呀！

TEXT: a02.a02.txt (194/201)

CODE: 從業態度 (G:100)

….那挫折看你怎麼樣去定義它，那我覺得

看我的工作的態度啦以及你對這個產業的熱忱。

TEXT: a03.a03.txt (219/225)

CODE: 從業態度 (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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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我覺得是這樣哦，這麼多年的經驗下來（停頓

慎重思考一下）我覺得完全靠個人，對，我覺得今天

，尤其是在五星級這一塊，我覺得最重要是一個就業

的態度。一個從業的態度，一個 attitude，你的服務，

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是做服務業的，他做服務就是不管

做得怎麼樣糟糕或是怎麼，客人就是喜歡他，因為

他的態度。

TEXT: a04.a04.txt (221/224)

CODE: 從業態度 (G:100)

…..，我是覺得說我過去的不管學歷啦、經歷啦，

工作的飯店過程，我覺得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是說

我們的敬業精神，做事的態度，我覺得…

一、從業態度的定義：工作價值觀、工作情感傾向及工作意願傾向

從上面引述的內容可知，從業態度是工作的態度，還包含工作熱

忱、敬業精神。態度是個人對人、事、物、制度、情境等所反映出的

喜好、厭惡或看法。張春興（1989）歸納態度的組成成分有三個：認

知信念、情感與行為傾向。因此，從業態度是指個人從事某行業的工

作態度，包括個人對工作或行業的認知信念（價值觀）、對工作的情

感傾向，以及從事工作的行為意願傾向。其中工作的認知信念也就是

一個人的工作價值觀，工作的情感傾向就是一個人對工作所表現的工

作熱忱及興趣，工作的行為意願傾向就是一個人會不會從事此工作或

會不會離開此工作的行為傾向。

以下詮釋受訪者所陳述影響其職涯發展的從業態度的重要工作

價值觀，有下列四個：

（一）、準備說（get ready）：一歩一腳印、先埋首後抬頭、努力踏

實，機會給準備好的人。

「努力工作學習，準備好自己（get yourself ready）」應該是

影響受訪者今日能身為高階主管的重要工作價值觀。飯店業是非常重

視實務經驗的，受訪者認為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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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努力準備好自己，機會到時才能抓得住，若沒準備好，再多的機會

可能也無法抓住。所以，「準備自己」是個人能夠把握不同工作時機

的必要條件。「準備自己」並不是只有在入行前才需要，而是隨時要

準備自己，讓自己在準備好（get ready）的狀態下，以掌握有利的

轉換工作機會。

在基層階段，誠如 a10 受訪者所說，要「先埋首後抬頭」，不要

操之過急，要紮根不躁進，「一步一腳印」，「努力踏實」從基層做起，

不衝動、不好高騖遠，勤勞努力地工作。然後，隨著職涯的發展，秉

持著一股執著毅力，認真付出，虛心學習，從工作中不斷自我學習與

成長，累積實力經驗，增加自己的成熟及調適力，讓自己保持準備好

的狀態，隨時可接受更高職務的挑戰。

TEXT: a02.a02.txt (351/362)

CODE: 自己的工作價值.努力工作學習 get ready (G:100)

記得我常常跟我的同事去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說，if you

are ready，你就可以到外面去嘗試不同的挑戰，if you are

not ready，你的翅膀還沒有硬的時候，我給你的奉勸是，

你最好…好好的提升，在這個地方好好的學習，好好的成

長你自己，要不然你在外面陣亡的機會會比較大，….

TEXT: a10.a10.txt (2009/2011)

CODE: 自己的工作價值.努力工作學習 get ready (G:100)

B︰就是先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好，那你不想做好他，而只

是想說你有更多的機會，但是這些機會產生你沒有準備

好，你沒有做好，機會再多都沒有用

TEXT: a03.a03.txt (1573/1577)

CODE: 工作的努力與耐力.一步一腳印 get ready yourself(G:100)

…一步一腳印。有的時候常常有一些人會告訴我

「呀，為什麼我的業主(老闆)不看重我呀？為什麼升他

不升我？」嗯，我就分析給他們聽，有的時候早

升，你還沒有 ready，你可能要花 double 的時間

在同一職位上。

TEXT: a02.a02.txt (530/533)

CODE: 自己的工作價值.認份工作 (G:100)

我知道每個人的工作觀是不一樣的，我的工作觀我是很認份



97

的，那或許我運氣比較好，在這個過程當中因為我努力工

作，所以說我對事情的認知呀我跟別人也許會有一點不太

一樣，別人會覺得很無聊，可是我覺得這就是你的工作呀。

飯店業基層員工離職率高是不爭的事實，探究其原因就是未具備

「準備自己」的工作價值觀，另一個原因是今日的年輕人由於受到社

會價值觀--「速食金錢價值觀」（instant money）所影響，追求快速

能賺到錢，短時間內能看到成就，常有好高騖遠的態度，要求事少錢

多，自己卻眼高手低，常常造成無法在飯店業永續發展的重要原因。

TEXT: a11.a11.txt (1879/1884)

CODE: 工作的努力與耐力.不衝動不好高騖遠.(G:100)

A11：好高騖遠就是…其實現在小孩都是事情

越少越好，工作時間越短越好阿，最好是週休

二日，薪水高一點阿，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很

負面的想法，當然我想目前台灣社會會造成

年輕人有這樣的想法，我想這個社會必須負

很大的責任。每天來講 High tech 都說人家

多少股票啦，短時間我就可以從股票這邊拿到

什麼，這些都不長久，…

TEXT: a03.a03.txt (890/895)

CODE:社會價值觀.instant money 價值觀(G:100)

….台灣有那 instant money 一種價值觀，ＯＫ。

女生畢業了，十八、十九歲開始做，她們也是很

年輕呀，現在我們的 entry level 大概在七十三

年次吧！七十三年次、七十四年次，是相當的年

輕，那在這個年輕的同時，加上現在社會的價值

觀，你能不能去茍同這樣的東西？…..

（二）、適配（fit）說：「彼此適配嗎？」、「沒有好不好、公不公平，

只有適不適合、接不接受」

找工作如談戀愛，在挑人的同時也在被挑，彼此都在尋找自己想

要與需要的對象，經過交往的磨和過程，在外在條件及內在感受上均

能適配時，就會建立彼此依附的親密關係。本研究由受訪者對於工作

組織的選擇可看出其中不少人是抱持這種個人和工作環境間適配的

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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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配的意涵

適配度（fit）是探討個人與他人、部門或組織間的契合程度（邱

瓊萱，2002）。本研究發現職涯發展的歷程是個人和組織環境的適配

過程（person-organize-fit process，簡稱 P-O-Fit），且適配的標

準是主觀認知的，沒有絕對的對錯，端賴個人的需求、期望與個人特

質、條件而定。誠如 a01 所言，找工作要找好環境，好沒有一定的標

準，只要是適合自己的環境就是好環境，所以「沒有好不好，只有合

適與否」、「沒有公平與否，只有接受與否」，因為每個人都在擇其所

需。

TEXT: a12.a12.txt (1714/1725)

CODE: 從業態度. 適合自己的環境就是好環境.不要只挑職位(G:100)

J：但是你要確定…你不是在找一個好的職位…你是在找好

的環境…一旦你確定這是一個好的環境…好好的做…不要

離開…..…一旦你認為這是一個好的環境…什麼叫好的環境

…你覺得舒服就好了…沒有關係…你覺得是好就是好…OK…

TEXT: a01.a01.txt (552/554)

CODE: 自己的工作價值.沒有不好只有合適 (G:100)

B：其實(停頓)我常常在講，「沒有不好，只有合適」，就是

那樣子，其實沒有什麼不好的，只是每個人選擇他需要

的東西，就這樣子。

TEXT: a01.a01.txt (918/922)

CODE: 自己的工作價值.沒有公平與否只有接受與否 (G:100)

B：我想應該這樣講，我會這樣講，就是說，今天在任何

一個….(停頓)跟人的接觸中都會產生公平跟不公平，

但是只有接受和不接受而已，沒有公平跟不公平的…。

2.適配的類型

本研究受訪者所具備的適配觀可分為主觀適配及客觀適配，與蔡

俊良（1994）的研究結果相似。客觀適配是指先瞭解個人外在特質（如

能力、學經歷、背景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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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個性）、需要或價值觀和

個人對工作環境、組織文化的知覺，兩者間的契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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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人與工作環境的適配」是指個人特質、需求、能力

表現或潛能和工作特性的要求條件、組織文化間的相互適配。如果彼

此適配就會產生相互認同，若有任何一方感覺不適配、不認同，就可

能造成離職。因此，適配是影響職涯發展的一種工作價值觀，適配的

程度或結果也是影響組織認同的重要因素。

TEXT: a15.a15.txt (1328/1331)

CODE: 個人和工作環境的契合.個性和工作環境的適合度 (G:100)

J：對…而且我覺得這個行業蠻適合我的…我喜歡服務人

群…我喜歡看到客人很開心的離開…ㄟ我覺得這就是...這

就是做這個行業最大的成就….因為不管我的層級再多

高…我都要接觸人…客人不高興我還是要去處理…對…

TEXT: a13.a13.txt (596/602)

CODE: 個人和工作環境的契合.個性和組織文化需求相符合 (G:100)

，阿咱就憨憨幫他做（台語音），阿他們……××（飯店）

是比較本土…說實在他們經營也是比較穩健、踏實、保守

的嘛，對呀，外面對他的評語大概也都這樣子吧，信守承諾

嘛，……，阿就是…也是穩紮穩打啊…….所以…也是..可能

也是我們這個性格也適合在這個飯店做嘛，應該是這樣.

TEXT: a10.a10.txt (863/865)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清楚自己的能力配合工作所需 (G:100)

B︰比如說我的主力我強在業務，我強在管理，

那你剛好有這樣子的缺，這是我多麼難得的機會，

我去，這種情況你去。

TEXT: a04.a04.txt (236/237)

CODE: 從業態度.找到彼此認同的地方工作 (G:100)

那我很認真的在付出，你不認同我的話，我就

到別的認同我的地方去，….

（三）、終生職涯主義（careerism）：退而不休、終生學習、終生服

務、有能力有體力就盡力貢獻

傳統上對於退休的定義，是指符合勞基法或公司規定的服務年限

或退職年齡即退出職場不再工作。但由於醫藥、保健、科技的進步，

人類平均壽命延長，可工作的年限也隨之增長，雖達到傳統的退休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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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仍有很好的體力可繼續奉獻社會。Burgess（2002）提出現代人

受終身學習的影響，不少人以職涯發展為志業。本研究受訪者也呈現

相同的工作價值觀，對於「退休」有兩個層次的定義，一是指離開飯

店業，另一個是不再工作了。

對於前者（指離開飯店業），雖然有些受訪者表示當體力、健康、

記憶力等生理條件不佳時，或工作年資已超過 30 年左右或屆齡勞基

法退修年齡時會退休，退居幕後，交棒給下一代而離開飯店業，但是

退休不代表完全不工作，可能會轉為傳承與分享經驗，繼續貢獻，如

教書、出書或擔任顧問職，甚至自己開店實現理想。

對於後者（不再工作）的定義，受訪者都認為退休不是不再工作，

人生不該有退休，只是轉換不同的時間背景做不同的事，要一直做到

沒有貢獻了為止，只要在年紀、體力、家庭間找到平衡點，有能力、

有體力就盡力貢獻，甚至更積極的終生自我充實，保持自己的貢獻力

及價值，不被淘汰。因此，無論前者或後者，對受訪者的整體生涯而

言其實都是抱持終生服務、退而不休的終生職涯觀念。

TEXT: a13.a13.txt (637/639)

CODE: 未來職涯規劃.交棒下一帶，繼續做顧問(退出飯店後)(G:100)

….所以應該要把這些東西交給年輕人去做，那我是提供

一些工作上的經驗，去做一個輔助他們，我想應該將來是

走這個角色比較對吧

TEXT: a02.a02.txt (706/712)

CODE: 退休的規劃.退而不休繼續做顧問.分享傳承經驗 (G:100)

a02：當然就是…嗯！按勞基法的規則 25 年嘛！或者 55 歲

嘛！嗯基本上我大概 25 年比較快啦。不過因為，我覺得，

現代的人來講都比較工作的時程會比較久一點，或許我也

許可能，也許做這個餐飲業或是做顧問的工作，做一些

consultant 的工作，反正也是在這個產業裡面，希望能夠

去，呃…能夠去分享我的經驗，呃我覺得這大概就是我的

目標吧！

TEXT: a05.a05.txt (591/601)

CODE: 未來職涯規劃.傳承經驗.當顧問角色回饋公司(G:100)

….會，你知道嗎。因為我覺得說…像我現在這樣喔….

以我現在目前的職位來講…..因為我已經達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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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嘛，我年資 25 年已經到了，所以我隨時都是

在…準備當中，我隨時都可以退了。ㄟ..但是我感覺

到說…..，我還要做一個很好的傳承，我希望能保留

我的經歷，ok，能夠…..傳承下來，.. …經驗嘛，然後

，可以…回饋給公司這樣….

TEXT: a08.a08.txt (1990/1993)

CODE: 退休的規劃.退而不休繼續做顧問 (G:100)

J：如果體力狀況容許，或許可以從事一些相關工作，比較輕鬆

，不一定是顧問啦，或是…這要再看啦，或許經營一些比較小的

跟餐飲有關係的行業

TEXT: a01.a01.txt (672/673)

CODE: 自己的工作價值.人生不該有退休 (G:100)

B：其實應該…人生不應該有退休耶，應該在不同的階段中

去做不同的服務吧！

TEXT: a11.a11.txt (1520/1521)

CODE: 退休的規劃.終身無休的觀念.與個性有關 (G:100)

a11：……我這個人可能是比較好動的，然後比較積極性，

可能退休對我來講並不是我一個很大的一個願景

（四）、工作轉換觀：正面功能大於負面，前提是準備好自己（get

ready）再轉換

職涯發展是一連串工作轉換的歷程，那麼一個人對工作轉換的觀

點就深深影響職涯發展歷程。分析受訪者的工作轉換觀點，有下列幾

點：

1.工作轉換和個性有關：認為工作轉換是否一定有必要和個人的

個性有關，有的人的個性比較不喜歡在不同飯店間轉換，如 a13。

2.準備好自己再轉換：大部分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在基層時選擇一

個好的工作環境，也就是一個和自己適配的工作環境，在其中去歷

練，培養能力，使自己成長。經由組織內部的輪調訓練（cross

training）養成自己的經驗實力，基礎打好後、清楚自己下一階段的

目標後或對工作領域有所瞭解及具備調適力後，再轉換到其他組織去

增廣歷練、開拓視野。也有受訪者以其過來人經驗，建議應養成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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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幹部或廳經理職位後，再進行不同組織間的轉換，如此會更踏實，

對後續更高階的職涯發展較有幫助。同時，每一個職位要視工作性質

花費相當的時間去成熟它，對成為一位專業經理人來說是很必要的。

換句話說，受訪者較抱持「準備自己（get ready）」的工作價值

觀，在目標清楚、基礎踏穩後再轉換不同組織的觀點。

TEXT: a01.a01.txt (1077/1082)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依個性而定 (G:100)

A：所以您說這樣子不斷的這樣跳躍轉換的這種職涯發展

是看個人…？

B：對對對，看個性。那要看個性吧！有的人個性就…就這樣子吧。

TEXT: a02.a02.txt (351/359)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are you ready? (G:100)

記得我常常跟我的同事去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說，if you

are ready ，你就可以到外面去嘗試不同的挑戰，if you are

not ready，你的翅膀還沒有硬的時候，我給你的奉勸是，

你最好…好好的提升，在這個地方好好的學習，好好的成

長你自己，要不然你在外面陣亡的機會會比較大，或許你

會覺得會比較慢一點，跳的過程當中你會得到你所想要

的，會比較快，可是相對的，如果說你不是一個很紮實的

人，任何一個給你的一個機…擺在你前面的一個挑戰、任

何的一個挫折，你會很容易被打敗的，當你被打敗的話，

你往回看，你會覺得會高不成低不就的，…..

TEXT: a11.a11.txt (1899/1902)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are you ready?.基礎打好後出去拓展

視野是必要 (G:100)

我覺得基本的…基本的必須要花一段時間，等你自己去 ready

之後，你要再往外去拓展，去拓展你的視野，我覺得這是需要

、必要性的。但是你的基本基礎要先打好。

TEXT: a01.a01.txt (1009/1015)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養成自己到中階幹部.清處價值觀目標

後再轉換 (G:100)

大部分的人都應該是…(停頓)應該是累積經驗以後才有的。

那所以我建議一定要從基層做起，然後要找一個好的工作環境

中去養成自己，到一個中階幹部，….然後，我想要很清楚整體

的價值觀，還有自己工作的目的，跟自己工作的興趣、跟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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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的舞台是怎麼樣的狀況，然後再說去換工作或是什麼的，

我想這樣會比較清楚。

3.準備好自己再轉換，工作轉換較具正面功能

工作轉換對整個職涯發展歷程而言其功能性如何？研究結果顯

示，若在準備好自己後再轉換工作的前提下，則其功能性是正面居

多。例如：（1）可防止對工作產生例行化、單調、沒變化（routine）

的感覺而工作不帶勁。（2）可增加歷練、充實經驗，增廣人面，促進

人際關係的互動，不同地區的轉換可瞭解各地人文與生活文化背景，

不同組織間轉換可瞭解不同飯店的管理策略與經營型態。（3）可幫助

升遷，同時，行業內也存在工作轉換為升遷方式的普遍性看法，尤其

轉換新飯店或籌備中飯店，發展機會較大。（4）藉由工作轉換，更換

一個新的工作環境，是突破原先環境中的工作瓶頸或挫折的一種應對

方式。

但是，如果未準備好自己就急於轉換工作，不但給人轉換太過頻

繁，穩定性差的印象，且不同組織間的快速轉換容易產生工作環境適

應上的挫折。

TEXT: a13.a13.txt (529/532)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可防止對工作產生 routine 不帶勁,

內部 cross training 很重要 (G:100) (G:100)

a13：妳每天在做 routine 的東西，妳到最後妳會沒什麼進步….，

而且妳人也會沒勁，所以我倒是蠻贊成，其實，內部員工

的 cross training 也很重要，就是跨部門啦

TEXT: a11.a11.txt (963/968)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是一個很好的歷練.促進人際關係的互動 (G:100)

a11：我覺得正面的，可以從這些東西，去拉近人跟人之間

的關係，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我可以很容易去面

對從屏東上來的朋友，我也可以從法國來的朋友，我都可

以去跟他們互動，我覺得這人際關係上的幫助事實上是

很大的幫助..

TEXT: a13.a13.txt (1263/1267)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不同飯店轉換可瞭解飯店的管理 (G:100)

a13：對，好好扎實去學。甚至於換飯店都沒關係，幾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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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不同飯店多學多做多跑，這個兩年，這個三年，你會知

道說喔，每一家飯店的管理風格怎樣，每一家飯店都有好跟

不好的地方，你要學一學，學一學就會很厲害了。

TEXT: a12.a12.txt (270/280)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為升遷方式的一種普遍性看法,

跳新飯店籌備中飯店發展機會大 (G:100)

也許這句話到現在還適用啦…做飯店就是跳來跳去…一定

要跳新的飯店…才籌備的飯店…機會會比較多…這句話基

本上….…這是大家都會有一種這種說法，….你問很多飯店

的人…他都會有很多這種諸如此類的說法…就是…做飯店就

要跳來跳去的…一跳就一階一階…越跳越高…對……會有普

遍性的這種說法…那…當然這種說法影響我多少….

TEXT: a15.a15.txt (1947/1950)

CODE: 工作轉換的看法.面對挫折或瓶頸的應對方式 (G:100)

…為什麼這個瓶頸一直握著我…為什麼…因為這個環境一直沒

有改變……因為這個環境一直沒有在 Develop ME…一直沒有再

開發你…你會覺得…(停頓)…你沒有學習到什麼東西…所以你就

再轉跑道。

二、積極的從業態度是產生組織承諾、行業忠誠度等行為的先備條件

在本節一開始時曾提到，受訪者幾乎一致認為從業態度是從事此

行業的第一要務，而從業態度除上述四個工作價值觀外，還包括工作

的情感傾向，就是一個人對工作所表現的工作熱忱及興趣。一位飯店

從業人員除具備學識背景及實務經驗外，具有工作熱誠更重要，因為

對飯店業具有高度工作熱誠的人，較能培養出行業的工作興趣，才能

對抗工作的辛苦與挫折，願意奉獻，表現較高的工作投入且認同這個

行業的地位與價值，這種高投入、高認同的表現，也就是組織承諾及

行業忠誠度的表現。

TEXT: a13.a13.txt (1352/1354)

CODE: 表現工作的行業的熱誠、工作投入 (G:100)

…….再來完全就是你的工作熱誠，你願意對你的工作投入

的精神跟態度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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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工作價值觀及工作熱忱與行為結果的陳述，將受訪者的

從業態度的主要概念和脈絡，整理成「條件/結果」矩陣表，如表 4-1。

表 4-1 從業態度之「條件/結果」矩陣
現象 面向 性質 脈絡條件 行動/互動 行為結果

認知
信念
面向

工作價值觀：準
備說、適配說、
終生職涯主義

觀、工作轉換觀

從業態度

情意
面向

工作熱忱與興趣

社會價值觀（如
速食金錢觀）、
工作本身特性、

組織文化、
個人特質：個性
（人格特質）、需
求、能力、生理
條件（年齡、健
康、體力）、工作

年資。

個人的從業態度
在脈絡條件的作
用下產生的行
動：主觀適配結
果（主觀適配
度）、客觀適配
度、人群互動、
工作樂趣（工作
不單調、有變
化）、工作瓶頸

工作轉換或
組織承諾、
行業忠誠度
（態度的行
為意願面
向）

根據表 4-1 可清楚說明，個人從業態度分情意層面（工作熱忱

與興趣）及認知信念層面（四個工作價值觀），在個人、組織、社會

的情境脈絡中，個人的從業態度和個人特質、工作條件要求、組織文

化的互動下，影響個人對組織適配與否的感覺，以及是否能熱忱工

作、發現工作樂趣，是否能積極主動與人群互動，以致影響工作投入、

認同，產生組織承諾的行為意向，抑或相反，產生工作瓶頸而有離職

或轉換工作的行為傾向（行為意向層面）。玆將其間的關係呈述如圖

4-3。

工作價值觀 人群互動
從業態度 工作樂趣 工作轉換、離職或組織承諾

工作熱忱與興趣 適配度
工作瓶頸

社會價值觀、組織文化、
工作本身特性條件、個人特質

圖 4-3 從業態度與工作轉換/組織承諾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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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職涯發展現象

每個行業各有其特色，在特性之下，各行業的從業人員的職涯發

展也應有其特殊風貌。飯店業的行業特性若從工作時間來看，其性質

是工時長、假日節日無休，尤其高階主管更是 7-11 的工時型態。若

從工作內容來看，其性質是富變化、富創意、富挑戰、高度服務性的

工作，是賣服務、信譽及感覺的行業。若以工作本身條件來看，飯店

業注重儀表外型、注重倫理及講求服從紀律、注重品德操守以及要能

吃苦耐勞。因此，飯店業的社會形象是光鮮亮麗、高人力密集、高勞

力替代性以及離婚率高、基層薪資低、工時長、工時不穩定的負面印

象，對新進人員而言，可說是入門容易卻起頭難熬的行業。在這樣的

行業特性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的職涯發展具有哪些特

殊的樣態呢？

本研究根據受訪者的描述，發現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

的職涯發展具有下列幾個現象：

一、多重職涯（multiple careers）現象：垂直水平螺旋迂迴而上的

發展軌跡與雙職涯並存的現象

「多重職涯」在此有兩層意思，一是指受訪者所呈現出的職涯發

展軌跡是多重的，而非單一的。另一個是指每位受訪者都具有不同職

類的雙職業的職涯發展。

（一）多重的職涯發展軌跡

針對第一層意思，在本章第一節中曾提到所有受訪者的工作轉換

大致呈現以下幾種方向：1.垂直移動：同一單位的升遷（升職）、下

移（降職）。2.側移：又可分為水平的側移（不同單位、不同部門間

職位不變的移動）、垂直的側移（不同單位、不同部門或不同公司間

的移動，有升職及降職）、側移到一般餐廳業或自己開餐廳、側移到

境外（如大陸發展，仍為飯店業或餐飲業）。3.短暫中斷。4.移出至

其他行業。若分析受訪者的整體工作轉換歷程，則其職涯發展歷程呈

現垂直水平並存，螺旋迂迴而上的發展軌跡。玆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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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個人新進入飯店業組織，由底層服務員發展至資深服務員甚至

領班階級，大多數是在同一單位由底層慢慢垂直向上升遷（同一飯店

同一部門同一單位的垂直升遷），也可能在不同單位或不同飯店的水

平側移及垂直側移而慢慢升遷。當這個單位的工作熟悉後，組織可能

基於培訓或避免造成工作單調枯燥，會依個人表現而調動工作單位

（側移），此時可能是職位未變（水平側移），也可能升遷（垂直側移）

（同一飯店同一部門不同單位）。但若工作不符期望或不滿意或基於

個人需求，或有同業挖角或在離職主管的邀請下，可能會離開組織，

另外尋找可發展的空間，此時大部分會升遷（不同飯店間垂直側移升

遷）。

當個人由資深基層發展至中階如廳經理或廳副理，可能是在同一

單位慢慢向上升遷（垂直升遷），也可能是經歷不同單位的同職位歷

練及升遷（水平側移或垂直側移升遷）。也可能垂直側移升遷或水平

側移至其他飯店組織。

當由中階發展至高階，如由廳經理發展至協理，大多會在不同單

位間水平側移，以輪調訓練（cross training），或接受管理人訓練

（management trainee），慢慢升為協理（垂直升遷）。也可能水平側

移至其他飯店，經歷練後垂直升遷。也可能在不同飯店間水平轉換

後，終於垂直側移升遷為高階。也可能是同一飯店不同分店的垂直升

遷。至於由協理發展至總經理這一段歷程，由於受訪者中只有一位是

餐飲部副總，因此大多由未來職涯規劃中分析可能的路徑，推測可能

是同組織的垂直升遷或不同組織的垂直側移升遷或側移至境外升遷

（如大陸）。當然，也很可能移出，轉為傳承經驗的顧問或教職，或

側移自己開店。

在入門到資深基層、基層到中階、中階到高階，每一階段都有可

能因工作瓶頸或挫折、倦怠而移出至其他行業或暫時中斷。也可能因

讓自己休息重新調整、服兵役、移民、結婚、家人等因素而暫時中斷。

玆將職涯發展軌跡圖示如圖 4-4：（詳見十四位受訪者的轉換歷程，

整理於附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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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垂直水平螺旋而上的職涯發展軌跡圖

（二）雙職涯的職涯發展

「多重職涯」的第二層意思是指每位受訪者都是雙職業並存的職

涯發展。所謂雙職涯是指受訪者在飯店專業經理人的職涯發展外，幾

乎每位都兼教職，受訪者每個人均有到職校或大專院校相關系科或職

訓局擔任兼課的經驗，顯示高階主管的職涯發展是不同職類的雙職涯

的工作發展。近十年來，台灣餐旅相關學校蓬勃發展且重視業界合

作，因此亟需業界具實務經驗的中高階主管到校授課，由於高階主管

上班不必打卡，採責任制，工時雖長但彈性大，所以可安排兼課，對

其未來職涯發展又多了一種選擇準備，這是其他行業較少有的優勢。

TEXT: a01.a01.txt (793/799)

CODE: 教職經驗 (G:100)

那時候我在猶豫的時候，我要來這邊，還是…，因為

也有別人要我去做 project， 叫我開公司，開專案的

飯店管理專案的公司，然後也有…，那學校聘書也給

我…我在××技術學院也有開過課、我在職訓學校都有開過

課，對，那所以又有這些聘書，所以我覺得說那我是不是

TEXT: a11.a11.txt (1032/1038)

CODE: 教職經驗 (G:100)…

那我一直也滿喜歡教人，把自己的經驗去分享給別人，

那××中學這個是因為我之前我有去過那個救總，

救總那邊有也有半年的時間當講師，對，救總那是一

個禮拜兩堂課嘛，那透過救總那邊他讓我帶過很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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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那時候，××中學那個事實上他是一個就是國中生畢業

不想升學的這些小孩，那時候救總這邊有特別安排這樣的

一個餐飲的一個課程給這些人…

二、職涯高原（career plateau）現象：高階主管的再向上發展呈現

狹窄的路徑（narrow path），越高階危機感越大

職涯高原（career plateau）是指職涯發展有阻礙，在一段期間

內職涯不再向前或向上升遷，且伴隨有壓力、挫折等情緒，也就是產

生瓶頸的現象（DeSimone & Harris, 1998）。Nebel, Lee, & Vidakovic

（1995）指出美國的中大型旅館，在升上總經理職位的職涯路徑呈現

狹窄的現象「narrow career path」。顯然無論國內外，餐旅業高階

主管向上晉升的路徑都呈現狹窄的現象。

本研究受訪者多為餐飲部門協理、總監級的高階主管，對未來的

職涯規劃大多期望能再向上升遷為總經理的職位，讓自己有更好更高

的發揮機會，以實踐理想，鞏固在行業中的專業經理人形象。但要升

遷為總經理職位要先好好準備自己，所以短期內職涯目標是到不同飯

店或不同部門接受更多的歷練，充實飯店經營管理者的能力，以清楚

整個飯店的營運。而要有這些歷練的機會就需受業主(老闆)肯定與賞

識，和業主(老闆)建立良好互動關係，這是非常不容易的，很難完全

自主或自我主導（self-directed）而成的。

況且，總經理的職位是非常有限的，每間飯店就只有一、二個機

會，且很難升遷上去，所以受訪者會覺得再往上發展的路徑是很狹窄

的（narrow path），且具有高度的被資遣（layoff）或被替代的危機

意識，因為肩負整個飯店業績的責任壓力（工作壓力），除非業績表

現一直保持最佳狀況，否則會被業主(老闆)資遣。

而且，本土的國際觀光旅館，出資的業主(老闆)很多來自建築營

造業，有的業主(老闆)又會干涉經營管理及人事安排，業主(老闆)

的立場是以營利賺錢為導向，在價值觀上有時會和高階主管不合，甚

至業主(老闆)安插自己信任的人擔任頂層主管（即總經理職位），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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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主管無法有更高更好的發揮。那麼在國際連鎖性的國際觀光旅館

的發展又如何呢？大多數的受訪者都表示，其實本國人在國際連鎖性

的國際觀光旅館是不易升遷到高層及頂層的，最多是到副協理

（assistant director）的職位，晉升路徑更窄，除非具有國外學經

歷或為國際連鎖集團的會員，才有可能向高層發展的機會，因為這些

高層主管大多是由國際連鎖集團直接派任的。

以上總總原因，讓高階主管深感其工作的安定性與保障性不高，

工作壓力大且向上發展有限，呈現出職涯高原現象。

TEXT: a08.a08.txt (1949/1953)

CODE: 未來職涯規劃.向上升遷.升遷總字輩 (G:100)

當協理的條件跟當總經理條件是…不一樣的。那

自己還有很多地方…需要去學習，那當然希望有

一天…可以再成長嗯，再…再有所升遷，但是現

在…我自己知道大概有哪一些需要去補足的空間

啦，那…這個需要…再努力啦。

TEXT: a06.a06.txt (1359/1369)

CODE: 工作瓶頸.高階主管向上發展的限制或危機.保障性

不高不安定感.責任重壓力大, 替代性高,可能被 lay off (G:100)

G：一個是升遷的困難，另外一個是我覺得做這個行業風

險很大，而不能..應該說是保障性不高。…..就是我今天不

用你了，我很容易找到一個人補你的位子。所以做這個行

業當到一個職務以上的時候，他要負管理的責任，他也要

負績效的責任，他要跟他的上級，甚至跟業主(老闆)維持一個好

的關係，很不容易。各方面的壓力其實都蠻大的。對，業主(老闆)

如果不重意，可能就叫你走，甚至連 PAY都沒有。

TEXT: a15.a15.txt (820/825)

CODE: 工作瓶頸.不可能再向上發展了.上層是外國人的天下 (G:100)

J:不可能……在那個時候對我們來講不太可能…(A:怎麼說

呢)…上層的永遠都是…在我們的印象永遠都是外國人……

外國人找外國人… 對我們來講我們的機會…(A:到廳經理就

是 TOP 了)…對對對…除非我到國外再去念個書……

根據上述有關職涯高原的關係陳述，將「條件/結果」矩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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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於表 4-2。

表 4-2 職涯高原「條件/結果」矩陣表
現象 面向 性質 脈絡條件 行動/互動 行為結果

職涯高原 升遷受阻
升遷狹窄

工作瓶頸、
被資遣的危
機、升遷機
會有限

組織環境：組
織背景、主管/
業主(老闆)角

色
個人環境：教
育背景、從業
態度（工作價

值觀）

業績表現
價值觀契合度
組織培訓
主管互動
工作壓力

升遷或停滯
（瓶頸）或

資遣

由表 4-2 可說明，職涯高原是指升遷受阻（工作瓶頸及被資遣的

危機）以及升遷狹窄（升遷機會有限）的現象。組織環境中，高階主

管個人的工作價值觀和頂層主管/業主(老闆)的主管角色（包括肯定

與栽培下屬及管理行為等），會直接影響雙方的人際互動，進而影響

彼此的價值適配度以及業主(老闆)給予高階主管組織培訓的機會，並

對高階主管的業績表現產生壓力。若價值觀適配度佳，高階主管的業

績表現符合業主(老闆)的期望，主管給予組織培訓的機會，可使高階

主管的職能或潛能得以更高的開發而利於向上升遷，反之則產生瓶頸

而停滯不前，進而影響組織承諾或工作轉換的行為傾向。而國際連鎖

性飯店，高階主管若具有國外相關學經歷，職涯晉升機會較大。玆將

其間關係圖示如圖 4-5。

頂層主管/業主(老闆)角色 組織背景、教育背景

價值觀契合度

人群互動 組織培訓 停滯（工作瓶頸）、升遷

（與主管/業主(老闆)互動） 業績表現

從業態度

（工作價值觀） 工作壓力 工作轉換或組織承諾

圖 4-5 職涯高原影響因素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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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變的職涯（protean career）現象：自我管理（self-managed）、

掌握機會主動出擊、自主性進出不同組織

現代人的職涯發展呈現多變的職涯（protean career）現象，其

特色是個人驅動的，彈性的多次進出不同的工作場域（DeSimone &

Harris, 1998；Burgess, 2002；Hall & Moss, 1998）。綜觀國際觀

光旅館餐飲部高階主管的職涯發展，從進入到基層再逐步發展至高階

的過程，大多是由個人自主的，而非經由組織主導。個人會依自己的

特質、背景條件、入行前工作經驗與職涯發展的需求，考慮組織的背

景與工作本身條件，選擇入行的旅館，入行後又會隨個人的需求、期

望或工作志向，追求自己的職涯，掌握市場發展時機與工作表現機

會，主動爭取與把握可學習成長的機會，善用環境資源，有目的、自

主的進出於不同的工作場域，以達成自己的職涯目標，展現出自我管

理、主動、自主、動態流動的多變的職涯現象。並非像過去傳統的職

涯發展，終生只在一個組織內流動，且個人的發展方向是被動的完全

由組織來決定與安排。

TEXT: a04.a04.txt (538/541)

CODE: 選擇飯店的理由.飯店環境和自己國外經驗相似.能將

國外經驗運用出來 (G:100)

D：因為我那時候剛從瑞士回來，我會覺得說，像我剛講

的，有一個相同的語言，會覺得說這個地方，可能我會把

我以前在瑞士學到的東西，這個地方我可以表現的很好。

TEXT: a11.a11.txt (239/241)

CODE: 選擇飯店的理由.有水準有知名度的飯店.國際品牌的飯店

國際集團經營管 (G:100)

a11：那我，因為我才國外回來，我想說要加入也要加入國際的，

那時候只有這個才是 international，…對，是純粹外國人來管理的

TEXT: a08.a08.txt (1639/1641)

CODE: 掌握機會機運.爭取把握各種培訓機會 (G:100)

那…一般這種機會不是太多啦，那…要自己自

己要想辦法突破一些爭取..去爭取這些培訓的機會..

TEXT: a04.a04.txt (585/590)

CODE: 善用飯店資源 (G:100)

五星級的飯店，你可以利用這些飯店的資源，去開闊你自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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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關係，這個對你的幫助會相當的大，假如說，尤其知道你

今天有做到一個餐廳經理或是你有某些權力的時候，這些權力

你用得好的話，飯店給你這些權力你用的好的話，對你個人的

職涯規劃，真的相當有幫助。

依據上述，將入行職涯起始點的選擇的關係架構呈述如圖

4-6。

行業志向
入行前工作經驗

組織背景 入行起始點的選擇
工作本身條件

個人特質
掌握時機機會資源 職涯發展

學習成長

圖 4-6 入行職涯起始點的選擇之關係架構圖

四、多重情境（multiple contexts）影響的現象：職涯發展受個人

特質、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環境、國外生活環境、組織環境、行

業發展環境等多重情境影響

發展情境觀的學者認為職涯發展是發展中的個體與個人生理、心

理、社會、物理等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Pietrofeso & Splete,

1975）。本研究受訪者的整個職涯發展也顯示是個體隨著時間的變遷

在個人、家庭、學校、國外、組織、社會等微觀與巨觀兼具的多重情

境作用下發展而成。

（一）個人特質：每個階段的職涯發展和個人特質都有關

從表 4-1 可知，本研究所指的個人特質包括內在的個性（人格特

質）、需求，以及外在的能力、生理條件（年齡、健康、體力）、工作

年資等。Lounsbury et al（2003）的研究指出，個人特質和職涯發

展有關，尤其外向、堅忍、樂觀、謹慎、關懷且人際導向的人格特質

和職涯滿意有正相關且具預測力。本研究也獲得相似的研究結果，受

訪者認為在飯店業個人職涯發展要順利，尤其是身為主管的人，應具

備下列人格特質或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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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緒控制：要沉穩、宏觀、不躁進。

2.正向積極的個性：如視挫折、障礙為挑戰、轉機，勇於面對挫

折困難、主動、積極、有衝勁、好勝心、樂觀。

3.公私分明。

4.喜歡與人互動：好動、外向、熱情。

5.堅持力：有耐心、自我要求凡事做好。

6具領導特質：果斷、效率、有自信、獨立自主。

入行前，在選擇行業與職場時，因個人的工作價值觀，會考慮其

個性或人格特質是否適合，如認為自己喜歡與人互動、好動外向、喜

歡忙碌的個性較適合在飯店業工作。

入行後，不躁進、有衝勁、積極面對工作瓶頸、挫折與困難、好

勝心、堅忍力、主動性等個性的發揮，使自己能順利適應基層的辛苦，

且從工作中學習、領悟而有所成長。

當主管後，因情緒控制好、沉穩、宏觀、公私分明、高自我要求

的堅持性、積極性等個性，使自己的主管角色成熟，而利於管理，進

而表現自己而能有所發揮。

由以上可知，使職涯發展順利的人格特質大多屬於內控性取向的

人格特質，如楊國樞（1981）所言，將自己的遭遇及行為後果的成敗

歸因於自己本身的因素，而非歸因為外在因素如運氣、命運等。且從

入行前、基層到主管，充分顯示職涯發展的每個階段和個人人格特質

息息相關，人格特質和工作價值觀（從業態度的認知信念層面）的作

用下，影響職業的選擇、人群互動的情形、應對工作瓶頸的能力以及

主管角色的扮演，進而影響職涯發展。玆將上述脈絡關係，以關係架

構圖呈現如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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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態度（工作價值觀） 職業選擇

人群互動

個人特質（人格特質） 主管角色

工作瓶頸

圖 4-7 個人特質情境影響架構圖

TEXT: a05.a05.txt (59/65)

CODE: 個人人格特質.樂觀喜歡與人互動 (G:100)

a05：其實因為我本身我對這個觀光，觀光行業就是蠻感興趣，

因為我喜歡跟人接觸，因為我覺得說人與人之間就是可以….

感受到不一樣的這種人生的 style 這樣子。….

TEXT: a06.a06.txt (799/802)

CODE: 個人人格特質.熱情主動不內向 (G:100)

G：我覺得、我覺得不要太內向，對，因為如果說他太內

向的時候，就不容易跟別人主動的接觸。他要盡量的熱情一點，

嗯，是因為熱情、熱情這個因素在服務的特質裡面他佔了很重

要的一個部分。

TEXT: a01.a01.txt (868/871)

CODE: 個人人格特質.positive.從挫折中找到轉機 (G:100)

B：ㄜ…其實我是個正面的人，其實所有的挫折都是幫助我

成長，我覺得這樣。那我不是聖人，但是我努力把每次挫折

中我重新去找到一個…變成是一個轉機，而不是一個下沉、變

成喪志的事。

TEXT: a02.a02.txt (599/603)

CODE: 工作挫折.樂觀勇於面對 (G:100)

…去消化它，怎麼樣去看事情，怎麼樣去自我的去覺得「阿

ok 啦」，我覺得這個事情並不是那麼的大不了的事情，不

要去鑽牛角尖嘛，反正做事情本來就是想法不一樣嘛，但

是你要怎麼去勇於面對，然後面對的過程當中你會成長

的，也許你當時不會感覺，可是你事後你會發覺你成熟了，

TEXT: a12.a12.txt (1468/1473)

CODE: 主管的影響.行事公正公平光明磊落 (G:100)

…而且就是…一定要光明磊落…一定要…當你做到主管…你不

能私自相受…要光明磊落…因為這個行業不大…今天走一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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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起…

TEXT: a13.a13.txt (1390/1393)

CODE: 人群互動.與員工互動一起.情緒控制 EQ管理 (G:100)

另外，情緒控制很重要，EQ的管理，不要說阿，一有不高興就

處分，很多主管都會轉嫁他的情緒，被上面罵，就罵底下，這

個也不行。自己 EQ 控管上很重要。

（二）家庭環境：分為原生家庭環境及生殖家庭環境，後者對女性主

管限制較大，卻是男性工作的動力

家庭是個人成長的第一個環境，依個人職涯發展的歷程，家庭環

境與職涯的關係可分為原生家庭環境及生殖家庭環境。

1. 原生家庭環境對職涯發展的影響

原生家庭環境對職涯發展的影響較大部分是來自父母對飯店業

的看法以及父母的處事觀點、父母/家人的工作背景對個人工作的影

響。

受訪者的父母大部分對飯店業無負面的印象，少數有負面刻板印

象而認為飯店業只是端盤子沒什麼前途，但經由瞭解受訪者實際工作

情形後均能改觀接受。父母的處事觀點會影響受訪者的工作轉換及工

作態度，如 a12 在基層時，母親的一席話「穩定性高一點才會出人頭

地」，使受訪者繼續留在原飯店發展。另外，幾位受訪者，如 a04, a8,

a9，父母或家人本身就曾在飯店工作或從事餐旅相關行業，因此個人

走入飯店業的機會也較大，因有較多的人脈關係及家人支持。由此可

見，原生家庭環境對個人入行的選擇及工作轉換觀或從業態度上有所

影響。

2. 生殖家庭環境對職涯發展的影響

生殖家庭環境對職涯發展的影響主要是來自結婚對在飯店業工

作的影響。結婚自組家庭後，在家務及照顧子女的責任、夫妻相處、

親子相處及調動國外或外地工作上較會產生衝突或困難，但整體而

言，對女性主管影響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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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性別的角度來看，根據受訪者自身的經歷及傳統性別角色觀念

下，女性較會因工時長、工作時間變數大，若較投入工作的話，則容

易造成未婚、晚婚、離婚的情形。而男性受婚姻的影響較小，主要是

對親子相處的影響以及為照顧家庭而影響外調的機會。

3. 支持系統的重要性

在飯店業工作的女性，尤其已婚的女性，要有支援先安頓好家中

事務，如有娘家或婆家的支援，或經濟許可外雇人力支援，最重要的

是要得到配偶的支持，否則很容易因為夫妻間疏於溝通、生活時間不

同調、想法落差加大、疏於家庭責任而導致離婚，要不就是離職的結

果。另外，受訪者大都認為夫妻同行同領域較能彼此理解，不會抱怨

給家裡的時間太少，比較能避免負面的影響，但也表示和個人的個性

有關，未必是絕對的。

4. 家庭是男性工作的動力，飯店業鼓勵高階主管結婚

同時，受訪者表示飯店業非常鼓勵高階主管結婚，而餐飲部門高

階主管又以男性居多，結婚、有家庭對男性而言是正向的影響，家庭

是男性工作的動力，將家庭經營好是男性的另一種成就感，反而促使

男性工作穩定性提高，有利於公司及個人。

由此可看出，結婚、家庭對職涯發展的影響和性別角色有密切關

係，Li & Leung Wang（2001）的研究也提到飯店中的女性主管生涯

發展的障礙以「工作/家庭之衝突」為首要因子。由於女性被賦予或

被期待較多的傳統家庭角色，因此，除非有支持系統，否則結婚、家

庭對女性的工作及升遷較會是一種負面的影響，甚至是阻力，但對男

性而言卻具有手扶梯效應，對其工作會有逐漸向上的正面影響。玆將

以上脈絡關係，以關係架構圖呈現如圖 4-8。

原生家庭 行業選擇

家庭環境 從業態度

生殖家庭 升遷或工作轉換

個人特質（個性、性別）、 支持系統、性別角色觀

圖 4-8 家庭環境情境影響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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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08.a08.txt (2035/2037)

CODE: 家庭的影響.父親從事餐飲業 (G:100)

………所以從小比較獨立，但是…受…最大影響是當初踏入這

個行業，主要是受父親的影響。（父親為餐飲業出身）

TEXT: a12.a12.txt (398/407)

CODE: 家庭的影響.父母的/家人的觀念.母親的觀念提醒 (G:100)

就跟我說一句話說…嘖…你要想清楚喔…這個…我媽是跟我闡述

說…留在一個公司…應該要穩定性高一點…你才會出人頭地…阿

我…其實我蠻信這一句話……….所以也就是她這句話…我就…從

那天開始就沒有去思考這個問題了（註：要不要跳槽的問題）…

TEXT: a02.a02.txt (657/664)

CODE: 家庭的影響.結婚 (G:100)

最主要是我還沒有結婚，所以我講說，要結婚一定要找一個、

另外一半一定要去了解你這個產業性質，要不然做一個飯店人喔，

結婚！（有點覺得困難的口氣）尤其你做的是高階主管的話，因

為你的時間不多嘛，就是陪在她身邊不多，當她如果不在這行業，

她不了解，她不知道你的工作性質的話，相處之間，會有衝突的。

TEXT: a03.a03.txt (1118/1121)

CODE: 家庭的影響.結婚.公司鼓勵高層主管結婚 (G:100)

其實××飯店是鼓勵高層是結婚的，但有些集團是鼓勵單身的，

因為調動比較方便。嗯，結婚的同事比較需要穩定性比較高，

所以不容易跳糟。

TEXT: a06.a06.txt (329/332)

CODE: 家庭的影響.太太或配偶的支持 (G:100)

不管是什麼部門，當到主管之後，其實對於家庭的犧牲其實是

很大的。因為主管本來就不太容易經常休假日。那工作的時間

又長，或者上班的時間不穩定，所以如果配偶沒有很大的體諒

跟了解的話…

TEXT: a08.a08.txt (1813/1818)

CODE: 家庭的影響.結婚.照顧家庭的能力變少 (G:100)

當到主管的話，你在工作上的付出會比一般人多很多啦，你能

夠照顧家庭的能力會越來越少…會越來越小，時間也會越來越

少，像我們總經理…他是幾乎整天都在這裡，甚至休假也都在這裡…

TEXT: a10.a10.txt (992/1007)

CODE: 家庭的影響.結婚.未婚. 離婚率高.工作時間長.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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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大夫妻間疏於溝通(G:100)

B︰其實，我們現在主要管理職時間很長…. 我們的時間真的變

數很大，像我們做服務業，所有時間是跟著客人的時間在走…其

實我們這個行業裡面很多女孩子，尤其我們這個年紀，在早期時

候結婚，後來離婚的很多….因為時間長，然後夫妻之間就失去溝通….

TEXT: a11.a11.txt (1183/1185)

CODE: 家庭的影響.家務及照顧子女的責任,對女孩子會比較影響(G:100)

a11：結婚後又有一些生育的問題，那有生育的問題又要照顧小孩

，我覺得對女孩子會比較影響，..

TEXT: a11.a11.txt (1235/1238)

CODE: 家庭的影響.結婚.對男生而言工作穩定性提高 (G:100)

a11：我想男孩子你要有家庭，表示你有責任，那我覺得一個老

闆來，業主(老闆)而言來講的話，你愈有責任感的他愈要用你，那你

如果能把家庭也照顧好，然後又工作又能夠做好，我覺得是有

責任感的人..

TEXT: a14.a14.txt (2300/2303)

CODE: 家庭的影響.結婚.對男生而言工作穩定性提高 (G:100)

…，那我覺得對男生來講的話，有家庭負擔，有壓力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反而會安安定定的在工作上發展….

（三）學校教育環境：相關科系、教育程度非決定性的影響因素，但

為助力，尤其在管理階層。且學歷、相關系科與國外經驗具有

交互加乘作用

1. 學歷、相關系科、國外經驗影響職涯起始點，且對工作適應、

升遷、管理階層的能力發揮上均有利基。

學歷對飯店業的職涯發展是否是無用論？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Ladkin (2002)認為教育是職涯發展起始點的指標，他以澳洲旅館經

理為研究對象，發現學歷愈高，進入職場的職位也較高，且升遷到旅

館經理所花費的時間愈短。本研究從受訪者的個人背景可知（詳見附

錄 4受訪者個人背景），受訪者入行時絕大多數都是高中職畢業（有

八位）、非相關科系，職涯起始點為非常底層的服務員，不少人從 B

級服務員做起，但學歷高、相關系科、有國外經驗的受訪者，其職涯

起始點明顯不同，雖然也是從基層做起，但不是那麼低的基層，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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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領班、接待員開始，另外，其職涯發展的速率也不同，晉升到餐飲

部協理或總監所經歷的時間較短，尤其有國外工作經驗、國外飯店管

理專科學歷者，行業年資不到 10 年就已經晉升到總監、協理了。可

見學歷、相關系科、國外經驗確實對飯店業的職涯發展有影響，不但

影響職涯起始點，且在工作適應、升遷、管理階層時能力的發揮上均

有利基存在，與 Ladkin 的研究結果相同。。

個人的教育背景雖確實對職涯發展有所影響，但其影響未必是因

果關係。大部分受訪者對相關科系的教育抱持肯定態度，認為可提升

整個行業職場的水準，但對於職涯的發展則非決定性的影響，只是助

力之一。相關系科、高學歷的利基點在於具備專業學習，可累積人力

資本，因具備相關專業學識熟悉度的優勢，且透過在學時的業界實習

瞭解行業工作性質，因此就業時能比較快進入狀況，較容易適應，可

減少不必要的摸索，適應工作的陣痛期較短，且升遷時主管會考慮此

項優勢。同時，學歷可增進理論，幫助思考模式，在基層實務性職位

時影響不大，在管理階層時較可發揮其功能。

2. 國際連鎖性的飯店，職涯發展較受學歷背景的影響。

學歷背景對職涯的影響和飯店組織背景有密切關係，在國際連鎖

性的飯店，較重視相關科系與學歷背景，最好還具有國外生活經驗以

增進其國際觀，更加有利職涯發展，如 a03。

「教育背景」對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人員的職涯發展之所以非

決定性的關鍵影響力，是因為飯店業性質變動大、汰舊換新快，因此

也有部分受訪者認為實務經驗與能力重於學歷，更肯定「從業態度」、

「自我學習」及「個人特質」對職涯的影響，但學歷的基本底限仍要

求在高中職以上。玆將以上脈絡關係，以關係架構圖呈現如圖 4-9。

從業態度➠

自我學習➠ 職涯起始、升遷

個人特質➠

學校教育背景 組織背景

圖 4-9 學校教育環境情境影響架構圖
（有➠符號者為間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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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14.a14.txt (2328/2331)

CODE: 相關科系或教育程度.有幫助但非決定性因素.起始點較好(G:100)

J：優勢.其實你對開始的那個點，你會有個比較好的…機會吧，

那你如果說你沒有好一點的學歷，你可能就是…你的起步的時候，

就會比較…差一點

TEXT: a14.a14.txt (2356/2363)

CODE: 相關科系或教育程度.學歷好起始點較好. (G:100)

J：對.那如果說他們…如果是這個科系出來的話，有時候可以從…

組長啦或領班開始啊….因為他一些基礎的訓練都有啦，也許觀

念也有啊…所以當你給他責任的時候，讓他去負責的時候，因為

他們成熟度也夠…..那也許他們在學習的過程他們要到校外去實

習什麼的….

TEXT: a06.a06.txt (1272/1275)

CODE: 相關科系或教育程度..好的教育背景價值在高層時發揮(G:100)

機會要比跟同級職的人要多，而且要快。因為他所受的教

育的價值不在於他在基層的時候，而在於他在高層的

時候，他所受到的教育價值是在那個時候才能發揮

的。

TEXT: a10.a10.txt (3321/3326)

CODE: 相關科系或教育程度. 國際連鎖高層更重視(G:100)

B︰在國際性的飯店會有差，尤其當你升級到我們這種層級的時候

，你還要再往上升，因為你未來將代表公司出任到什麼地方去，

他可能是哪個洲地區，那這個部分就影響很大。可是像那種本土性

的飯店的話，那這個部分影響不大。

TEXT: a06.a06.txt (1229/1234)

CODE: 相關科系或教育層度.有幫助但非決定性因素，個人特質

影響更大 (G:100)

G：對，他絕對有幫助。如果他在唸書的時候他有用心，

那些對他來講絕對有幫助，但是我覺得，以這個行業來

講，你從業人員你有沒有接受，你在學校是不是受的是

這種訓練，我覺得影響不是那麼大。第一個跟他的個人

特質有很大的關係，跟他的個人特質，所以個人特質應

該是超過了你在學校所受的教育….

TEXT: a13.a13.txt (1174/1179)

CODE: 相關科系或教育程度.有幫助但非決定性因素.工作熱

忱更重要 (G:100)



122

a13：當然有，怎麼會沒有影響，讀書是這樣子，學識背景是讓

你在職場上面比較快能進入狀況，但是也不是成功的一個關鍵，

你要是對這工作沒有熱情的話，你是做不下來的，那你有這個

背景，有這個學識背景，然後你又肯努力，你會比別人進步更

快，就是說升遷的管道會更快。

（四）國外生活環境：可促進國際觀，是人際火花的啟動力，有利職

涯起始點及升遷

本研究受訪者中將近半數（六位），或因父親在國外工作而全家

移民、或因出國讀書或在國外工作，而擁有國外生活與求學的經歷，

這一段經驗對他們日後的飯店業職涯發展有著正向的影響。

從職位的變遷上來看，若是在國外讀相關科系專科以上畢業，回

國就業者，其職涯起始點都較高，從領班以上做起，如 a03,a04。若

工作中途出國進修讀相關科系或到國外生活有相關工作經驗，回國後

都會給予幹部訓練、實習幹部或晉升職位，如 a01,a06,a08。若入行

前曾有國外生活經驗，但無國外學歷，雖非相關科系畢業，就業起始

點也比一般高，與國內專科相關科系畢業的起始點相當，如 a11。可

見國外生活經歷，尤其又有國外相關系科學歷，可使回國就業的職涯

起始點較高或有利工作的領悟及升遷。

國外生活經驗藉由讀書、旅遊及工作或業界實習，對職涯發展的

利基點在於：

1.可接觸不同的飲食與文化，增廣見聞、豐富閱歷，增強對行業

的志趣。

2.可接觸不同國籍的人，瞭解多元種族文化，熟悉多元的語言，

促進國際觀，在與客人互動時，可增進人際火花的啟動能力。

3.可扎實飯店管理的專業實務，深刻體驗國外業界的專業及服務

精神。

4.可瞭解不同地域生活品質和工作價值間的關係。如 a01，其在

國外深刻領悟到自我實踐的工作價值，不斷的影響他回國後的工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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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由此可清楚得知，國外生活環境的經驗對飯店業從業人員的職涯

發展確實是有利的。玆將以上脈絡關係，以關係架構圖呈現如圖4-10。

從業態度
行業志趣

國外生活經 升遷
職涯起始點
組織培訓
人群互動

圖 4-10 國外生活環境情境影響架構圖

TEXT: a04.a04.txt (497/512)

CODE: 國外生活經驗.有利職場的起始點 (G:100)

D：嗯，..，我剛回來的時候，我有找過幾家飯店啦，……….其

實有幾家飯店一剛開始給我的職位還蠻不錯的，像○○飯店他一

剛開始他給我一個牛排副理，嗯！對，一個餐廳的副理…………

TEXT: a03.a03.txt (631/634)

CODE: 國外生活經驗.多元種族文化的瞭解 (G:100)

Ｄ：我算是很幸運的，能夠走過這麼多地方哦，我覺得語文還是

其次啦，語文還是其次，就是說我對於世界的，我看過可以說比

較多的人種跟比較不同的多國的文化，..

TEXT: a03.a03.txt (644/652)

CODE: 國外生活經驗.多元種族文化的瞭解.人際火花的啟動器(G:100)

我就是說，尤其是我現在，我等於說我現在回收很多東西，因為

我現在跟各國各籍的人在一起同事的時候，像我們也常常出差到

別的國家去支援啦或者是去開會等等，然後我們見到各國各地的

人，我就可以，他講一個很..很嗯很諷刺的話，有人就聽的懂，有

人就聽不懂，那這個人與人之間的一個火花可能就是在這一個聽

得懂與聽不懂之間。這是我現在最大的回收，我最大的收穫是這個。

TEXT: a04.a04.txt (101/107)

CODE: 國外生活經驗.國外的學校生活經驗.養成教育扎實 (G:100)

D：幫助，其實….，他對我們最好的幫助是說我基礎的奠定打理，因

為像我做餐飲部經理好了，要懂得不只在管理，食物的烹調，食材的

方面跟跟餐廳的一些宴會安排啊、前置作業、後置的一些追蹤同樣要

懂。那我覺得瑞士給我最好的就是說，讓我在這個材料方面，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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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調認識，對酒的認識，因為我們一定要學法文跟德文，……..

TEXT: a06.a06.txt (276/280)

CODE: 國外生活經驗.全家移民.餐廳工作經驗.有利回國就業(G:100)

G：它對我的影響也很大。主要在制度面跟員工的紀律性，

還有對於..尤其是在我當主管的時候影響比較大，因為我離

開加拿大回到台灣之後，就直接開始擔任餐廳的經理。那個

時候在加拿大的生活的影響就可以反映在我當主管的一切的措施上面。

TEXT: a01.a01.txt (179/192)

CODE: 國外生活經驗.國外的學校生活經驗. 自我實踐工作價值觀

的震撼 (G:100)

B：對對對，我想它對我的生涯非常重要的影響，影響重要的部

分喔，………因為我…我肯定我在歐洲所學的，除了食物跟飲料

方面、還有旅館方面的專業知識之外，就是受到影響最大的是人

的ㄜ…人的這個自我實踐，馬斯洛的裡面，因為他們的國家比我們

先進很多，所謂先進不是 GNP 的高，而是他們人對生活上的堅持，

…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自己忠實在自己、堅持在自己要過

的日子上面。這是對我影響蠻大的一件事情。

（五）組織環境：人性化組織文化、扁平化組織架構利於職涯發展；

組織背景的影響可譬喻為「養成在國際，發展在本土」

一般人除自己開店、自創業外，都是在組織中工作，因此組織環

境自然與職涯發展息息相關。組織環境可分為內在環境及外在環境，

外在環境是指組織的背景及外顯形式上的目標、管理制度、策略和組

織架構等，如飯店的規模大小、新舊、資源、地點、資本型態、組織

培訓或教育訓練制度、人事組織架構等；內在環境是指在管理制度與

策略的運作下而形成的人為環境，而為員工所感知的，如組織文化。

1.內在組織環境

（1）員工適應組織文化

組織文化也就是企業文化，是員工所感知到的公司的工作文化價

值觀，員工要能適應組織文化、體會組織文化，才能夠在組織中工作

愉快，進而有所發展，此與 Liff & Ward (2001)的研究結果相同，

員工愈能融入組織文化，則較易接近資深顧問（mentor）及得到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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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的支持，對工作的發展愈有利。

（2）組織營造出人性化的組織文化

相對的，組織也應經營一個符合員工需求的組織文化，才能鼓舞

工作士氣，否則一個不良的組織文化，會讓員工認為沒有發展而產生

離職想法。那麼，什麼是符合員工需求的組織文化呢？受訪者表示，

員工需要的是一個人性化的組織文化，就是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願

意溝通傾聽員工，讓員工參與表達、做決定的機會，且公司重視員工

的價值，認為員工快樂，客人才會快樂，公司願意對員工投資，給予

學習與培訓的機會，認為投資員工、讓員工去學習，是增加員工的價

值及人力資本，而員工會回饋給公司，反映在工作表現上，如此公司

業績提升，也增加了公司的價值，因此公司願意再投資員工，形成良

性循環的企業文化。

同時，一個好的組織文化會讓員工感受到公開公平、信任、授權、

支持、分享、照顧、關懷、有團隊精神、工作士氣的工作環境，而不

是派系鬥爭、一切依條例辦事、官僚專制管理的環境。

由此可推知，「組織文化」為所有員工共同感知的組織的工作文

化，主要是由組織中「主管角色」及組織的「管理制度」兩者交互作

用而成，Liff & Ward (2001)也認為組織文化，尤其是主管領導風格

與公司管理文化，對員工的職涯發展有很大的影響。而其中，主管角

色包括管理行為、與員工的互動方式、栽培及鼓勵員工的意願及態

度。管理制度為組織所制定的管理規章及條例。

TEXT: a03.a03.txt (771/779)

CODE:企業文化.公司重視員工的價值.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

溝通傾聽員工 (G:100)

Ｄ：就是集團對員工的價值，它鎖定在第一位就是，我們都

是很講究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我剛講過，很多的溝通，

……..你就是必須去跟你的員工去傾聽他的困擾，幫他解決問

題，因為我們相信只有員工快樂，客人才會快樂，只有廚師

吃的好，客人才會吃的好。這是很基本的，從這個集團發展

的重要旳一個價值….

TEXT: a03.a03.txt (23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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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抓住企業文化 (G:100)

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說：哦，我是從美國回來的好，還是歐洲

回來的好，還是我是高餐、景文出來的好，其實完全是看自己

的從業的態度，以及你有沒有很抓住企業的文化的核心，有沒

有跟者走，有一些同事們，就是這一塊會比較 struggle

TEXT: a04.a04.txt (1212/1217)

CODE: 組織文化.業主(老闆)與高階主管關心關懷員工.團隊精神 (G:100)

最主要是為什麼員工會不走？業主(老闆)的關心，業主(老闆)的關心跟他上層

主管給人家的感覺，並沒有要放棄，然後，這樣的一個團隊的精

神，跟你對待員工，給他們的感覺就是說，我雖然沒有錢，可是

我可以給你福利，我還是可以按時給你，…….那其實，我覺得

員工要的是一個關心，關懷的一個組織文化。

TEXT: a04.a04.txt (1221/1225)

CODE: 組織文化.人性的制度.信任 V.S.一切依條例辦事 (G:100)

和上面的主管待人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說，一個有制度的公司，

一個飯店，就我剛講，你有提供員工一個完善的訓練的地方，以

比較人性制度來講，比較不會說硬性規定白紙黑字講的很明這樣

子，「我會相信你」，你的組織比較能夠影響你願意在這兒發展下去，..

2.外在組織環境

（1）人事組織架構和職涯發展有關，人事組織架構之層級意謂

升遷的路徑

早期的飯店，餐飲部最高主管大多為部門經理，其下依序是部門

副理、課長，然後才是各廳的經理、廳副理、主任、副主任、總領班、

A領班、B領班、組長、服務員、助理服務員等等級，層級較複雜，

從一位助理服務員要升到廳經理要歷經將近十個職稱，若每個職稱需

一、二年的經驗，就耗掉十至二十年。然而，近幾年來，飯店業的人

事組織架構已趨向組織扁平化，階層少，如君悅飯店，由服務員到總

監分為四個階層六種職稱（總監為一階，協理為一階，廳經理、副理

為一階，領班及服務員為一階都稱為基層。廳經理、副理開始為管理

階層），員工在職涯規劃上較能看到自己的發展願景，不會覺得遙遙

無期，對組織而言，由於階層少，處理事情較有效率。（參見附錄 9）

TEXT: a03.a03.txt (473/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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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組織扁平化.可看到願景 (G:100)

…..甚至現在的年輕人，實習生我常跟他們聊天，就說我很喜歡飯店

，我將來要當總經理。很好，這就是因為他在這樣子扁平化系統中

，他看的到那是可能的。那可能以前在比較老式管理的飯店，他說

哦我這輩子弄個主任做做就不錯了。

TEXT: a03.a03.txt (457/463)

CODE: 組織扁平化.做事較有效率 (G:100)

…..，因為他 perform 不一樣的工作。所以是比較扁平化的，不像有

一些比較老式一點的飯店，它有分非常、非常多的，如總監、副總

監、協理，各餐廳的經理，然後經理以後副理，副理以後有主任，

主任後有領班，領班完組長，然後資深服務員，資淺服務員，服務助

理哦，這樣子，很多階，處理事情的效率就沒有扁平化來的高。

（2）組織背景對職涯發展有影響：養成在國際，發展在本土

本研究發現飯店的背景因素中，如飯店的名氣、本土性或國際連

鎖性、新舊、規模、資源、經營穩定性等因素是被重視的，會影響受

訪者對飯店的選擇，其中本土性或國際連鎖性的影響最深。本土性是

指由本國人投資，本國人經營管理的國際觀光旅館，國際連鎖性是投

資人為外資或本國人，但營運管理交給國際飯店管理集團負責，業主

(老闆)不予干涉的國際觀光旅館，其總經理及總監多由集團派任。

當詢問受訪者在本土性或國際連鎖性的飯店中，何者是較有利於

個人的職涯發展？「養成在國際，發展在本土」幾乎是受訪者的共識。

他們認為職涯起始點在本土性或國際性飯店均可，只要是有特色、有

專業的五星級飯店或餐廳均可為不錯的職涯起始場所，但職涯發展的

過程中最好本土性、國際性兩者都走過，以瞭解自己適合哪裡，並擴

大自己的歷練，最好是能到國際連鎖性飯店去扎實訓練自己的基礎，

養成自己到中階階層，然後再回到本土性飯店，向上發展的機會較大。

所謂「養成在國際」，是因為國際連鎖飯店可提供較多的學習及

成長，因它有國際的視野、最快最新的資訊，可擴展觀念，提升層級

及眼界，是養成規矩及專業品質標準的地方，也是學習一個理想的管

理者的地方。像早期曾經加入國際集團管理的飯店如希爾頓、亞都、

來來、晶華，以及現在的君悅、遠東等，均為早期及現在人才養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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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籃。

所謂「發展在本土」，是因本土性飯店較有向上發展到高階主管

及總經理職位的可能，它的高階主管大多由本國人擔任，經營講求績

效也兼顧人情，較不會僅因績效不佳就被資遣的危機，工作較有保障

與安全感，且本土性飯店多角經營的模式，有利員工的職涯發展。但

是，當業主(老闆)主導或干涉經營管理的程度太大，或和專業經理人

價值觀不合，卻要其對經營績效負責，則對專業經理人非常不公平，

不利其職涯的發展。而國際連鎖飯店重視教育背景，升遷受學歷影響

較大，經營講求業績，挑戰性大，危機也大，工作較有危機感，且高

階主管、總經理為集團委派，常為外國人擔任，本國人向上層發展的

機會很小，除非具備國外相關系科學歷，或有加入國際飯店集團組

織，才有可能在國際連鎖性飯店向上層管理階層發展。

由以上可知，組織背景的「本土性或國際連鎖性」對職涯發展的

影響主要在組織培訓及升遷兩方面。

TEXT: a01.a01.txt (1185/1190)

CODE: 組織背景.本土化 vs 國際化.養成在國際發展在本土 (G:100)

B：我建議的話就是說，如果一個剛出來的話，那我建議找國際組織

，因為那養成教育會很系統化、會很清楚那個脈絡，不會因人容易

比較…，但是我們台灣人來講的話，如果要發展，還是要回到本國

組織的系統，就像凱悅，沒有一個本地人做到高階主管的，在裡面

的編制根本沒有，…..

TEXT: a08.a08.txt (1534/1542)

CODE: 組織背景.本土化 vs 國際化.國際連鎖飯店較多學習及成長.

國際視野.最快最新的資訊.提升眼界層級 (G:100)

本土飯店眼界比較…國內化啦，真正能夠看到國際的東西，其實

凱悅他的…他的主管啊，或是說他…各項的 concept 他的操作的方

式…然後或是說他們在活動的互動，他都…因為他國際商人那麼

多，所以你收到都是最新的訊息。凱悅贏人家，譬如他的 service

好，他…最主要他就是做最先的東西嘛，他的訊息收…收到的最

快，那…那邊把我的…整個做飯店的層級層次啊跟眼見是有…很

大的突破。

TEXT: a12.a12.txt (1955/1962)

CODE: 組織背景.本土化 vs 國際化.養成在國際發展在本土 (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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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對不對…但是在養成教育的時候…我會比較傾向說…去台北…

然後去…international chain 的這個…國際連鎖…再加個「連鎖」

喔…國際連鎖的大飯店…五星飯店…去洗禮過…你會發現它後面

是很穩紮穩打的…他的基礎打的很好

TEXT: a13.a13.txt (1296/1300)

CODE: 組織背景.本土化 vs 國際化.了解自己的屬性特質適合哪一種(G:100)

我覺得都可以去做，然後走完之後才知道我的性向是比較適合國

內這些比較穩紮穩打的，還是說你喜歡接受高挑戰的，可能你做

二年就不見了，你業績沒有達到就 FIRE 掉你啦，就不管你了，所

以看你要選擇哪種。

TEXT: a08.a08.txt (1597/1601)

CODE: 組織背景.本土化 vs 國際化.養成在國際發展在本土 (G:100)

J：因為這些人要退休嘛，那…他的人就是從內部培養的，不是說

從國外調個外國人，就…放在你上面。那…凱悅就不是啊，你做

的好不好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的體系…會…世界調動啊，你

調來的是外國人…

TEXT: a13.a13.txt (1128/1139)

CODE: 組織背景.本土化 vs 國際化.本土飯店業主(老闆)主導或干涉程度

大.對專業經理人不公平.也不易走向國際化 (G:100)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飯店業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啦，尤其是本土企業

，我覺得投資者不應該涉入管理態度，因為投資者跟經營者又不

太一樣，現在台灣的…飯店業這個情況蠻嚴重的，就是業主(老闆)他經

常會主導這些專業經理人的決策………..因為你要..要干涉他的決

策，然後你又要他負責這個所有的成敗，這是不公平的，所以這

個這一部份是到現在我覺得台灣的本土企業沒有辦法走到國際觀

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3）組織培訓或教育訓練制度是一個很重要的職涯發展影響因

素。

本研究結果和文獻有相同的看法，許多研究指出工作輪調（cross

training）可促進員工的職涯發展，培養員工多元技能，增加內部的

晉升機會（Finegold, Wagner & Mason, 2000；楊主行，2000）。根

據受訪者的描述，國際連鎖性飯店有較好、較有系統的養成教育訓練

制度，如君悅飯店的組織培訓的口號是「爲未來訓練，training for

your future」，有利後來的向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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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組織培訓的內容

至於飯店業組織培訓的內容則可分為三大類，一為溝通組織願

景、公司文化及各項工作標準，包括品牌標準、服務標準、各餐廳單

位的工作標準與經營特色。二為專業知識及工作技能的基礎養成。三

為職能開發課程，協助員工生涯規劃，包括分析能力、個性或情緒管

理、組織能力、領導能力。

②組織培訓的方式

組織培訓的方式則有職前訓練、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國內外進修

及短期訓練、跨單位或跨部門的論調訓練（cross training）、實習

幹部或儲備幹部訓練、飯店管理人訓練（management trainee）、籌

備專案的訓練，以及成立顧問公司延伸員工職涯能力的訓練。

③組織培訓的有利點

透過上述的訓練，不但可增進個人的職務能力、增廣視野、啟發

思考、瞭解不同的員工特性與地域文化特性，更重要的是可瞭解每個

廳的經營重點、瞭解飯店的整個組織運作，有利高階主管或升遷總經

理的職涯發展。而且能夠參與管理人訓練（management trainee），

大都是經過總經理或業主(老闆)認可，有意栽培，給予開發潛能的機

會，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是對自己工作表現的肯定。

④主管應清楚傳達組織培訓的目標及內容

國際觀光旅館有如社會的縮小版（miniature），有不同型態的餐

廳，各色各樣的客人，一個飯店內可藉由輪調訓練（cross training）

在不同部門、不同單位（不同廳）水平或垂直的訓練成長，獲得不同

餐廳業態的經驗，這是一般行業不太可能發生的，從業人員應珍惜把

握此難得的機會。這種訓練方式對員工而言原本是一項很好的措施，

但若主管未清楚告知員工訓練的內容、方式及目的或目標，則員工會

在不清楚用意下，覺得被調來調去是自己工作不受賞識而被處罰，或

是被放棄的一員，以致對自己失去信心，產生工作挫折。所以，目的、

目標傳達清楚的主管角色，對員工而言是非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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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推知，職前訓練、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大多是中低階層員工

專業學習與成長的途徑，與其職涯發展有密切關係。國外訓練進修、

接新的籌備專案、飯店管理人訓練、輪調訓練等大多是對中高階主管

實施的職能開發訓練，自然備受員工重視並爭取參與。但有受訪者表

示，公司設計很多的員工教育訓練課程，基層年輕員工卻無法體會，

只覺得是公司規定的一部分，情願將時間用來休息，無法體會公司組

織培訓的用心，而使組織培訓的效果大打折扣。當年紀漸長或工作歷

練較多後，就會較珍惜這些訓練機會。這點是值得後進人員警惕的。

玆將組織環境的關係架構圖呈現如圖 4-11。

組織背景 教育背景

（外在組織環境） 組織架構 升遷或離職

管理制度

（內在組織環境）
主管角色 組織文化 業績表現

組織培訓 工作士氣

人群互動 升遷

圖 4-11 組織環境影響架構圖

TEXT: a11.a11.txt (300/304)

CODE: 組織的培訓.員工教育訓練 (G:100)

…….，那其實××飯店，我覺得××飯店他就是一個，他的口號就是

training for your future，對，他們的人事訓練非常好，訓練相當的好

TEXT: a03.a03.txt (402/440)

CODE: 組織的培訓集團願景.品牌標準.服務標準.各部門內的標準

主題特色.職能開發. (G:100)

Ｄ：培訓最基本的就是，當然我們的最基本的就是我們的服務標準，

從集團開始，從最大的地方開始，就是集團的願景這是最基本的，

我們這個集團是要做什麼、我們是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這個集團

是怎麼樣的。然後是我們品牌的標準，我們…對。從品牌標準再下

至於部門內的標準，我這個部門，因為現在的餐廳不像以前，…….

部門內每一間餐廳都要有自己的主題跟自己的特色，…….。但是你

的職能是需要被開發的，你到底適不適合這個工作，或者是你可以

在這個工作發展到什麼程度，這完全是來自於一個是你的 personality

或者是你的個性或者是你的ＥＱ的管理，或者是你的領導能力，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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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的組織能力，或者是你的分析能力這些東西。公司花更多的時

間在開發這些。

TEXT: a06.a06.txt (879/888)

CODE: 組織的培訓.實習經理或儲備幹部培訓 (G:100)

G：……所以後來他有選拔我擔任××飯店第一次的那個幹部儲備訓練班，

就是 cross training，那個 cross training 是兩個月，整整兩個月，頭一個禮

拜是室內課，各部門的主管跟我們簡報他的編制任務、主要的工作內容

，對，之後的八個禮拜，我們到 station 到所有的部門去，那次的影響對

我非常非常大。

TEXT: a10.a10.txt (172/175)

CODE: 組織的培訓.無論正職兼職都職前訓練三天 (G:100)

B︰應該說，怎麼講呢，他××飯店有個不同的系統，這是目前我所聽過

的飯店來講他蠻不錯的，而且是讓我們覺得說我們就是這樣子訓練出來

的，被訓練出來的，我們新人進去一定要先受三天的訓練

TEXT: a11.a11.txt (467/471)

CODE: 組織的培訓.國外訓練進修.國際飯店管理人員訓練 (G:100)

…banquet 這邊做了三年之後，那時候××集團就是要開始要那個，….

開始要培養那個 cooperate trainee，××有很多的 trainee，我們當初加入

的時候是 international cooperate trainee

TEXT: a11.a11.txt (492/497)

CODE: 組織的培訓.國外訓練進修.國際飯店管理人員訓練 (G:100)

飯店 overall 的東西你都要去了解，那當然跟我餐飲部比較多的，比較

有接觸到的部份時間就比較長，比如說採購我去兩個禮拜，去了解採

購的流程，驗收我去一個禮拜，比如說 front office 我去兩個月，比如

說工程我去一個禮拜，他幾乎所有的層面都涵蓋到的，那餐飲的部份

他就是，就是他邊訓練邊給你 project…….

TEXT: a15.a15.txt (1500/1505)

CODE: 組織的培訓：飯店的精神.文化.與標準,傳達清楚的目標、訓練

目的(G:100)

…比如說你要提供很多很多的方案…提供很多的方案…還有呢…給他

一個標準……告訴他我們飯店的精神是什麼…他本來文化就是什麼

……那我們標準在哪裡……然後呢…你來這裡我會給你什麼…比如說

我要…..我現在訓練你的這個目的……給他一個很清楚的目標啦…我想

現在人應該是…其實有時候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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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業發展環境：行業發展時機、社會價值觀、社會變遷

根據受訪者的個人背景可發現（詳見附錄 4），這些高階主管的

工作歷程正反映了台灣的國際觀光旅館的發展過程，且行業的發展過

程也深深牽動著受訪者的職涯發展。

1. 行業發展時機提供了工作選擇與轉換，以及學習成長與累積

實力的機會與空間

由於民國五十七年台灣才正式開始有國際觀光旅館，當時符合規

定的飯店不多，大多承襲傳統經營模式，較缺乏系統化及國際化的管

理，且受訪者陳述，民國五 Ο、六 Ο年代，社會對旅館向印象不佳，

對餐廳服務又存有刻板印象-端盤子的行業，對廚師的形象也差，因

此需要借助國外飯店集團來輔導管理，以提升飯店業的水準與形象，

使飯店能跟上國際的水準，因此組織培訓、國內外訓練與進修機會較

多，增進了員工的職能開發能力及人力資本條件，而有利於向上發展。

在民國七 Ο年代初期及以前，飯店數量少，人員流動量低，組織

階層又複雜，所以升遷速度緩慢。本研究大部分的受訪者都是在民國

六 Ο年代末期到七 Ο年代末期進入飯店業工作，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

及附錄一可知，當時正好歷經國際觀光旅館起飛與蓬勃成長的時期，

新飯店陸續成立，而只要有新飯店出現,就會有人員的流動，當時有

經驗的從業人員少，所以只要有經驗、表現還不錯的，都成為同業挖

角的對象，呈現事求於人的狀態，爲受訪者增加許多工作選擇與轉換

工作的機會，因此轉換與挖角風氣普遍。

2. 社會變遷及行業社會聲望的變遷，影響飯店業的就業環境與

行業發展

民國八 Ο年代開始，行業發展漸趨成熟，專業經理人才已培養出

不少，基於本國人較了解自己的文化，許多飯店都逐漸本土化，由自

己經營管理，並在國內擴張建立新據點，因此本國人升遷高階的機會

增加，外國人成為飯店充門面的功能。此時期，除本土化外，休閒渡

假飯店增加，擴大了職涯發展的空間，但飯店業的競爭也開始日趨熱

烈，快速的發展造成人才不斷流動，再加上休閒事業興起，服務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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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增加，就業選擇多，分散不少人力，如何留住人才成為飯店業關切

的議題。再加上資訊業的發達，電腦取代部分的人力，以及國人對飯

店業社會地位價值觀的改變，國內餐旅教育蓬勃發展、國外留學回國

的人數增多，飯店業的人力生態也產生轉變。在如此大環境的世代變

遷下，飯店業人員面臨強大的工作壓力，進而衝擊其職涯的發展

到了民國九 Ο年代，服務業已成為台灣的主流產業，在政府相關

法令政策推動下，觀光產業積極發展，又有大陸市場的開發，有利於

華人的國際化發展，是挑戰也是契機，增加了未來更上層樓發展的可

能。

以上種種社會變遷現象，諸如飯店業的本土化、休閒服務業的擴

增、飯店業市場的擴大、資訊科技的發達、餐旅教育的發展、飯店業

社會地位價值觀的改變，以及政府的觀光發展政策等，和許多學者所

稱的社會結構性因素相同，包括社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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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人的職涯發

展有間接而深遠的影響（Aukstikalnis,1995；Ladkin & Riley,

1996；Iverson ＆ Deery ,1997；Butler & Skipper, 1983；Hui,1988；

石銳，2003），也印證了「環境造就人才」，社會環境的變遷，連帶著

影響行業聲望價值觀、社會價值觀、法令政策及行業發展的變遷，確

實影響行業發展、就業環境與工作機會，進而影響個人的從業態度（工

作價值觀）與職涯發展。

TEXT: a05.a05.txt (1314/1326)

CODE: 行業發展的時機，20 年前需要外國督導，今天.觀光從事人員

水準都很高，懂自己的文化 (G:100)

……因為 20 年前那個時候，台灣的觀光業剛剛才起步，我們真的

是很需要外國的那些人來做 support，來幫忙做一些傳承啊、督導啊，

督導一些工作這樣，但是 20 年後的今天，台灣的市場，我們有很多

的業者都是…比方說像我啦…..（笑）因為我們也經歷過一些磨練，

經歷一些…ㄜ歷練，還有被教育、training，我們所看所學的，坦白講

，我不以為說我們現在輸給外國人，而且還比較懂自己的文化，

對，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方面喔，會掌握的比他們還好，對.對.，那所

以說，你如果說拿 20 年前跟 20 年後來做個比較的話會發現到，今天

的台灣的一些ㄜ….觀光從事人員水準都很高，都已提升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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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03.a03.txt (332/342)

CODE: 行業發展的時機.現在國外留學多職涯啟始點降低 (G:100)

Ｄ：我這樣講好了，我的學長姊的那一輩，我在講大概二十年前、

十五年前去讀飯店管理回來的，一回來可以做個大概是副理，就是

副主管的職位，ＯＫ，到了我那個年代，十一，十二年前，我們

回來只能做大概領班，現在回來的，搞不好連正職都不給你做，

你先試做個兩個月看看，太多了，以前物以稀為貴，…..

TEXT: a03.a03.txt (1176/1181)

CODE: 國際市場的開發.大陸市場開發是挑戰也是契機 (G:100)

所以我們一直都不斷的在接受挑戰，而且在挑戰新的 market 新的

事情，再加上未來中國，大中華區的開發，所以，嗯，等於我們

不斷的有，比如說培養新的人才，在我手邊負責四五個人，就是

培育將來要帶去大陸的。對，對，這些都是我每天旳一些挑戰。

根據以上多重情境的分析，將每個情境的關係架構圖（圖 4-7 至

圖 4-11）合併成整體情境脈絡關係圖，如圖 4-12。

職業/行業選擇 國外生活環境

原生家庭環境 從業態度 人群互動

工作瓶頸

個人特質 主管角色 組織培訓 組織背景 教育背景

外在組織環境（管理制度） 組織文化 業績表現 升遷 或 工作轉換

工作士氣 支持系統
性別角色觀
個人特質

組織架構 生殖家庭環境

從業態度（工作價值觀）

（提供飯店選擇與轉換機會；行業社會聲望、行業刻板印象；服務業、科技、教育、法令等的變遷）

社會環境改變：就業環境與行業發展

行業發展時機、社會價值觀、社會變遷

圖 4-12 多重情境之整體脈絡關係圖
註： 表示間接關係



136

五、性別差異現象：餐飲部高階主管女性少，性別角色觀是主因

從結構論的觀點，組織中會隱藏某些特定的偏差觀念或習以為常

的行事方式，如在組織結構、組織文化、組織的管理制度中存在性別

的偏差觀念，使得女性在組織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那麼，「性別」

是否對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女性的職涯發展有所影響？換句話

說，也就是指一個人的職涯發展是否會因身為男性或女性而有不同？

Rubin (1997) 的研究顯示，組織結構中常存在「沒有明顯的性別歧

視，但理想的樑木是不穿裙子的」的現象，表面上聲稱男女相同，但

其實不然，而造成女性在管理位置的重要障礙就是管理階層頑固的性

別刻板印象。本研究受訪者在面對「男女是否不同？」這個問題時，

幾乎所有男性受訪者及部分女性受訪者都否認，聲稱無性別歧視，不

會因是女性就不聘用、不升遷，但當問到何以餐飲部高階主管女性較

少時，則都認同此一現象，充分顯現組織結構中存在性別特徵。本研

究抽絲剝繭潛藏其中的性別意識，則可看出造成此一現象的背後原因

主要還是性別角色的刻板觀念所致。

（一）女性的職場地位：餐飲部門女性仍以中階主管及基層居多

首先，詮釋國際觀光飯店餐飲部門女性的職場地位。根據受訪者

所言，近幾年女性已慢慢有出頭機會，但因受限於家庭因素，仍以中

階及基層居多，因中低階層上班時間較固定可預先做好安排，例如廳

經理女性就很多，而女性要發展至高階主管仍很難，主要是和業主(老

闆)或總經理的性別角色觀念有關，他們仍偏向以男性擔任高階主

管，有的業主(老闆)甚至有偏見，將女生定位為弱者而認為不適宜擔

任高階主管。

因此，飯店業中女性高階主管多在行銷、業務、人事或客房部門，

在餐飲部門的很少，很難晉升為高階主管，顯示飯店業女性高階主管

的職涯發展有水平及垂直的區隔現象。且現有的餐飲部女性中階主管

及少數的高階主管大多未婚或離婚、單親，而餐飲部門男性高階主管

大多已婚，且公司鼓勵男性高階主管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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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01.a01.txt (1163/1166)

CODE: 性別.女性中高階主管的職務 (G:100)

…..，我覺得絕對不會…就像我們…我們餐廳的經理女生很多，我

們也有女生的協理，我們女生協理有兩個，那我們的總監，客房的

總監是女的阿，我們的 sales marketing 是女的阿，……

TEXT: a12.a12.txt (1786/1789)

CODE: 性別.女性多在中階及基層 (G:100)

J：嘖…(停頓)…女生喔…在做到經理之前…就是副理，含副理喔..都應該

沒很大問題…而且我覺得…女生的比例還比較大喔……

TEXT: a08.a08.txt (1919/1930)

CODE: 性別.女性中高階主管的職務 (G:100)

J：那到不是刻意的，那倒沒有刻意，像飯店…女生發展比較好，通常都

會走業務或是走客房，走餐飲一定是不太適合……對對對…業務或客房

它不會說你一定要上到 9 點 10 點啦，它可能…7.8 點…就已經算不錯啊，

你可以下班了。…上下班比較固定，不像餐飲，餐飲為什麼那麼晚下班，

因為…你還有客人…晚餐完大概要到 10 點

TEXT: a13.a13.txt (371/373)

CODE: 性別.女性中高階主管的職務.發展至高階主管很難，家庭因素 (G:100)

a13：升不上去有很多因素，最大的因素不是能力的問題，是因為她的

家庭要兼顧，妳要做選擇啊，到底是要「家」還是要「工作」，那我…

我看大部份的人都會選擇家啦

TEXT: a15.a15.txt (1845/1847)

CODE: 性別.女性中高階主管的職務.發展至高階主管很難.因 top level

仍偏向以男性為主 (G:100)

(停頓)…不容易的方面是因為…大部分啦主管都還是…還是偏向男性

為主…所謂的 TOP…TOP 那一層…其實很多都是這樣

（二）存在飯店業的性別角色觀

接著，根據受訪者的陳述，分析飯店業中普遍存在的性別角色觀

點：

1.個人特質方面的性別角色觀

男性受訪者普遍認為女性天生體力較差、不耐操，較受生理期影

響工作不方便，比較無法隨遇而安，較敏感、抗壓性差不耐罵，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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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情緒影響工作。甚至少數受訪者認為女性愛計較自己的權利而配合

度低，不夠陽剛而不利領導。但對男性，則認為較有體力、耐力強。

2.家庭角色方面的性別角色觀

受訪者，無論男女，普遍接受「女生應以家庭為重或女性較以家

庭為重」的價值觀，男性受訪者甚至認為女性總是要結婚生小孩的。

而對男性，則認為是肩負養家重擔的角色。

3.職業角色方面的性別角色觀

部分男性受訪者認為女性較無事業志向。對男性，則被認為較有

擔代、能扛重任、有威信、果斷有衝勁、以工作為優先，因此比較有

潛力，甚至認為太太一定會配合先生的工作，較無後顧之憂。

TEXT: a06.a06.txt (1425/1427)

CODE: 性別.對女性角色的看法.普遍存在的刻板看法.計較自己權利、

不願犧牲、容易受情緒影響(G:100)

G：她會因為那個是我的權利，對。還有，女孩子很容易受情緒的影

響，跟誰吵架她就怎麼樣。或者…喔跟男朋友吵架，上班就一個臭臉

，或者他就不來上班了。

TEXT: a08.a08.txt (1874/1885)

CODE: 性別.女性升遷較受性別影響. 體力較差、抗壓性差、不耐罵、

較受生理期影響、比較無法隨遇而安 (G:100)

J：因為你…你長時間的要熬，女孩子有很多地方是…恩…比較吃虧的，

譬如說妳的體力，妳的…抗壓性…我不是說女孩子抗壓性不好，不是這

個意思，就是說你…嘶…女孩子被罵，或是被人家很強烈指責，就是比

較容易難過。那另外就是說…女孩子還有…每個月生理的狀況啊、反應

啊每個人不太一樣…嗯…那….有些時候…你上班很長、很累，男孩子

可以躺在辦公室就睡，女孩子有她不方便的一面，像是要卸妝啊要幹嘛

，那…天生上…女孩子有一些吃虧的地方啊，你要去跟男孩子競爭那個

職位有時候就比較…不是那麼方便

TEXT: a12.a12.txt (1834/1835)

CODE: 性別.女性中高階主管的職務.要陽剛特質才可能較不會被欺負(G:100)

J：必須要比較陽剛一點…才能…才能去做一些事情…做女總經理會被…

欺負阿…會被欺負的阿

TEXT: a11.a11.txt (1180/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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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性別.普遍存在的刻板看法.女性較敏感抗壓性反應不同、生育、

子女照顧 (G:100)

a11：我想第一個女孩子跟男孩子所承受的那種抗壓性第一個會不太

同，女孩子比較敏感，那女孩子本身又有一些生育的問題，那有生育

的問題又要照顧小孩…..我覺得對女孩子會比較影響，…

TEXT: a02.a02.txt (800/805)

CODE: 性別.女性餐飲生涯不長久.結婚家庭體力的限制 (G:100)

喔…我個人是這樣覺得，我先這樣講好了。性別，或許可能會有影響，

因為尤其…我講餐飲嘛，餐飲是很辛苦的行業，女孩子做餐飲我不相

信她做的很長很久，沒錯，因為她也要結婚、也要步入家庭，她的體

力也有影響，阿…我覺得這很現實，對女孩子來講的話，多多少少會

有一點點影響。

TEXT: a08.a08.txt (1860/1865)

CODE: 性別.女性升遷較受性別影響、要結婚生子 (G:100)

…….廳主管都是女生哪，那女生…從事這個行業一定會比男生辛苦，

不管在體力上啊或是說…未來的發展，都會比較有瓶頸，因為你…女

孩子總是要結婚，要生小孩喔..那…會比較…很難兼顧啊，你要…兼顧

到很多事情，你就會覺得很很…比較難

TEXT: a10.a10.txt (3289/3292)

CODE: 性別..普遍存在的刻板看法.女生應以家庭為重 (G:100)

B︰可是女人家，妳的工作時間長，壓力大，有時候偶爾可能這客人

找，喝點小酒，不對，妳這個形象不對，妳可能時間過長，賣給公

司怎麼樣的，我會覺得說女人在台灣來講還是以家庭為重

TEXT: a13.a13.txt (371/378)

CODE: 性別.女性發展至高階主管很難.主要受限於家庭因素，女性較以

家庭為重(G:100)

a13：升不上去有很多因素，最大的因素不是能力的問題，是因為她的

家庭要兼顧，妳要做選擇啊，到底是要「家」還是要「工作」，那我

…我看大部份的人都會選擇家啦…..妳既然有結婚了，有生小孩了！

妳第一優先當然是要考慮照顧家庭…這是沒辦法的事情，並不是她們

能力不好

TEXT: a06.a06.txt (1480/1500)

CODE: 性別.對女性角色的看法.普遍存在的刻板看法.女性較無事業志

向(G:100)

G：我相信職務的發展的影響也包括了在性別上，他們…他們的家庭喔

…他們所需要在家庭上擔負的責任。有些女孩子可能她本來就不想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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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大志啊，她覺得我將來找一個好老公結婚，比我..升遷要重要。那男

人不同啊，男人他的老婆孩子…要靠他，所以他必須比別人更努力。

……..事實上，職場的表現，呈現的好像職務越高是男生比較多，但是

我覺得女孩子也要問問是她自己有多少企圖心在這個領域去發展。…

TEXT: a05.a05.txt (432/434)

CODE: 性別.男性較能扛重任. 社會對女生的一種歧視 (G:100)

我們非得比他們強不可，因為這個是社會對我們女生的一種歧視，

你知道嗎！而且他們會覺得說男生比較能夠….ㄜ交代事情，就是

扛重任吧，這樣…….

TEXT: a05.a05.txt (425/434)

CODE: 性別.女性要加倍努力 (G:100)

a05：ㄗ…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市場，坦白講啦…還是…雖然說女男平等

，那我感到說喔…大部分的企業還是重男輕女，這是我的感覺。所以

我常常鼓勵我的學生啦，還是我的同事啦…這樣。我都會跟他們講，

如果說是跟我同性別的，我會跟她們說…我們女人在外面喔，如果

說男人哪，他努力他是 10 分嘛，我們就要努力 20 分…真的一定要

這樣…，妳一定要非得比他們強不可，因為這個是社會對我們女生

的一種歧視，你知道嗎！而且他們會覺得說男生比較能夠….ㄜ交代

事情，就是扛重任吧，這樣…….

TEXT: a06.a06.txt (1405/1408)

CODE: 性別.和女性自我表現有關 (G:100)

……大部分職務往上發展都是男性，為什麼？因為女性在她職場發展過

程裡面，她沒有辦法靠著她自己的表現去影響和說服有人事權的主管改

變他對於女性刻板的印象。

TEXT: a06.a06.txt (1450/1460)

CODE: 性別.運用性別特色優勢而非 match 性別.瞭解性別的優缺點、

溫柔、外表、親合力 (G:100)

….，她應該清楚知道…..性別的優點跟缺點，也了解到她自己個人的

優點跟缺點。..她個……女性溫柔啊，如果她外貌佼好，她可以解決

工作上很多的一些障礙或困難，這是女生的優勢，像我….就不會有人

覺得我親合力很強。……所以女孩子在這個部分她有男孩子所沒有的

優點，所以她應該充分的知道自己的優點，對..去發揮跟擴張。

從以上可窺知，存在於飯店業中的性別刻板觀念影響老闆、總經

理或高層主管對女性員工的看法，造成女性無法擔負重任的藉口，而

使女性在升遷方面較受性別影響，導致升遷較有瓶頸或餐飲生涯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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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久。相對的，男性卻因飯店業中存在的正面的性別角色觀，就享有

性別之利，而使男性在餐飲部門的職涯發展較為有利。甚至有一、二

位受訪者表示女性態度較隨和、姿態較柔軟、外表溫柔漂亮，是女性

適合服務業的優勢，應發揮此特質使工作順利。其實，運用女性的外

表達到目的，這個觀點就潛含了性別歧視。

男性在組織中經常掌握了行政資源，進而掌控了階層，男性在決

策位置而有利其職涯的發展（Williams,1998）。本研究發現，國際觀

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亦呈現男性主導的現象，且存在性別刻板觀

念，這種以男性為主要的決策高層以及組織中存在性別刻板印象，對

餐飲部門女性中階主管的升遷已非常不利，再加上結婚、生兒育子、

家務和家庭責任、以家庭為重的價值觀，若又缺乏支持系統，則勢必

會造成女性的職涯阻礙。

那麼，女性在如此負面的刻板觀念下，該如何應對使其職涯發展

能較順利呢？大部分的受訪者，尤其是女性受訪者，認為女性要加倍

努力，工作表現才會被看到，才能跟男生較量，贏得男性的尊敬與配

合。其實，Evetts(2000)曾提醒女性，在「完美家庭」（perfect family）

意識的支配下，又追求線性的職涯（linear career）與升遷的競爭，

較容易面臨家庭及母職意識的良心譴責，而讓自己限於難以職涯抉擇

的困境，因此，女性應適度拋開「完美家庭」、「以家庭為重」的價值

迷思。

六、三位一體的職涯支持動力：人群互動、工作成就、工作樂趣

在第二節中提到，受訪者不斷強調「從業態度是最重要的，從業

態度為從事此行業的第一要務」，另外，這些高階主管，無論性別，

都提到人群互動、工作成就以及工作中的樂趣是讓他們一直在這一行

努力下去的最大動力。以下分別詮釋這三者的內涵及其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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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02.a02.txt (81/87)

CODE: 人群互動.是決定入行及留在行業的重要因，互動中找

到工作樂趣 (G:100)

我就覺得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慢慢地發覺這工作很

好呀，我．．滿適合我的興趣，我應該說在與人之間的互動中

讓我覺得樂趣那麼多，然後在這個地方可以隨時讓我覺得我可

以隨時去自我成長 up date，…然後在這過程當中我發覺，做一個

現代人啊，這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那個是支持

我留下來。..

TEXT: a03.a03.txt (249/254)

CODE: 人群互動 (G:100)

……這是高人力密集行業，在高人力密集的行業，我覺得互動才是

造成成功與不成功的最大的原因（互動），對，互動是員工對客人

也好，員工對主管、對實習同學們、對上司們，每一層的互動都是

帶給你個人能不能成長跟成功的原因。

TEXT: a15.a15.txt (1328/1331)

CODE: 人群互動.與客人的互動.產生成就感 (G:100)

J：對…而且我覺得這個行業蠻適合我的…我喜歡服務人群…我喜

歡看到客人很開心的離開…ㄟ我覺得這就是...這就是做這個行業最

大的成就….因為不管我的層級再多高…我都要接觸人…客人不高

興我還是要去處理…對…

TEXT: a11.a11.txt (1607/1609)

CODE: 工作中的成就感 (G:100)

會有這些的原動力其實來自於他們，來自他們給我的。那當然

成就感，也是我一個滿大的一個原動力啦，那所碰到的業主(老闆)對

我來講也都算滿好的，…..

TEXT: a02.a02.txt (1077/1079)

CODE: 樂於工作工作讓你感到高興 (G:100)

a02：對呀！我樂於我這個工作最重要，樂於工作你才會有企圖心

（加強語氣），你才會去..你才會..，在工作當中過程當中去．．去

成就你自己，這是我的想法，

（一）人群互動

「人群互動」被受訪者高度看重，認為是決定入行及留在行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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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響因素，Taylor & Walsh（2005）的研究也指出，餐旅業的管

理階層在其職涯中都非常珍視和人接觸、互動與持續學習成長的機

會。透過良好的人群互動可建立與擴展社會網絡，使個人擁有良好的

人脈資源與人際關係，在良好的人際相處下較容易推動工作及發現樂

趣，進而有較佳的工作表現而產生成就感。如 a14 所言，和員工相處

愉快較可讓員工產生工作投入與承諾，而使工作順利。如 a02、a04、

a10，在與客人的互動中，經由客人的經驗或激勵，可提升自我專業

形象與視野，並從互動中獲得工作樂趣。

TEXT: a10.a10.txt (282/286)

CODE: 人群互動.與客人的互動.提升自我要求形象專業素養 (G:100)

B︰然後你常常跟他們這樣接觸，其實也對自己是一種提升自己

、對自我的要求，比如說形象啦、還有專業素養

TEXT: a14.a14.txt (904/908)

CODE: 人群互動.與員工互動一起.帶人要帶心.可讓員工產生工作

投入與承諾 (G:100)

…在帶員工有比較……那個帶起來的氣氛比較…team work 很好.

………..那個很棒.那個大家一起忙喔…有時候…真的那時候忙忙

到……..我們那時候為了衝業績.我們業績衝的很漂亮……然後有

時候忙忙到晚上 10 點多……

1.人群互動的面向

人群互動的面向可分為和客人、主管、下屬（員工）與同事之間

的互動。人群互動是要用心經營的，依對象的不同而各有應注意的要

點，才可適得其所。根據受訪者的觀點：

（1）與客人的互動：①要注意公平性，對待客人要有平等性，

不忽略任何一位客人。②要有主動性，主動與客人互動。③要有參與

性，讓客人有參與感、決定權。客人是恩人，也可能是致使員工離職

的人，因此，絕不讓客人將抱怨帶出餐廳。

（2）與主管的溝通：①要注意主動性，工作主動向主管回報，

經常與主管保持聯繫。②要適當的溝通，並注意溝通技巧與時機，為

公司大環境著想提出積極建設性的建言，且不將與主管的志不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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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視為對自己的打壓。③要有配合性，主管交辦事情要辦好，經營

方向與公司期待要符合，盡量與業主(老闆)想法契合，若業主(老闆)

堅持則幫他圓夢，並不要鋒芒太露。

（3）與員工互動：員工是主管做事的基礎，與員工互動①要注

意公平性，公平對待員工，不私心護短。②目標與要求清楚傳達，工

作目標要清楚，品質標準明確。③要支持與授權，支持下屬的人事管

理或決定。④關心員工，層級管理分明，感恩員工造就自己的成就。

⑤要有激發性，啟發員工，讓員工能清楚自我與實踐自我，開發員工

的潛力使能發揮潛力。⑥要能自我管理，控制情緒，不轉移情緒怒罵

員工。

（4）與同事之間：①要相互尊重，②注意交友對象。

TEXT: a12.a12.txt (1455/1457)

CODE: 人群互動 (G:100)

J：那不管是跟你的…同事之間…主管…客人…嘖…你要有一定

程度的一個相處技巧…你才能長長久久的活下去…不然你會…

很多人離開是因為人際關係不好…

（與員工互動）

TEXT: a01.a01.txt (849/858)

CODE: 主管的楷模.主動關懷重視員工.讓員工產生 I'm somebody (G:100)

….所以..那..最感人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當選、被選為最佳員工

的時候，他能夠拿起麥克風能夠跟大家講說他當初看到我，然後..

(停頓)就是..我剛開始怎麼樣..然後我怎麼樣在櫃檯中跟客人互動，

他能夠舉例說出來，讓我覺得我站在那邊(笑)我覺得真的是立正站

好，然後我覺得那種眼淚很想掉出來，就是說(停頓)我是 nobody，

那你竟然讓我感覺到我 I’m somebody，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很…

其實我現在講到這裡我眼睛都有點覺得很很…那個，所以我一直這

樣子很重視員工。……

TEXT: a13.a13.txt (1030/1034)

CODE: 主管的楷模.方向目標標準明確且清楚傳達幹部 (G:100)

a13：這也很簡單啊，就是你的方向要很清楚啊，譬如講說你要帶領

你的團隊，你的設定的目標是在哪裡，不管是你營業設定的目標，還

是你服務的 standard 在哪裡，你要很清楚，把這個訊息傳達給你的

中階層的這些幹部，對~然後很清楚目標在哪裡，然後方法，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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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14.a14.txt (2474/2480)

CODE: 人群互動.良好人際關係.保持適當距離:與上屬下屬客人(G:100)

J：你跟底下員工太黏膩的時候，變成沒有分寸了，下面人會覺得你

又不是主管，…沒規矩啦…你跟上面業主(老闆)太黏了呢…有時候…自己

會弄得很為難，因為…有些東西事實上不需要你去做的時候，什麼

事情都變成都是你啦，對不對，然後…你…有一句話說…「有功無

賞，打破要賠（台語）」….

TEXT: a15.a15.txt (1525/1530)

CODE: 人群互動.與員工互動一起. 多溝通. 啟發員工.開發員工的潛

力使能發揮潛力 (G:100)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子的…如何留住好員工…當然這是一個…就是說

我可以跟你溝通的…第二個就是說一個主管你如何看到他的潛力？…

然後讓他的潛力發揮出來…因為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潛力在哪裡…對

…所以其實一個好的主管呢…如何去開發這個好的員工的潛力…這也

是其中一個我們當主管必須要做的…對…

（與主管互動）

TEXT: a06.a06.txt (1685/1687)

CODE: 人群互動.良好人際關係.尤其是和上級有良好的關係(G:100)

….那…還是那句話，你只能用一個穩定而良好的表現，跟你的上級

維持一個好的互動關係，好的印象，如何得到上級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TEXT: a12.a12.txt (1558/1564)

CODE: 人群互動.與主管互動.適當提出建言;達成協議.若業主(老闆)

堅持則幫他圓夢 (G:100)

…每一個主事者他都有他一些夢想跟施政的一些…方向嘛…

對不對…以及想法嘛…那你當然是去配合他…那…作為幕僚

的我們應該去適當的…適當的建言…但是…他如果覺得他的

建議比較好…那就是 forllow 他的腳步就對啦…搞不好是他是

對的阿…對不對…就算他是錯的…你也沒差阿…對不…

TEXT: a15.a15.txt (1562/1565)

CODE: 人群互動.與主管互動.充分溝通並確認主管的期望想法 (G:100)

溝通也是很重要的…你溝通的能力…溝通之後建立彼此的信任度…

每一件事情的回報……然後呢確認說我的業主(老闆)就是要這樣的東西…

我這樣做的對不對……有沒有達到你的期望…

（與同事互動）

TEXT: a10.a10.txt (3502/3506)

CODE: 人際溝通.放掉脾氣多溝通 (G: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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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對，還有就是你要放掉自己的脾氣，我們這邊經常會在同行，

在這個業界走這麼久，那最常碰到就是說私人的情緒表現，對，

去放下來，然後多跟同事溝通…..

（與客人互動）

TEXT: a10.a10.txt (3424/3426)

CODE: 人群互動.與客人的互動.不斷溝通尊重客人 (G:100)

…….，那他們這種信任，是因為我不斷的跟他溝通，對，這裡大飯

店很多，但是我們給他一種很特殊的感覺，是他覺得在我們這裡他

得到我們的尊重。..

TEXT: a12.a12.txt (1445/1448)

CODE: 人群互動.與客人的互動.不忽略任何一位客人.客人是恩人

也可能是使你離職的 (G:100)

那…警惕倒是說，在飯店裡面做事要稍微…步步為營一點…謹慎

一點……那當然我們是服務客人…不要去忽略到任何一個客人…

也許這客人是你的大恩人…也許這客人是…迫使你離職的一個人

從以上可知，無論人群互動的對象，共通的不二法門是尊重與溝

通，尊重、瞭解、放掉脾氣多溝通，互為主體、同等地位的互動，獲

得對方的肯定與信任。Taylor & Walsh（2005）的研究中更提到以學

習關係取向（learning-oriented relationships）和主管、同事、

下屬、客人之間的相處、互動，更可創造有意義的工作環境。而學習

關係的特質包括溝通、信任、有信心、幫助進步、更進一哩（go extra

mile）以及忠誠的人群互動。

本研究受訪者為高階主管，人群互動的層面較複雜，其常以下面

幾種譬喻來形容自己的人群互動：1.洗衣機哲學：上沖下洗左搓右

揉，是扮演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與衝突的溝通協調者。2.避震器哲學：

吸納下屬的不平意見，承受上級主管的壓力，並磨和兩方，找到最舒

適的協調點。3.橋樑哲學：做好資方跟勞方的溝通協調，抓到雙方共

同利益的關係點，是業主(老闆)、員工、客人之間的溝通橋樑。可見

高階主管的人群互動不僅是溝通，還要進行不同意見或衝突的協調，

以及壓力的緩衝處理。

TEXT: a08.a08.txt (1253/1256)

CODE: 人群互動.做好資方跟勞方的溝通協調 (G:100)

…..。所以，當幹部就是卡在…資方跟勞方之中，你要做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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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跟協調，你把業績做好一點，你…你得到當然會比較多，…

TEXT: a09.a09.txt (2143/2147)

CODE: 人群互動..避震器哲學.磨和兩方找到最舒適的點 (G:100)

J：等於…我常常講…我只是一個…一部車的避震器…我要承受整

個車輛的重量…給我的重量…我還要吸收路面上給我的癲岥….

如何把舒適性…就是不舒服的地方改成為舒適性…就是我們

supervisor 最重要的這個…就這樣子…你了解那個意思喔…

TEXT: a10.a10.txt (2390/2397)

CODE: 人群互動.做好資方跟勞方的溝通協調.業主(老闆)、基層、客人之

間的溝通橋樑 (G:100)

B︰恩，有基層的事情、業主(老闆)的事情，上下歧見那你要去紓解，

紓解他們的問題，然後就是客人的問題，因為我們幾乎到了一

個溝通的橋樑…

TEXT: a14.a14.txt (2436/2451)

CODE: 人群互動.良好人際關係.幹部角色像洗衣機哲學 (G:100)

在這個行業裡面你將來…一定會走到…幹部，所謂 leader 的這個角

色，那他的角色的話，就是……我覺得就像洗衣機一樣，上沖下洗

，左搓右揉…喔……….不管你在成長的位置是領班，經理，主任什

麼的…你上面都永遠有他的主管，包括我現在，我上面也還有個總

經理呀…那…自己的角色就是…你隨時你要準備的就是…上面下面

都會有一些衝擊過來啊……對呀，所以我覺得像洗衣機嘛，就像你

泡在中間一樣啊…上沖下洗，左搓右揉，啊嗯…來自於客人這邊…

撞你一下，來自上面打你一下，來自下面給你吐個糟…隨時都可能啊

2.影響人群互動的因素：從業態度、主動自我學習

受訪者表示，一個人的從業態度會影響人際間互動，也就是一個

人對行業的熱誠與興趣以及所抱持的工作價值觀，會影響人群互動的

原則與主動性、積極性。另外，自我學習也會影響人群互動的品質，

若能主動從書籍中充實領導管理的知識，以及具備不錯的語文或外語

能力有助於人群間的互動。

TEXT: a03.a03.txt (1251/1255)

CODE: 人群互動.服務態度影響人際間互動 (G:100)

….我可以一次倒五杯酒，這個已經不重要了，重要是你的態度，

你的服務的態度，在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造成的一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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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各項的職能，才是真正你發展的唯一的途徑，因為現在的商業，

服務業尤其是，就是這樣子的走向。

TEXT: a06.a06.txt (1559/1560)

CODE: 人際溝通.語文能力 (G:100)

..跟記錄，專業知識跟技能要好。外語能力….….外語能力我優先建議

..英語。還有常識要豐富..常識……

TEXT: a11.a11.txt (1639/1660)

CODE: 人群互動.從書集中充實領導,管理的知識 (G:100)

a11：很大的幫助，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你自然而然你就有

很多方式去應對，那因為我本身很喜歡我們中國歷代的一些宰相的一

些事蹟，……我經常看，事實上其實從子牙，從這些人開始，那管仲

啊，鮑叔牙這些人，一直一直到現代的這些宰相我都很喜歡看，……

飯店業是一個人群服務的行業，自然人群互動對工作的影響很

大，誠如受訪者所說人群互動是一把兩刃的刀，可以幫助工作發展，

也可以讓你產生挫折而離開。面對人群互動，受訪者傳達出它的重要

性及努力步步為營的原則，強調從業態度是使人群互動的正向影響力

發揮出來的關鍵因素，如此才能成為職涯的最大動力。

3.與直屬主管或業主(老闆)的互動，是影響工作轉換最重要的人

群互動

在人群互動的面向中，與主管的互動可說是影響個人工作轉換的

最重要的互動，一個人很少會因爲和客人或員工或同事之間的互動不

如預期而有離職念頭，但卻會因與主管或業主(老闆)的互動不如預期

而離職，如 a01、a04、a06、a08、a11、a14、a15 幾位受訪者都曾在

中高階主管時，因和其直屬主管或業主(老闆)的價值觀不合而轉換工

作。而造成與主管的互動不如預期而離職，往往是因下屬對主管的主

管角色不滿而致，所以實質上是指主管與員工的互動中，因主管角色

不符員工期望而使員工對工作產生不滿。

TEXT: a01.a01.txt (422/424)

CODE: 主管的影響.造成員工離職.價值觀念不合 (G:100)

可是我後來離開的原因其實…還是…價值觀啦，我跟那主管的價

值觀有很大的衝突，所以我選擇離開，在另外一個家庭原因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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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04.a04.txt (1332/1341)

CODE: 主管的影響.造成員工離職. 無擔當或價值觀念不合 (G:100)

A：哪您會不會因為說，跟同事，跟主管，或是跟下屬的相處當中

，讓你覺得挫折，說唉呀，我想換個環境工作？

D：會啊，會啊，會啊。……跟下屬還不會。…..主要跟主管。觀念

不同或者是他沒有擔當的時候。

4.主管角色

所謂主管角色，是指身為主管者的管理領導的行事風格，包括處

事與對待下屬的方式，以及主管本身的工作價值觀和品德操守。

根據受訪者表示，被員工期望的主管的處事方式是：目標及工作

標準清楚明確、有眼界、專業、敬業、穩定、有魄力擔當、光明公正

公平、有果斷力、執行力。不被信服的處事方式有無擔當、只求表現

不求內涵品質、衝動、能力不夠。

被員工期望的主管對待下屬的方式是關懷、鼓勵、信任、支持、

授權、提拔栽培、教導專業、啟發潛能、傾聽溝通，讓員工產生自己

是有價值、有貢獻（I'm somebody）的感受，進而產生成就感，視主

管為自己的貴人、導師（mentor）、啟蒙恩師的感恩之心。而不被員

工期望的對待下屬的方式是無誠信、霸道專制、情緒化、壓榨員工。

Taylor & Walsh（2005）的研究也指出，員工喜歡和聰明、有經驗、

可教導人的主管一起工作，從中可以學習而有挑戰與成長，和本研究

的結果相同，員工喜歡會栽培下屬、教導專業、啟發員工潛能的主管。

TEXT: a12.a12.txt (1468/1473)

CODE: 主管的影響.行事公正公平光明磊落 (G:100)

…而且就是…一定要光明磊落…一定要…當你做到主管…你不能私

自相受…要光明磊落…因為這個行業不大…今天走一走又再一起…

所以這個…這個……金字招牌很重要…(笑)……一世英名很重要…對…

TEXT: a04.a04.txt (1316/1319)

CODE: 主管的楷模.主管的言行魄力、有擔當 (G:100)

D：對於我的主管，我跟一個主管是這樣子的，他要讓我有學習

的地方，那我是覺得他做事要有擔當，那你做事沒有擔當，老實講

，很多人根本能力比你強，要是做事都沒擔當，我根本也…講難

聽一點，看不起、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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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13.a13.txt (1042/1046)

CODE: 主管的影響.造成員工離職.只求表現給業主(老闆)看不求是非品質 (G:100)

……，都不跟底下的人商量，然後他也不管妳這個東西做出來對不對

，然後…他只管他要的東西，不管底下的人做出來的品質怎麼樣，就

只想說一味要省錢，可是妳要知道說這個標準不應該是這樣給客人的

，可是他就是要做成績給業主(老闆)看啊，然後他就是…

TEXT: a01.a01.txt (849/858)

CODE: 主管的楷模.主動關懷重視員工.讓員工產生 I'm somebody (G:100)

….所以..那..最感人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當選、被選為最佳員工

的時候，他能夠拿起麥克風能夠跟大家講說他當初看到我，然後..

(停頓)就是..我剛開始怎麼樣..然後我怎麼樣在櫃檯中跟客人互動，

他能夠舉例說出來，讓我覺得我站在那邊(笑)我覺得真的是立正站

好，然後我覺得那種眼淚很想掉出來，就是說(停頓)我是 nobody，

那你竟然讓我感覺到我 I’m somebody，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很…

其實我現在講到這裡我眼睛都有點覺得很很…那個，所以我一直這

樣子很重視員工。……

TEXT: a11.a11.txt (1716/1724)

CODE: 主管的影響.業主(老闆)如同 mentor 般照顧下屬.會更替業主(老闆)賣力(G:100)

........那董事長給我的就是他像我一個 mentor 一樣，他會關心我

，他會關心我的將來，他會關心我家庭，我覺得這就是我會留下

來，再為董事長賣力，而且更賣力的一個很大的因素，他會 show

出他的關心，這相對就是說在一個經營管理者上對員工，就像我

對員工要很關心，員工他今天腳痛我都會知道的，我員工今天感

冒生病，我都要很清楚，

TEXT: a15.a15.txt (1525/1530)

CODE: 主管的影響.主管對下屬的提拔.預見屬下不足之處給予潛能開發(G:100)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子的…如何留住好員工…當然這是一個…就是

說我可以跟你溝通的…第二個就是說一個主管你如何看到他的潛力…

然後讓他的潛力發揮出來

主管的個人品德操守也會影響員工對主管的信服度。主管的言行

是下屬的一面鏡子，對員工而言具儆醒作用，藉由觀察主管的言行，

避免和主管犯一樣的錯誤。

另外，主管本身的工作價值觀無形間會傳承給員工而影響員工的

工作表現，如 a12，就受其主管的工作轉換觀的影響，認為轉換新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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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或籌備中飯店，發展的機會較大。

TEXT: a06.a06.txt (826/830)

CODE: 操守品德.不濫用職權 (G:100)

G：品德，包括你有沒有利用職權去影響你的員工得到你想要的不當

的東西。或者ㄜ（小停頓）有沒有不好的男女關係，跟你同事之間，

甚至是客人之間，對，嗯，這個是非常重要，要警惕的…而且不只影

響你個人名譽，而且也影響到飯店的名譽。

TEXT: a12.a12.txt (269/271)

CODE: 主管的影響.工作價值的影響.跳新飯店或籌備中飯店發展

機會大 (G:100)

希望…到其他的飯店…因為以前我的主管告訴我一句話…也許這

句話到現在還適用啦…做飯店就是跳來跳去…一定要跳新的飯店…

才籌備的飯店…機會會比較多…這句話基本上….大家都會有這種說法

本研究和 Butler & Skipper（1983）的研究結果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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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促進內部凝聚力，員工離職異動就會小。若主管角色符合員

工的期待與需求，則其領導風格也會受到肯定，相對的，員工也會受

啟發而願意為組織賣力，使員工對自己有較高的自我價值與心理成

就。反之，則會造成員工工作的不滿，甚至挫折，進而使員工產生離

職的念頭。所以，主管是員工的貴人、導師、啟發者？或是上層的剝

削者？對個人的職涯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依據以上詮釋，將人群互動的脈絡關係以架構圖呈現，如圖 4-13。

資源掌握 自我學習

從業態度 人群互動 工作樂趣 組織承諾

主管角色 工作業績表現 成就感 自我效能
組織培訓

圖 4-13 人群互動脈絡關係架構圖

（二）工作成就感

成就感是受訪者在產業一直發展下去的最大動力之一，根據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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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分析受訪者的成就感來源有五個面向：

1.來自主管：因自己的能力、個性或工作表現而獲得直屬主管或

業主(老闆)的重視與肯定，產生心理成就感，因而對自己更有信心，

提升自我效能。同時，由於主管的肯定，主管會在公開場合給予誇讚，

或給予受訓栽培，如各單位間的輪調訓練，以開發潛能、增進職能，

或給予升遷提拔。由此可知，來自主管的成就感和主管角色有密切關

係，主管如果是關懷、鼓勵、提拔栽培、啟發潛能的主管，較會也較

願意肯定員工的表現。

2.來自工作中：因工作中對自己感到滿意與肯定的成就感，如因

工作中有可讓自己發揮的舞台、或因完成具挑戰性任務、或因參與決

策而被認可或工作團隊表現熱誠的團隊精神，藉由圓滿達成工作任務

而對自己感到有成就。

3.來自同業的認同：因自己的工作表現而建立的名聲、口碑，被

同業人員肯定與認同。

4.來自客人：與客人的互動中獲得客人的肯定、讚賞與感激，甚

至客人將自己視為朋友。

5.來自個人：感覺自己是有能力與競爭力、有成長的感覺。

由以上可知，完成具挑戰性的工作或圓滿完成任務會感到有成就

感、有成長的感覺，進而對自己更有信心激勵其繼續在組織中發展，

此結果和 Taylor & Walsh（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認為員工喜歡

尋求具挑戰性的工作，完成挑戰性的任務可獲得職涯成長，尤其可降

低管理幹部的離職。而所謂具挑戰性的工作的特質是：可發展新技能

或有專業訓練的、可參與決策的、增加責任的、可自主發揮的。

TEXT: a15.a15.txt (715/719)

CODE: 工作中的成就感.主管的重視,給予讚賞.栽培訓練 (G:100)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去 training…甚至於那時候我要離開之前

總經理會把我帶到客人面前…譬如一些熟客…因為我之後我就不會

在那個餐廳了……他會說阿××之後要受什麼樣的訓練…就是讓他的

潛能可以發揮…跟客人介紹…我可以感受到總經理對我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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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03.a03.txt (849/850)

CODE: 未轉換飯店的理由.讓員工參與表達做決定的機會.表達參與

中產生成就感 (G:100)

………，問題是他一定聽。而當你的方案被採用的時候，你就很有

成就感，ＯＫ。

TEXT: a05.a05.txt (1405/1409)

CODE: 工作中的成就感 (G:100)

…..。那後來啊..就有很多客人哪寫信給我，他也有寫給公司啦，

但我自己個人我有收到很多 appreciation 的那些信，那時候我就有

感覺到說我實在是一個很適合從事服務業的一個人哪，就….我就

感受到自己真的很有成就..這樣，對呀。

TEXT: a08.a08.txt (299/302)

CODE:成就感.工作被肯定同業的認同(G:100)

J：不管是客人啊，還是主管的肯定。那…當時在這個行業裡面，

從××…××飯店的從業人員等於是受到業界的大家的認同嘛，就會

覺得…ㄟ自己…算有一點點的成就感。

TEXT: a05.a05.txt (1487/1497)

CODE: 工作中的成就感.工作更有信心與帶勁 (G:100)

a05：這樣變成我很…怎麼講…很有成就感.，很有自信，對，讓我覺

得越做越有勁這樣，因為我有受到肯定…你了解嗎。

由上述可知，成就感是內心感覺自己有成長而獲得自我或他人的

認同與肯定的一種正向心理感受，這個感受讓自己的自我效能提升，

更有信心去發揮自我，有助職涯的向上發展。同時，這五個面向的成

就感並非彼此獨立而是相互有正向關係的，如因完成具挑戰性的任

務，從工作中自我產生成就感，同時也獲得主管的肯定與重視，也爲

自己在同事或同業中建立名聲，而讓自己更有競爭力，更能掌握自己

的工作，發揮自我，從中享受工作，更有勁的賣力工作，表現出更佳

的業績，如此正向循環，不但提升了自我價值，也間接提高了公司的

價值。

依據以上詮釋，將工作成就感的脈絡關係以架構圖呈現，如圖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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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本身特性 自我學習與成長

個人特質 人群互動 工作成就感 自我效能
（與主管、與客人、與同業） 升遷

主管角色 組織培訓 工作業績表現

圖 4-14 工作成就感脈絡關係架構圖

（三）工作樂趣

工作樂趣是令受訪者在產業一直發展下去的動力之一，是指能享

受工作生活，並從中發覺行業的精采與特色，發現多元的樂趣，使自

己能樂於工作。本研究仔細分析其工作樂趣內涵，可發現大致來自四

方面：

1.來自工作本身：因飯店業的特性是高度變動的，接觸的客人及

進行的活動經常在變，因此，工作內容有變化、有挑戰性、具多元性，

不斷有新的事物發生，可以學到、看到、聽到很多新資訊，因而覺得

工作有樂趣，不單調枯燥。

2.來自成就感：如前所述，工作成就感提升自我效能，使自己更

有信心而能掌握工作，進而享受工作生活，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工作樂

趣。

3.來自客人：由接觸不同的客人以及和客人互動中產生樂趣，如

和客人互動中瞭解不同文化，和客人像朋友般分享生活經驗，由這些

溝通分享中看到不同的概念，發覺出樂趣。

4.來自員工：與員工的互動中瞭解不同的生活經驗樂趣與感動。

由以上可知，工作樂趣主要來自工作本身特性、成就感及人群互

動中。玆將工作樂趣的脈絡關係以架構圖呈現，如圖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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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本身特性

人群互動 工作樂趣
（與客人、與員工）

工作成就感

圖 4-15 工作樂趣脈絡關係架構圖

TEXT: a12.a12.txt (1370/1375)

CODE:享受工作生活,受上級信任而能掌握工作進而享受工作(G:100)

…我是會去享受工作的人…我必須要說…你必須要享受工作…不然

你沒辦法生存下去…好那…誠如你說…也就是因為我能掌握工作，

我才能享受工作…也就是因為上級信任我…我才會享受工作…不然

我會恨死工作…為什麼…我做什麼都不對…

TEXT: a08.a08.txt (1696/1699)

CODE: 工作樂趣.工作內容有變化 (G:100)

…..了解這個行業的樂趣在哪裡…譬如說你要知道吃…這麼多東西吃

，每天出的菜好像都一樣…看看…看了覺得….但是其實他每天都有

變化，因為你可以去看…像我們會覺得有趣喔……

TEXT: a02.a02.txt (81/83)

CODE: 人群互動.與客人的互動.互動中找到工作樂趣 (G:100)

我就覺得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慢慢地發覺這工作很好呀，

我．．滿適合我的興趣，我應該說在與人之間的互動中讓我覺得樂趣

那麼多，…….

TEXT: a03.a03.txt (1102/1107)

CODE: 工作樂趣.與員工互動的心聲中受感動 (G:100)

…..我覺得我每天都很開心，尤其是跟越來越年輕的同事，能夠很

接近他們，然後去聆聽他們的聲音，講他們的語言，一直都讓我

很感動，而且你會很感動說，他們可以、他們真的可以幫你把一

個五星級的東西做出來。真的可以。

根據工作成就感及工作樂趣的來源可知，兩者都是來自工作本身

特性及人群互動，從和客人、員工、主管的互動中產生成就感及發覺

工作樂趣，而成就感本身也會帶來工作樂趣。因此，受訪者認為人群

互動是支持他們一直在飯店業發展的最大動力，更清楚的說應該是來

自與主管、客人、員工、同業的互動中被肯定與認可，所產生的成就

感以及工作樂趣，才是最大動力的來源。人群互動、成就感、工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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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三者可說是一體的，彼此關係密切。

玆將圖 4-13、4-14、4-15 依上述之詮釋，合併為整體脈絡的關

係圖，如圖 4-16。

工作樂趣 組織承諾

從業態度 資源掌握 工作業績表現 工作本身特性

個人特質 人群互動 工作成就感 自我效能
（與主管、與客人、與員工、與同業） 升遷

主管角色 組織培訓 自我學習成長

工作業績表現

圖 4-16 人群互動、成就感、工作樂趣整體脈絡關係圖

第四節 職涯發展影響因素

一、正向影響因素

本研究紮根於訪談資料而歸納詮釋出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

階主管職涯發展的六大現象，從這些現象的脈絡中可發現許多影響職

涯發展的正向影響因素。所謂正向影響因素是指對職涯發展有助力或

有利升遷的因素，或是使員工留住，願意爲組織貢獻的因素。

受訪者表示，這些因素會使人產生自己是有價值、有貢獻（I'm

somebody）的感覺，也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感覺，且樂於工作，對

自己更有自信，工作更有信心與帶勁、工作興緻高，願意為公司貢獻

心力，感覺自己是對公司有貢獻力且對公司有向心力，認同公司，對

組織依附感大，產生組織忠誠度。

換句話說，這些正向影響因素可使個人自我效能提升（對自己有

信心、肯定自我）與產生組織承諾（工作投入、工作熱忱提高、依附

感提高、有向心力、認同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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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受訪者的陳述，歸納出讓他們產生組織承諾，願意留在組

織，爲組織貢獻的正向影響因素重要的有：成就感、從業態度（熱愛

行業、努力踏實、準備自己的工作價值觀）、工作樂趣、人群互動、

好的組織文化、組織培訓、薪資，以及升遷。

TEXT: a03.a03.txt (789/794)

CODE: 未轉換飯店的理由.I'm somebody 的感覺.來自於公司對你的投資

願意為公司付出.貢獻 (G:100)

Ｄ：還有就是說，對我來講，對我來講說我可以貢獻些什麼？就是我

覺得在××飯店的同事們常常會覺得說當我在做時 I’m somebody，我是

個什麼樣的角色？我可以做什麼？我可以為這個公司付出什麼？常常會

這樣子想。這都來自於公司對你的投資，我們現在不是在講說什麼效忠

祖國那種話…..

TEXT: a08.a08.txt (2075/2077)

CODE: 工作中的成就感.工作更有信心與帶勁 (G:100)

…….，你對這個工作做的會有興趣，你願意去付出，就是說你會覺得他

是有成就感的，…那你對自己是有信心的，….

TEXT: a03.a03.txt (724/732)

CODE: 未轉換飯店的理由.對公司有向心力對管理集團依附感大(G:100)

…….，尤其是做十年以上的同事，你跟這個集團的所謂的 attachment，

我相信……..我相信任何大的集團，像 Marian、像希爾頓，他們一定都

有他們自己的一套，一種做法讓你很 take care you，××飯店他真的，你

想出國見習，我絕對給你出國見習。你想怎麼樣子，我絕對可以，只要

是正面的，我絕對都適時的幫助你，這會讓你對這個向心力會越來越重。

TEXT: a02.a02.txt (172/180)

CODE: 未轉換飯店的理由.照顧員工.給予學習培訓機會.認同公司(G:100)

….，那做飯店來講的話，那是很難得的機會，就是說，因為現在一般

的飯店的 hotelier 我們叫做那個…飯店的從業人員，他今天在客房部他

大概永遠都在客房部吧！他在餐飲部他大概永遠都在餐飲部吧 ，那

也許我比較運就是呃…我在客房部待了做了主管以後，嗯…××飯店他

會有這個機會把你轉到別的部門去，讓你去歷練，所以我就是跑了好

幾個部門，讓我覺得，嗯！在飯店裡面我可以在這個地方學了很多、

看了很多，所以這個…..就是我就一直沒有去…去跳來跳去

TEXT: a02.a02.txt (260/262)

CODE: 表現工作的行業的熱誠 (G:100)

….，你一定要有這個熱忱做這個行業，你沒有熱忱，我奉勸你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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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這個行業，那你一定要…對這個行業、你一定要認知的非常的清楚，

要不然你會很辛苦呀！

TEXT: a03.a03.txt (708/714)

CODE: 未轉換飯店的理由.有升遷機會 (G:100)

可以說就是還算幸運，就是一直、就是說，當旁邊有別的誘惑的時候

，我的公司都可以即時的讓我有往上發展的機會。所以是蠻幸運的。

…….對，對，升遷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我沒有去別的地方的一個原因..

TEXT: a04.a04.txt (1192/1196)

CODE: 職涯滿意.升遷暢通.薪資不錯 (G:100)

D：我覺得還蠻滿意的啦!那，滿意的話..，是因為我自已一路這樣子上

來都還算蠻順利的，那像薪水方面還不錯啦!是比，不要說飯店啦，比

其他行業，我們撇開什麼醫生、金融的這些，其實他給我的 pay 已經

是不錯的。

TEXT: a14.a14.txt (2644/2647)

CODE: 未轉換飯店的理由.有升遷機會 (G:100)

J：然後後來是……初期真的是這樣子就好玩哪…然後再來慢慢就覺得…

好像待遇不錯…而且一段時間就可以升一下，一下子又升個職位…然

後…到目前這樣子我覺得也蠻好的，……

TEXT: a02.a02.txt (337/342)

CODE: 組織文化 (G:100)

……××飯店的文化、××飯店的文化是非常的好，他讓他這裡的從業人

員覺得像是在這個大家庭裡面喔，然後他會盡量的去分享呃…所謂的

一些的專業的知識的概念，所謂的一個服務的一個…不同層面上的理

念，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對一個從業人員，不管是在那一個行業。那

我覺得在這個方面是影響我蠻多的。….

TEXT: a04.a04.txt (938/940)

CODE: 未轉換飯店的理由.工作樂趣.每天接觸不同的客人 (G:100)

D：這個是跟人的接觸啦！我覺得這個是最主要的，那…然後其實它

的快樂是每天你都可見到不同的人，每天你都跟不同人接觸，….

TEXT: a02.a02.txt (81/87)

CODE: 人群互動.是決定入行及留在行業的重要因，互動中找

到工作樂趣 (G:100)

我就覺得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慢慢地發覺這工作很

好呀，我．．滿適合我的興趣，我應該說在與人之間的互動中

讓我覺得樂趣那麼多，然後在這個地方可以隨時讓我覺得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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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隨時去自我成長 up date，就是有時侯客人問你一些事情，你

不知道時，你會去找答案。然後在這過程當中我發覺，做一個

現代人啊，這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那個是支持

我留下來。..

玆將這八個重要的正向（產生組織承諾，願意留職繼續貢獻）影

響因素，根據前述第一至三節的詮釋分析，將圖 4-1、4-2、4-3、4-5、

4-6、4-12、4-16 整合，並反覆檢視逐字稿，不斷推敲其間關係，將

重要正向影響因素和其前後有關聯的因素之間的整體脈絡關係，圖示

如圖 4-17 及圖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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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態度

( 提供飯店選擇與轉換機會；性別角色觀、速食金錢觀及行業社會聲望、行業刻板印象；服務業、科技、教育、法令等的變遷 ）

社會環境改變（就業環境與行業發展）

行業發展時機、社會價值觀、社會變遷
圖 4-17 職涯發展之影響因素整體脈絡關係圖
＊ 表示入行後，整體職涯發展的影響因素脈絡，詳見圖 4-18、圖 4-23。 表示間接關係

職涯發展自入行前試探、進入飯店業成為正職，然後經歷一連串的工作發展與轉換，最後達到個人的自我實踐、

自我認知統整與學習成長，其間的影響因素繁多。圖 4-17 顯示出個人正式入行，選擇起始職場的影響因素有：入

行前經驗、個人特質、原生家庭環境、教育背景、國外生活經驗、個人行業性向，以及飯店的組織背景等。而入行

後，整體職涯發展與轉換過程的影響因素則可分為正向及負向，且歷經多次轉換，脈絡複雜，故另繪圖說明。玆將

入行後，整體職涯發展的正向影響因素和其前後關聯的因素之間的整體關係脈絡，綜合整理於圖 4-18。

職涯起始點（入行的
選擇）

包括：瞭解工作需求、動

機、興趣，認知行業性質→

自我期許、企圖心→清楚工

作目標與志向

工作發展、工作轉換

包括發展階段、轉換

方向

職涯發展：

自我實踐

自我認知統整

學習成長

（職涯起始點之影響因素）

入行前工作經驗、原生家庭環境、個人特質、教
育背景、組織背景、國外生活經驗、行業志向

（入行後，整體職涯發展之影響因素）

＊由於歷程冗長，影響因素繁多且關係複雜，因此另
繪圖呈現。



161

從業態度（工作價值觀）

（ 提供飯店選擇與轉換機會；性別角色觀、速食金錢觀及行業社會聲望、行業刻板印象；服務業、科技、教育、法令等的變遷 ）

社會環境改變（就業環境與行業發展）

行業發展時機、社會價值觀、社會變遷

圖 4-18 職涯發展正向（組織承諾-留職）影響因素之整體關係脈絡圖
註：標楷粗黑字體的因素，表示是重要的正向影響因素。※且標楷粗黑字體的因素，表示是正向的職涯發展結果。 表示間接關係。

原生家庭環境

個人特質

從業態度

自我學習

掌握機會資源

人群互動

組織文化

主管角色
性別角色
觀點

外在組織環境
（管理制度）

適配度

組織培訓

業績表現

成就感

工作樂趣
※自我效能

組織背景

組織架構 ※組織承諾：認
同、投入、依附

升遷機會

國外生活經驗

教育背景

生殖家庭環境

支持系統

主管角色

薪資

留職

掌握機會資源

從業態度

行業/職業選擇

組織文化 工作特性 工作士氣

自我學習

國外生活

性別角色
觀點

組織承諾

社會價值
觀

個人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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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7 及 4-18 中，社會的變遷（服務業、科技、教育、法令政

策等的變遷），連帶影響著行業聲望價值觀、行業刻板印象、性別角

色觀念、金錢價值觀及行業發展的變遷，確實影響社會環境，如對飯

店業的發展、就業環境與工作機會等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個人的從業

態度及整體職涯發展。

根據圖 4-18 可發現，職涯發展正向（產生組織承諾，願意留職

繼續貢獻）影響因素間之關係脈絡具有以下特色：

（一）這些重要的正向影響因素除升遷、薪資報酬等屬於外在激

勵因素外，其餘均屬於內在激勵因素，但外在激勵因素是大部分人均

重視的，直接影響一個人對組織的承諾。

（二）升遷、薪資、掌握機會與資源三種因素具有雙重作用，同

時是直接影響員工留任或離職的重要因素。

（三）內在激勵因素中成就感對自我效能提升及升遷有直接影

響，而成就感又受工作樂趣、人群互動、工作特性、業績表現、主管

角色及自我學習的直接影響。

（四）成就感和工作樂趣、成就感和業績表現、業績表現和人群

互動，彼此之間具有相互作用關係。而人群互動對工作樂趣、成就感

也有直接影響。因此，人群互動、工作樂趣、成就感、業績表現，四

者之間形成一個動態的迴路系統。

（五）組織承諾除受升遷、薪資、從業態度、掌握機會與資源四

種因素直接影響外，也受個人和環境間的適配度的直接影響。

（六）適配度又受從業態度、人群互動、組織文化及工作特性的

影響，而從業態度、人群互動、組織文化、工作特性又和個人特質、

主管角色及組織環境（管理制度）有關。由此可知，適配度是指個人

從業態度（尤其是工作價值觀）、個人特質和組織管理制度、工作特

性、主管角色間的適配程度，包括個人和工作的適配

（person-job-fit）、個人和組織的適配（person-organize-fit）、

個人和人群的適配（person-person-fit）。

（七）升遷是影響職涯轉換非常重要的因素，影響一個人向上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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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直接影響因素有：國外或國內大專相關系科學歷的教育背景、國

外生活經驗、支持系統（尤其對女性）、成就感、業績表現、組織培

訓、適配度、組織背景（如本土飯店較有機會向頂層升遷）、扁平化

的組織架構。

（八）內在激勵因素中組織文化直接影響工作士氣、業績表現、

組織培訓以及適配度，對升遷、組織承諾有間接影響，而組織文化本

身又受人群互動、個人特質、主管角色、組織環境（管理制度）的影

響。若組織中主管重視員工的價值，讓員工參與表達，願意對員工投

資，給予組織培訓，使員工有機會學習成長，增加自己的人力資本而

有利升遷，相對的，員工爲感念公司或主管的栽培，回饋在工作表現

上，使工作績效提高，進而產生成就感。

（九）人群互動直接影響工作士氣、工作樂趣、成就感、業績表

現、組織培訓、組織文化、適配度以及掌握機會資源等因素，這些因

素和自我效能、升遷、組織承諾又有直接關係，可見人群互動是影響

職涯轉換極為重要的因素，正應驗受訪者所說，人群互動是支持他們

在行業發展的最大動力。

（十）人群互動又受從業態度的影響，一個具有高度工作熱誠的

人較會主動、積極的與人互動及在工作中發現工作樂趣，進而從互動

中及樂趣中建立成就感，而使個人自我效能提升。且一個人的從業態

度會影響主管對他的栽培、支持以及和主管間的互動，進而影響個人

對組織文化的適應及組織培訓的機會。同時，從業態度也對個人職涯

起始的職業選擇有所影響，因此，從業態度是影響職涯發展的最關鍵

的第一要務。而影響從業態度的因素又來自原生家庭環境、個人特

質、工作本身特性、組織文化、國外生活經驗等，換句話說，從業態

度受個人、家庭、組織三個環境的影響。

（十一）除了八個重要的正向影響因素外，個人特質、主管角色

也是影響職涯轉換很重要的因素。個人特質直接影響一個人的從業態

度、人群互動、組織文化適應、主管角色、自我學習、職業選擇以及

和工作特性的適配。主管角色直接影響主管和員工間的人群互動內容

及員工對組織文化的感覺，且主管對員工的管理態度影響員工的組織



164

培訓機會、業績表現以及成就感。

綜合以上，可讓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自我效能提升與

產生組織承諾，進而願意繼續留下爲組織貢獻的正向影響因素除成就

感、從業態度（熱愛行業、努力踏實、準備自己的工作價值觀）、工

作樂趣、人群互動、好的組織文化、組織培訓、薪資、升遷等八個重

要的正向影響因素外，還有個人特質、主管角色、業績表現、適配度、

自我學習、工作特性、工作士氣、外在組織環境（組織背景、組織架

構、管理制度）等八個和正向影響因素有密切直接關係的影響因素。

在此將這些因素和文獻作一比較。由國內外文獻可知，職涯自我

效能與組織承諾有正相關（林梓榮，2002），組織承諾與職涯發展有

正向的相關，和離職傾向成負相關（Iverson ＆ Deery , 1997；

Lance, 1991； Stockman, 2003；林梓榮，2002）。會影響個人職涯

自我效能的因素有性別角色觀、人格特質、工作投入、職涯承諾等

（Hackett & Betz,1981；許淑穗、張德蓉，1999）。會影響個人組織

承諾的因素有：組織文化（Liff & Ward,2001）、契合度（Vancouver

& Schmitt,1991）、晉升機會、分配公正性、主管支持和工作滿意

（Gaertner,1999）、工作場所人際關係（workplace relationships

or Guanxi）如導師關係（mentorship）、個人的規範信念、主管的

好壞以及工作相關因素（Lam, Lo & Chan, 2002）、對勞力市場就業

機會的知覺、工作投入、組織的開放信賴與同事的互動凝聚力（Lance,

1991）。另外，Taylor & Walsh（2005）的研究顯示，可以讓餐旅業

管理幹部願意留在組織中繼續貢獻的影響因素有工作具挑戰性、持續

的學習成長、好的外在報酬（如薪資、升遷）。

將本研究所獲得的八個正向影響因子及其前置的八個重要因子

與上述文獻的影響因子比較，有人格特質、組織文化、契合度、晉升

機會、工作相關因素（如工作具挑戰性）、持續的學習成長、好的外

在報酬（如薪資、升遷）等因素是相同的。

依照組織承諾的定義，組織承諾的概念即包括認同、忠誠、投入

與依附感，故工作投入實則涵蓋於組織承諾中。職涯承諾相似於職涯

認同（career identity），是指個人對其職業或工作的認同程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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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從業態度的行業熱忱。個人的規範信念是指對團體規範的順從

態度，也相似於從業態度。對勞力市場就業機會的知覺，反映出個

人的工作轉換觀，亦即個人從業態度中的工作價值信念。分配公正

性、主管支持、組織的開放信賴，實則是主管角色的展現。人際關係、

導師關係、同事的互動凝聚力，實則是人群互動。工作具挑戰性則屬

於工作特性之一。因此，比較的結果發現，本研究所獲得的影響因子

和文獻所歸納的影響因素類似，其最大差異處在工作樂趣及性別角色

觀兩個因子。

由圖 4-18 可知，本研究性別角色觀是屬於社會環境結構因子，

與自我效能、組織承諾為間接關係，經由影響主管角色及生殖家庭角

色的扮演，間接影響個人的工作成就感與升遷機會，進而影響自我效

能與組織承諾，和文獻有所不同。推究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研究對象不

同所致，文獻中，Hackett & Betz（1981）以一般婦女為對象，許淑

穗、張德蓉（1999）以大學生為對象，與本研究之研究對象性質相去

甚遠，性別角色觀直接影響女性的自我效能。而工作樂趣則是本研究

受訪者所表達的較特殊的職涯發展正向影響因子。

二、負向影響因素

另外，由本節職涯發展的六大現象中，本研究也探討影響國際觀

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職涯發展的負面影響因素，所謂負面影響因

素是造成從業人員進入飯店後會想離職（或不同公司的側移）或暫時

中斷工作、離開行業的因素，根據受訪者所言的關鍵負面影響因素

有：工作不滿意或不符期望、工作挫折、工作壓力、工作倦怠、工作

瓶頸。以下分別詮釋其內涵：

（一）造成工作不滿意的原因

根據訪談分析，工作不滿意或不符期望會進而使人產生工作挫折

與工作瓶頸。而造成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工作不滿意的原因大

多是：1.工作時間長（工作本身特性）；2.升遷上不符期望；3.覺得

沒被平等對待，沒有很好的舞台發揮（業主(老闆)/主管角色）；4.

投資者干涉專業經理人的決策過多（業主(老闆)/主管角色），進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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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經理人產生工作挫折；5.主管未給予支持與潛能開發（主管角色）

而生不滿，進而產生工作瓶頸；6.勞基法（法令政策）對飯店業從業

人員並不完全適用。

本研究與 Stalcup & Pearson（2001）的研究結果類似，該研究

指出造成飯店管理階層自願離職的原因有：對業主(老闆)不滿意（如

在組織文化、個性、工作特性、工作倫理、公平對待上與業主不一致

或衝突，以及公司經濟發展的不確定而生不滿）、對行業的不滿（如

造成工作/家庭的衝突）、對升遷的不滿（如機會有限或速度緩慢）。

TEXT: a03.a03.txt (1206/1211)

CODE: 工作不滿意或不符期望.工作時間長 (G:100)

Ｄ：薪水還蠻滿意啦，但是不嫌多嘛！嗯，有的時候，有的時候會

覺得時間太長…工作時間太長，但是有的時候你又必須自己考

量說，今天沒有人規定你要上幾個小時，因為責任制嘛，….

TEXT: a09.a09.txt (2050/2056)

CODE: 工作不滿意或不符期望.勞基法對餐旅業員工不夠適用 (G:100)

J：因為他定位是服務業嘛…服務業我認為說…以前我們的勞基法

是對工廠的…勞工…因為慢慢的…台灣這部份會慢慢的弱了…因

為我們會…發展觀光業嘛…既然發展觀光業…你應該有一套來做

這邊這方面的一個管控跟保固嘛…

TEXT: a11.a11.txt (655/660)

CODE: 工作不滿意或不符期望.升遷上不符期望.覺得沒被平等對待(G:100)

a11：對，所以那時候我會離開，我會認為說我比××人，我覺得我自

己應該，當然不能說比他好啦，我覺得我的衝勁會比他來得好，當

然××飯店有時選的人也是不一定的，那時候我離開這一件事情讓我

覺得說，是不是因為××是香港人，我是台灣人，所以我就沒有這樣

的機會上去，而選他上去，其實那時候離開的原因，其實有點意氣

用事啦，….

TEXT: a13.a13.txt (1128/1147)

CODE: 工作不滿意或不符期望.投資者涉入主導專業經理人決策.工作

挫折最大的主因本土飯店無法達到國際性的主因 (G:100)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飯店業比較大的一個問題啦，尤其是本土企業

，我覺得投資者不應該涉入管理態度，因為投資者跟經營者又不太一

樣，現在台灣的…飯店業這個情況蠻嚴重的，就是業主(老闆)他經常會主導

這些專業經理人的決策…….因為你要..要干涉他的決策，然後你又要

他負責這個所有的成敗，這是不公平的，所以這個這一部份是到現在

我覺得台灣的本土企業沒有辦法走到國際觀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不要來干涉我今天要用什…..只是台灣目前沒有辦法做到這樣，….

…..這是我覺得我做這個行業，做到現在我覺得比較…比較覺得很蠻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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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的一個…

TEXT: a15.a15.txt (1744/1748)

CODE: 工作不滿意或不符期望.需要主管更多的支持與潛能開發(G:100)

….不滿意的地方啦…我想…我想我比較覺得我需要他們支持的地方是

……可以多支持我…比如說讓我有機會多去看看其他國家…或者是其

他市場的東西…嗯我會希望他們支持我…就是說其實可能就是再一次

的…比如說我會希望我的主管再一次的開發我的潛能…對對…

依據上述，將造成工作不滿意的關係架構呈述如圖 4-19。

工作本身特性 工作不滿意 工作挫折

升遷不符期望 工作瓶頸

主管角色

社會大環境
（如法令政策）

圖 4-19 工作不滿意的關係架構圖

（二）形成工作壓力的原因

Ross（1997）認為工作角色不自主、角色不明確、角色衝突及角

色過度負荷是工作壓力的來源。根據訪談分析，其與本研究受訪者的

工作壓力源相似，大致有：1.感覺工作負荷重，無人力資源協助或分

擔；2.工作轉換到一個全新、無經驗過的單位而有適應組織文化的壓

力；3.大環境變遷在世代交替下的工作壓力，如資訊化的壓力，電腦

取代人力，而有學習電腦的壓力，又如休閒事業興起，服務業就業市

場增加，起吸引不少人力，再加上觀光業急速發展，飯店人才不斷外

流，而餐旅教育人才培育不濟，產生人力資源管理的壓力。4.來自社

會的人為或自然的危機衝擊：最近幾年國際社會事件（如 911）以及

天災人禍（如 921、SARS、南亞海嘯、颱風等）發生頻繁，也直接衝

擊飯店業的危機處理，進而產生很大的工作壓力；5.業績表現壓力。

TEXT: a10.a10.txt (2494/2501)

CODE: 工作壓力.工作負荷重、無人力資源分擔 (G:100)

B︰可是我覺得我的壓力很大，就是只有我一個人，我沒有帶任何

的人力資源，都沒有，那我必須要有人，第一個我不可能二十四小

時待命，那我這麼多的廳，包括訂席的部分，還有外燴、勘察

場地，我一定要有一人，最起碼一個廳一個人協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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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09.a09.txt (1374/1379)

CODE: 工作壓力.工作轉換的壓力 (G:100)

….比較了解我…那時候我離開××飯店的時候…我壓力非常的重…

因為全台灣都眼睛在看著我…××飯店那麼好的一個的地方…職務

那麼高你不做…你要到○○去……..…所以說我絕對不能跌倒…我

那時候…給我的壓力非常大…所以我太太非常擔心…

TEXT: a03.a03.txt (984/1009)

CODE: 工作壓力.國際或社會事件.天災人禍 (G:100)

….一個蠻大的創傷。我這麼說，過去的四年內，從九二一開始，

飯店是從去年尾才慢慢看到一個爬升的曙光，其實每一年我們都

是在做抗戰啦，可以這麼說，每一年都是在抗戰，九二一完就

三三一，三三一完就九一一，我們飯店因為身為一個大型商業

飯店，我們靠的其實百分之六十、七十以上都是外來的客人，

…….薪水的錢是來自美商呀、外商呀，這些人，可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環境一直在打擊我們的生意，然後到了 SＡＲS最低

潮的時候，我記得我九二一…….時候我眼淚都掉下來了，我記

得從那一刻一直到 SＡＲS，我們沒有一天是停休，…..，每一天

無時無刻不在精打細算……

TEXT: a14.a14.txt (1794/1801)

CODE: 工作壓力.適應組織文化.改革困難:穿著衣服改衣服.老店組

織文化老舊包袱重 (G:100)

…..可是我跟你講.老員工真的…如果說…舊企業要成長.要有活力，

老員工還真的不行耶…活力比較弱…而且…產值很低，而且很…

ㄗ…很像公務人員一樣.他每天來上班.他就覺得我只要…我每天我

只要來.然後…好像…例行公事…他不會很主動的去…

TEXT: a15.a15.txt (784/789)

CODE: 工作壓力.世代交替下的工作壓力.microsoft 進駐電腦化設備

與管理.電腦取代人力. 人力開始縮編 (G:100)

..…在那段時間剛好…恩…mocrosoft 進駐台灣…你的觀光飯店一開多

…你的管理系統就改了……從那時候開始有很多飯店都開始不要用

會計了…每個部門都有個會計的話…其實是很浪費錢的…所以人力

上開始人力上的縮編….慢慢慢慢一點一點縮下來…

TEXT: a15.a15.txt (799/801)

CODE: 工作壓力.世代交替下的工作壓力.休閒事業慢慢興起吸引不

少人力 (G:100)

….…您知道就是這樣子…那時候什麼錢櫃也來了…對不對…...什麼

MTV是不是…那些急速發展之後…他們也需要很多人去工作…那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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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們那個感覺比較輕鬆…不像飯店…..

TEXT: a15.a15.txt (775/777)

CODE: 工作壓力.世代交替下的工作壓力.急速發展觀光飯店

人才不斷外流 (G:100)

……在那段時間台北市跟台灣整個地方是急速在發展觀光飯店…

所以人才就…不斷流出去…對…

依據上述，將造成工作壓力的關係架構呈述如圖 4-20。

工作本身特性

組織文化

業績表現 工作壓力

社會大環境
（如社會變遷、社會事件）

圖 4-20 工作壓力的關係架構圖

（三）形成工作挫折的原因

工作挫折是指工作中讓人產生沮喪、自我價值降低（I'm

nothing）、無力感的感覺，除非能轉移重心，如升遷上被不公平對待

時轉移重心，或改變自己的態度，將挫折當作是助力，是一種反向激

勵，堅忍面對、樂觀勇敢面對，否則很容易萌生離職念頭。

根據訪談者表示，造成工作挫折的來源主要有：1.升遷上未被公

平對待；2.不當的主管角色造成：主管專制管理，或以不公平、不尊

重、不支持的方式對待員工，不照顧員工，只會掏空員工；3.與總經

理/主管的價值觀不合；4.主管具有性別刻板印象，造成員工的無力

感；5.組織文化與自己的管理風格不契合，以致工作無法推動，難以

施展、發揮；6.出資業主涉入過多（業主(老闆)角色）；7.人群互動

上不如預期：如遭人排擠，做事受到阻礙；8.年輕一代工作人員很難

帶領，吃不了苦，又愛計較，以致無成就感。

TEXT: a01.a01.txt (434/438)

CODE: 工作挫折.與主管價值觀很大的不同, I’m nothing 的感覺(G:100)

…..跟主管有很大的價值觀的不同，工作好像就是說蠻有挫折…

就是反正就….不曉得，好像我又回到 I’m nothing，……，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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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結論是我很在乎 I’m nothing，如果一個工作中給我沒有

什麼值得我去發揮、覺得沒有什麼好留戀的，不是錢的問題…

TEXT: a02.a02.txt (582/585)

CODE: 工作挫折.部門及人際互動不如預期 (G:100)

a02：那你說跟同事之間為了事情的認知不一樣，而有所情緒或

者會有所爭執 ，或者覺得想法不一樣，在過程當中，那你會覺

得不舒服呀，人與人之間互動本來就是比較辛苦一點嘛。那你會

覺得這是挫折，….…..，

TEXT: a05.a05.txt (456/459)

CODE: 工作挫折.性別偏見的無力感 (G:100)

a05：但是偏偏，不要講說台灣社會的男人啊，包括台灣社會的女

人都自以為說自己真的是很 weak，很需要男人來做一些 support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對我來講，我覺得有點無力感。你了解我的意。

TEXT: a05.a05.txt (1502/1506)

CODE: 工作挫折.被女性同事視為敵手 (G:100)

……，女人哪，在職場上你會遇到一些敵手，所謂敵手是別人把你

當作是敵人，你了解嗎，類似…我們自認為長得還不是很差，這樣

了解我的意思嗎，這樣…..所以會有一種挫折，那你要自己去克服啦

TEXT: a08.a08.txt (2051/2054)

CODE: 工作挫折.適應組織文化不夠契合時 (G:100)

J：比如說你剛…剛加入這個公司，你…你在適應它的文化，你所做

的…做的方式跟這個公司或是這些員工是不是能夠 match…結合在一

起的時候是有很大的衝擊..

TEXT: a13.a13.txt (1136/1147)

CODE: 工作挫折.出資業主(老闆)涉入過多 (G:100)

a13：因為你要..要干涉他的決策，然後你又要他負責這個所有的成敗

，這是不公平的，所以這個這一部份是到現在我覺得台灣的本土企業

沒有辦法走到國際觀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你看國外，比較好的那種

百年企業的飯店，…….這個總經理只是對董事會負責嘛，很簡單嘛，

你不要來干涉我今天要用什麼…..，這是我覺得我做這個行業，做到

現在我覺得比較…比較覺得很蠻挫敗的一個…..

TEXT: a14.a14.txt (14/21)

CODE: 工作挫折.公司傳統文化與管理風格不契合.工作無法推動難以

施展 (G:100)

………我的管理風格和企業文化不大契和，以致常有無法推動、施

展的感受，例如企業文化太顧老員工的感受，而致應有的懲罰都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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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感嘆一代不如一代，很難帶得起來下一代的人員，因下一代人員

吃不了苦、又愛計較….

TEXT: a14.a14.txt (2765/2769)

CODE: 工作挫折.主管打壓.不支持.不配合把它當作是助力是一種反

向激勵 (G:100)

…有時候在職場上當你遇到挫折你覺得說…那些主管是在欺負你

或者說不配合你，不…不 support 你的時候，就把他當作是一種

助力，這些欺負你、打壓你的人喔，其實反而有時候你覺得說，

那我就做給你看…也是一種激勵

依據上述，將造成工作挫折的關係架構呈述如圖 4-21。

人群互動 缺乏成就感

升遷不符期望 工作挫折

性別角色觀 主管角色

價值觀適配度 工作業績表現

組織文化

圖 4-21 工作挫折的關係架構圖

（四）形成工作瓶頸的原因

工作瓶頸即工作發展受到阻礙，停滯不前，無法繼續向前或向上

發展，也就是職涯高原現象之一。根據訪談分析，造成工作瓶頸的來

源有：

1.工作倦怠：是因個人在同一環境同一職務待太久，無新鮮感，

沒有變化，感覺工作很單調枯燥，或感覺沒有成長，或因工作挫折，

久而久之形成工作疲勞、情緒枯竭、無法突破以及被掏空的感受，而

形成工作倦怠的心理。此時個人若未調整好自己，很容易因厭倦工作

而離職。

2.升遷受限：如高階主管有向上發展的限制或危機。

3.主管角色：如主管未給予員工潛能開發或自我發揮的機會。

4.人群互動：如和業主(老闆)的關係不好。

5.適配度：個人工作價值觀或管理理念和業主(老闆)的價值觀不

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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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外在的組織環境：如公司經營不穩定，感覺工作沒保障，更遑

論升遷。

7.個人特質：如自覺個人外語能力不足而發展受限。

8.社會環境：市場景氣不佳，工作發展也連帶受影響而停滯不前。

根據前述研究結果顯示，工作倦怠與工作挫折兩者間有因果關

係。工作倦怠是因工作本身枯燥單調、缺乏自我成長以及長時間的工

作挫折，而形成的一種疲勞、情緒枯竭、無法突破的心理感受。而工

作挫折也會讓人產生沮喪、自我價值降低（I'm nothing）及無力感

的倦怠感覺。

本研究結果也與梁素君（1999）、吳芝儀（1996）的看法相似，

認為工作倦怠是感到情緒枯竭、疏離及低自我效能感，會影響個人對

職涯的滿意程度，且組織因素及工作特性因素是工作倦怠、工作挫折

的最主要的影響因素。

TEXT: a03.a03.txt (260/269)

CODE: 工作瓶頸 外語能力差 (G:100)

Ｄ：這樣子，這個就業市場我這樣子分析。哦，像本國來參與

這個行業的同事們，經過這麼多年的國家的努力也好，…..的確

有顯著的就業人口在這一塊上面，但他們在飯店裡面，往往會

陷入一個迷網跟瓶頸，尤其是在外商工作…常常員工會做到一

個程度他說我的語文不夠好，我不是國外回來的，所以我沒有發展。

TEXT: a05.a05.txt (1136/1146)

CODE: 工作瓶頸.升遷上沒被平等對待 (G:100)

有那種…好像…龍困淺灘的那種感覺。有時候會有。….因為有

時候你會感覺說…（停頓）雖然說同樣都是協理…對不對..有時

候會覺得說他的能力也沒有你那麼好吧，沒有自己好，…ㄟ…

是自視過高，還是怎樣…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會有這種感覺耶…。

自己能力覺得應該還可以發揮，可是好像並沒有受到同等的重視。

TEXT: a06.a06.txt (1336/1337)

CODE: 工作瓶頸.高階主管向上發展的限制或危機 (G:100)

G：我覺得我們在向上的競爭上面，ㄜ機會不是很多。機會是金字

塔的，越往上面機會是越少的。

TEXT: a06.a06.txt (1364/1369)

CODE: 工作瓶頸.高階主管向上發展的限制或危機.保障性不高不安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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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高 (G:100)

G：就是我今天不用你了，我很容易找到一個人補你的位子。所以做這

個行業當到一個職務以上的時候，他要負管理的責任，他也要負績效

的責任，他要跟他的上級，甚至跟業主(老闆)維持一個好的關係，很不容易

。各方面的壓力其實都蠻大的。對，業主(老闆)如果不重意，可能就叫你走，

甚至連 PAY 都沒有。

TEXT: a08.a08.txt (2082/2085)

CODE: 工作瓶頸.高階主管向上發展的限制或危機 (G:100)

……，因為現在業績導向的社會啊，你做不好你就要下台，要不然

就要換人。…像我們雖然做的很好，也很戰戰兢兢，常常…就擔心

哪一天不知道要換工作了，喔…

TEXT: a10.a10.txt (2220/2222)

CODE: 工作瓶頸.工作倦怠想逃離工作 (G:100)

B︰那後來就剛好因為，其實在我們這個行業很多人都是不斷的尋找

，想要突破，在一段工作倦怠期的時候就想要逃離..

TEXT: a10.a10.txt (2240/2244)

CODE: 工作瓶頸.工作倦怠.情緒枯竭 (G:100)

B︰然後調理那心情，因為我們每天幾乎沒有自己的情緒，我們需要

有一種可能讓我們有一個空間…

TEXT: a10.a10.txt (2233/2238)

CODE: 工作瓶頸.工作倦怠.覺得自己被掏空 (G:100)

B︰就是覺得可能在最近，比如說我們在處裡一些狀況，你的腦筋

轉不過來，你會突然空了嘛，每天在掏、每天在掏、掏空了麻，

我們需要一點時間讓自己靜下來

TEXT: a13.a13.txt (1062/1066)

CODE: 工作瓶頸.非可掌控下業績無法改善或成長 (G:100)

妳的實際上的業績壓力也是一個很大的遇到的瓶頸啊，業主(老闆)是

要求每年都要成長啊，問題是市場的整個動態，還有一個飯店

的一個設備都會影響到妳的這些達成率的一個標準嘛，啊當這

些東西一起來的時候，妳當然會有瓶頸啊，都會覺得說，真的

做得下去嗎….

TEXT: a15.a15.txt (1947/1950)

CODE: 工作瓶頸.潛能未被開發或未發揮 (G:100)

…為什麼這個瓶頸一直握著我…為什麼…因為這個環境一直沒

有改變……因為這個環境一直沒有在 Develop ME…一直沒有再

開發你…你會覺得…(停頓)…你沒有學習到什麼東西…所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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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再轉跑道…

依據上述，將造成工作瓶頸的關係架構呈述如圖 4-22。

工作挫折 缺乏自我成長 工作本身特性

工作倦怠 離職

升遷不符期望 工作瓶頸 個人特質

主管角色 公司發展不穩定

人群互動 價值觀適配度 社會大環境（如市場景氣）

圖 4-22 工作瓶頸的關係架構圖

玆將這五個關鍵的負向影響因素，根據前述第一至三節的詮釋分

析，融合圖 4-1、4-2、4-3、4-5、4-6、4-12、4-16、4-19、4-20、

4-21、4-22，並反覆檢視逐字稿，推敲其間關係，將關鍵負向影響因

素和其前後有關聯的因素之整體脈絡關係圖示如圖 4-23。由於工作

樂趣、支持系統、國外生活經驗、組織承諾、自我效能和職涯發展為

正向關係，因此未將其放入負向關係（離職/工作中斷）的圖 4-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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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業態度（工作價值觀）

（ 提供飯店選擇與轉換機會；性別角色觀、速食金錢觀及行業社會聲望、行業刻板印象；服務業、科技、教育、法令政策等的變遷 ）

社會環境改變（就業環境與行業發展）

行業發展時機、社會價值觀、社會變遷

圖 4-23 職涯發展負向（離職/工作中斷）影響因素之整體關係脈絡圖
註：標楷粗黑字體的因素，表示是關鍵的負向影響因素；※且標楷粗黑字體的因素，表示是負向的職涯發展結果；

＊表示是守門員角色因素； 表示間接關係

工作本身特性

升遷不符期望

主管/業主(老
闆)角色

社會大環境

人群互動

業績表現

缺乏成就感

公
司
發
展
不
穩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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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組織背景

工作不滿意

工作壓力

工作挫折

工作倦怠

工作瓶頸

※離職/工作中斷

＊從業態度

組織培
訓

價值觀適配度

組織文化

工作本身特性

升遷不符期望

社會大環境

主管/業主(老
闆)角色

價值觀
適配度

人群互動

組織文化

從業態度

個人特質原生家庭
環境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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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色
觀

外在組織環境
（管理制度）

工作士
氣

缺乏自我成長

掌握機會資源

生殖家庭環境

薪資不符期望

社會價值觀

行業選擇

缺乏自我成長

掌握機會資源

業績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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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4-23 可知，職涯發展負向（讓員工離職或中斷工作）影響

因素間之關係脈絡具有以下特色：

（一）五個關鍵負向因素彼此間具有相互作用的關係，若處理或

應對不當，很容易就產生離職或暫時中斷工作的意念。工作不滿意會

產生工作挫折與工作瓶頸，累積的挫折與工作壓力也會形成工作倦

怠，工作倦怠又會造成工作瓶頸。

（二）五個關鍵負向因素中工作瓶頸、工作倦怠是影響個人離職

或中斷工作的直接關鍵因素，而導致工作瓶頸的相關因素除工作倦

怠、工作不滿意、工作壓力外，還有業績表現、組織培訓、個人特質、

教育背景、組織背景、公司不穩定、從業態度、人群互動、價值適配

度、業主(老闆)或主管角色、升遷不如預期、以及社會大環境。導致

工作倦怠的相關因素除工作挫折、工作壓力外，還有缺乏自我成長及

工作本身特性。

（三）造成工作不滿意、工作壓力、工作挫折、工作倦怠、工作

瓶頸的原因非常相似，其中工作本身特性（工作時間長、太單調枯燥、

工作負荷大）、升遷不如預期、業主(老闆)或主管角色、大環境的事

件（社會價值觀、性別角色觀、環境變遷、國際事件及天災人禍、法

令制度、市場景氣），以及組織文化、組織培訓、業績表現、價值觀

適配度、公司發展不穩定、人群互動、缺乏成就感、缺乏自我成長、

從業態度、教育背景、個人特質等為相關的直接影響因素。

（四）從業態度是一個具守門員角色的關鍵因素，也就是可避免

產生離職的角色，誠如受訪者 a15、a02 所說，工作中難免會碰到挫

折，個人若具有高度工作熱忱與積極正向的態度，能將壓力、挫折等

視為逆向的激勵與挑戰，勇於面對，化危機為轉機，則較不會輕易產

生離職念頭。

（五）生殖家庭環境對女性的離職或中斷工作具影響力，但對男

性則較無影響。

（六）造成離職/工作中斷的直接影響因素除工作瓶頸及工作倦

怠外，還受個人教育背景、從業態度、生殖家庭環境、組織背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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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培訓、業績表現、價值觀適配度、機會資源的掌握、薪資以及升遷

不符期望的影響。

（七）五個職涯發展的關鍵負向因素中，工作不滿意、工作壓力、

工作挫折不會直接導致離職，而是累積形成工作倦怠或工作瓶頸後才

會導致實質的離職行為。其中，工作不滿意經由工作挫折、工作瓶頸

導致離職，工作挫折又經由工作倦怠導致離職，工作壓力經由工作倦

怠、工作瓶頸致使個人產生離職行為。但工作壓力未必會導致工作挫

折，此乃因受訪者面對壓力時，大都先採取改變態度、積極應對的方

式，發揮自己的職涯堅忍力與工作熱誠來面對，所以不會感到挫折，

或不願認為有挫折，可是當壓力累積無法解除時，就會轉而為倦怠及

瓶頸而導致離職。石銳（2003）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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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工作倦怠卻是個人對長期工作壓力的一種回應方式（梁素

君，1999）。

與國內過去研究結果比較（曾麗實，1994；邵小娟，2000），工

作壓力愈大離職傾向愈高的現象，似乎有所不同。推測可能原因是，

過去研究是針對在職員工探討壓力與離職傾向的關係，並非真正的離

職行為，而本研究根據受訪者職涯過程中的實際離職或不同公司間工

作轉換行為的成因作歸納分析，較能真實反應離職行為的中間機制。

綜合以上可發現，五個關鍵負向影響因素大都是在社會大環境的

直接與間接影響下，由個人因素（包括從業態度、個人特質、教育背

景）、工作本身特性（包括工作時間長、太單調枯燥、工作負荷大）、

組織因素（如主管/業主(老闆)角色、公司發展性、組織文化、組織

培訓、組織背景）、人群互動、價值觀適配度、業績表現、缺乏成就

感、缺乏自我成長、升遷不如預期等因素直接影響而產生的，且這些

因素彼此間有交互關係存在。以下根據圖 4-23，舉例說明因素間的

交互關係：

升遷對個人職涯轉換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升遷不符期望或未被

公平對待，會造成工作不滿。升遷未被公平對待是指主管在升遷的裁

定上被視為不公平，也會形成工作挫折。挫折到無法突破的程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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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工作倦怠，進而升遷受限形成工作瓶頸，而產生離職或轉換工作

的念頭。又如主管未考慮員工的需求，只要求員工付出而未給予所需

的訓練與照顧、支持，使員工產生不滿與被掏空的挫折感，進而形成

工作倦怠。再從組織來看，飯店的組織背景、組織文化、主管角色影

響組織培訓的內容與方式，資方干涉過多，影響高階專業經理人的管

理，當觀念不合時工作挫折就會產生，且資方涉入過多，對高階主管

的升遷也產生影響，而造成工作瓶頸。從個人方面來看，個人的能力

尤其是外語能力，是工作瓶頸的來源之一。個人的從業態度是應對這

些負面因素的重要守門員角色，對個人的離職與否有關鍵性影響力。

根據訪談可看出，受訪者在面對這些負面現象時，大都採取改變

態度的應對方式，用正向積極態度面對，以激勵自己的堅忍力，試圖

轉化這些負面因素，這需要非常堅強的毅力及高度的工作熱忱，甚至

需要有其他的助力出現才可突破，否則當忍到無法忍受或有其他工作

機會的誘因出現時，就很容易產生離職的行為。

第五節 職涯發展階段與各階段影響因素

「職涯發展階段：愈往上視野愈大，如望遠鏡。」

TEXT: a03.a03.txt (1490/1502)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愈往上視野愈大如望遠鏡 (G:100)

Ｄ：有、有、有，絕對有，就好像，如同我所說的，就是說你的

scope of world 越大的時候，如果能理解，唉該怎麼說，就好像望

遠鏡，你給你倍數越大的時候，有的人可以看越遠，嗯我現在接

觸的工作，現在是我是餐飲部協理，所以我可以看到總經理在做

什麼，…….我可以看到我的副總裁在做什麼，ＯＫ，那不是我當

一個副理可以看到的，對。所以就是說，你越往上走，你的眼界

是成倍數成長，我覺得是這樣子。

職涯發展是一冗長的歷程，本研究受訪者的工作生涯截至被訪問

時，少則將近十年，多則超過三十年，個別差異頗大，那麼，整體發

展歷程是否有階段性？若有，又是如何區分？不同階段的影響因素又

如何？這些問題的答案是眾所欲知的，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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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瞭解各階段的影響因素將可提供身處不同職涯階段的人更實際

的參考。

如本章第一節所述，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的職涯發展

是一連串的學習成長歷程，受訪者表示，不以時間的多寡來看一個人

的發展階段的長短，因為全程都在學習，不同的階段學習不同的職

能，當職能需求達成，表示該階段成熟，可進入下一個階段發展。而

每個階段所學習的職能內容就是根據個人工作角色任務的職務需求

而來。這個說法和 Super（1984）的說法類似，但 Super 是以生理發

展年齡為劃分階段，分為成長（出生到十四、五歲）、探索（十五至

二十四歲）、立業（二十五至四十四歲）、守成（四十五至七十歲）及

卸任（七十歲以上）等五個階段，每個階段有其不同的職務角色與任

務需求（李茂興，1998）。但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的職涯發展

是以職務角色作為劃分階段的依據，每個階段對應不同的職務角色，

任務不同，因此學習的職能內容也不同。隨著職涯階段的向前發展，

有如望遠鏡般，爬得愈高，職能愈趨高層次，視野也愈大，看得更清

楚。玆依據受訪者的職涯發展歷程，將其階段劃分如下：

TEXT: a03.a03.txt (1586/1595)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不以時間分段而以職能達成來分(G:100)

Ｄ：嗯，我覺得不一定要用時間來衡量，嗯，我覺得在飯店度

量衡是非常清楚的，ＯＫ，而且這是我們培訓部有一套非常清

楚的一個職能的線，能衡量你的基本技能各方面，還有你基礎

的課程了解，……對，一方面完成這些課程，然後你的職能有

沒有再進步？我隨時可以 review 你的職能，非常清楚。

TEXT: a11.a11.txt (2038/2041)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職涯發展全程都是學習.學習項目內容不

同而已.依學習內容來分段 (G:100)

a11：我覺得對我來講並沒有太大的分別，事實上我不管從加入這

一個行業開始是一個學習的階段，其實到現在還是在學習的階段，

那可能學習的項目會不一樣，人都是一直都在學習，…..，只要在..

在的一天的時候，我想就是學習的階段，那當然從全部整個學習的

階段中間還是分得出來，在建立一個自己的 profile，就像在建立一

個客戶資料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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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行前試探期：探索職涯行業性向

入行前試探期是指踏入飯店業當正職前的時期 ，具有職業試探

的功能。本研究受訪者會進入飯店業，和他們入行前的工作經驗有

關，大多數受訪者會在學校教育即將終結時，以打工、兼差、實習等

方式試探行業市場。他們最後的學歷大多是高（中）職畢業，少部分

是大專畢業或國外旅館管理大專學歷，這和當時（民國六 o年代末期）

國內的高等教育不夠普及以及國民經濟生活水準普遍不高有關。

十四位受訪者只有兩位是高中畢業立即經在國際觀光旅館工作

的友人或父親在餐飲界的朋友的介紹而進入飯店業正職工作，其餘受

訪者都有入行前的工作經驗，且大多在相關行業中工作，如餐廳業、

國際觀光旅館、俱樂部西餐廳等，從基層的餐廳服務員、助理服務員

或廚房學徒，以打工、兼差、正職（一般餐廳）方式獲得工作經驗。

也有少數受訪者是在國外時，曾在國際連鎖餐廳、國際連鎖飯店實習

或正職的服務員。另外，有二位受訪者入行前工作經驗是非相關行業。

這些入行前的工作經驗帶給他們的影響有：（一）對餐旅行業的

瞭解：較清楚行業的性質是否和自己的個性與興趣適配。（二）對行

業產生興趣：因發現工作樂趣，覺得工作內容變化大、不單調，工作

中充滿變化與趣味，可接觸不同客人，且受主管肯定而有成就感。（三）

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能：如在工作中認識高品質的餐飲，提升自己的眼

界。（四）啟發自己的專業態度：尤其是在國外工作過，更能體認專

業服務人員的敬業精神、做事態度與工作精緻的要求。（五）激勵自

己的職涯發展：經由觀察主管的言行，激勵自己，產生自我期望及進

取心。

此一時期受訪者的主要工作動機是：（1）為賺錢。由於剛開始工

作，還不大清楚自己的志向，只要有份收入、可賺錢即可，或是因家

庭經濟因素，需要打工而走入餐飲。在民國六 o年代末期，台灣觀光

業範疇大多為旅行社，國際觀光旅館很少，由於國內經濟尚在起步，

家庭經濟收入少，子女數多，經常在高中職畢業後因家庭經濟因素需

打工賺錢，當時旅行社並未提供打工機會，而餐飲打工容易入門且鐘

點費不錯，因此不少人因家庭經濟因素而接觸飯店業的工作。（2）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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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個性。有的受訪者是因個性喜歡旅遊而到飯店業工作。（3）喜歡飯

店的環境。有的受訪者是受飯店活潑、光鮮亮麗、外語環境的吸引而

來工作。

受訪者此時雖不大清楚自己的行業志向，只是為了賺錢或有份工

作，但經過一段時日後，大多能從工作中找到肯定自己、肯定這份工

作價值的地方，進而產生行業興趣，促使他們走入飯店業的職業生涯。

TEXT: a01.a01.txt (37/45)

CODE: 入飯店業前工作經驗.國際觀光旅館兼差.宴會廳服務員

受客人肯定 I am somebody 的感覺引起從事餐飲業興趣 (G:100)

…..。所以後來我就在親戚的安排介紹下，我那時候在×××飯店的

宴會廳做 causal 。在做 causal 中間，就有被蠻多的肯定，嗯…就

是客人讚美我或特別給我小費，那就讓我….我就對這一方面，我

就發現到我在這裡好像 is somebody， is not nobody..，….，我覺得

是蠻不錯的感覺。所以在那種情況下，我就想要嘗試去做這個…

接觸這個行業。…

TEXT: a02.a02.txt (75/87)

CODE: 入飯店業前工作經驗..自己應徵櫃檯服務員.引發進入飯店業

.與人互動中很有趣.工作中充滿變化趣味可以讓自己成長 (G:100)

因為常常每天飯店都客滿，然後每天會接觸客人，……我就覺得這

份工作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就慢慢地發覺這工作很好呀，我．．滿

適合我的興趣，我應該說在與人之間的互動中讓我覺得樂趣那麼多

，然後在這個地方可以隨時讓我覺得我可以隨時去自我成長 up date

，…..這工作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工作，那個是支持我留下來。

TEXT: a04.a04.txt (169/177)

CODE: 入飯店業前工作經驗.國外國際連鎖飯店.敬業精神

做事態度.要求精緻 (G:100)

…我剛剛有提到它在蘇黎士，那我的 manager 們全部都是德

國人，所以我在瑞士一年老實講日子真得很苦，跟德國人做

事，我會覺得我在那邊學的最多的，就是那個敬業的精神。

TEXT: a09.a09.txt (468/475)

CODE: 入飯店業前工作經驗.對行業產生興趣.期許將來當主廚(G:100)

J：所以說(停頓)…很羨慕…那時候就想說…噢！我如果這輩子能

做到主廚…你看薪水這樣子…那我們家裡生活就很好過了…所以

說…那時候就會讓我…也是慢慢的…對…對我一個…人生的期許

就…慢慢的一直提升…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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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01.a01.txt (97/104)

CODE: 入飯店業前工作經驗..工作動機.活潑光鮮外語環境 (G:100)

….，有一次我們做尾牙 party 的時候，正好做到○○ 的尾牙 party

，那時候我就發現到他們就有很多外國人啦、…，那他們的服務生

都很 outgoing、很 active 、很活潑啦！然後主管跟外場、組長跟員工

都打成一片，然後每個人的英文都講得幾哩瓜拉很溜啊、很流利，然

後那..就是很灑脫、很瀟灑、那穿著的衣服啊、談吐啊…所以說對那公

司真的很好奇，我就覺得這…，後來我就看報紙(停頓)…

TEXT: a14.a14.txt (122/125)

CODE: 入飯店業前工作經驗.國際觀光旅館兼差.中式餐廳打工.

從宴會服務生開始.只是打工賺點錢而已不清楚未來 (G:100)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的人好像比較單純一點，就是要工作，

然後一份工作、一份薪水，然後…你說當初唸觀光..…其實前

途是什麼也不……不明…因為…

小結：

（一）時機

指踏入國際觀光旅館當正職前的時期。

（二）職務角色：

基層服務員、助理服務員或學徒、三廚，或打工、實習身分。

（三）職能強化需求

根據受訪者入行前工作經驗所產生的影響，促使其進一步走入飯

店業成為正職。故這些影響可視為此時期爲達成任務的職能需求，包

括有：自我學習與成長、啟發從業態度與行業興趣、瞭解行業性質。

（四）任務

探索職涯行業性向。

（五）影響因素

是指影響受訪者選擇飯店業打工、實習或兼差的因素，包括家庭

經濟環境、個性、薪資報酬、飯店的光鮮外表。

二、新進入期或正式接觸期：熟悉飯店工作環境，確認職涯行業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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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入期是指首次踏入國際觀光旅館為正職且是剛踏入，對飯店

環境還不熟悉的時期。本研究受訪者進入國際觀光旅館成為正職的途

徑多為人脈關係介紹，再經由面試進入，少數是自己應徵進去。職涯

初始的職場與職涯發展有密切關係，大致而言，受訪者選擇職涯起始

飯店的動機有：

（一）入行前工作經驗的肯定：

因入行前在飯店實習或打工的經驗被認可，獲得較好的職涯起始

條件，或因對打工環境較熟悉、被主管肯定、打工時覺得學習很多而

選擇打工的飯店為正職職涯的起點場所。

（二）組織背景：

因飯店背景及知名度而選擇為職涯起始職場，如飯店規模大又

新，是國際連鎖的，由國際飯店集團經營管理，知名度高，形象好，

飯店客人層次高。

（三）教育背景：

和自己所學相關，故選擇進入飯店工作。

（四）自我成長：

因想提升個人的工作歷練，所以到國際觀光旅館工作。

（五）應徵時主管角色的影響：

應徵時看到主管的言行覺得有可學習之處，故選擇該飯店工作。

（六）飯店環境符合自己的個性。

（七）飯店環境和國外工作經驗相似，能讓自己好好發揮。

受訪者在正式進入國際觀光旅館工作前大多有工作經驗而對飯

店業有興趣，所以會因此經驗而入飯店工作。少部份人（如 a12、a13）

在進入飯店工作前並無其他相關經驗，又非相關科系畢業，家人也未

曾接觸過飯店相關工作，因此會在不清楚行業志向下進入飯店業，職

涯試探的任務在此時期才開始進行。

此時期的職涯起始點和個人的過去工作經驗、教育背景及國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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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經驗有關。高中職非相關科系畢業，又無飯店打工或實習經驗者，

職務角色多為基層服務生或助理服務員開始。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畢

業，職涯起始的職務為資深服務員或領班、領檯開始。國外相關系科

大專畢業者職涯起始的職務為領班（含）以上，甚至有的為廳副理職

位。（詳見附錄 4 受訪者個人背景）

TEXT: a04.a04.txt (529/548)

CODE: 選擇飯店的理由.主管角色.人際互動氣氛良好.客人間.同事間.

主管與員工間互動.覺得可從主管身上學到東西 (G:100)

為什麼我會捨棄這麼多的很好的東西？因為我那時候去××飯店

的時候，我會感覺到整個飯店的同事間，對客人的態度，跟那

個時候的總經理是一個法國人，那跟我，跟○○先生面談這樣

子，面談下來我覺得說，這一個地方，對我而言，我會喜歡這

個地方，因飯店的跟客人的互動、跟他的總經理、跟○○先生

給我的感覺………..因為他們可以讓我看得到，就是說我在這邊

跟他們做，我會從他們身上學到蠻多東西…..。

TEXT: a04.a04.txt (538/544)

CODE: 選擇飯店的理由.飯店環境和自己國外經驗相似.可讓自己好好發揮(G:100)

D：因為我那時候剛從瑞士回來，我會覺得說，像我剛講的，有一個相

同的語言，會覺得說這個地方，可能我會把我以前在瑞士學到的東西，

這個地方我可以表現的很好。

TEXT: a05.a05.txt (986/992)

CODE: 選擇飯店的理由.飯店客人層次高 (G:100)

….。對..考慮××飯店都是因為他的….階級比較….我不是跟你講說我很

自視清高嗎。就覺得說他的 class 比較高。因為他做 FIT，對….做商務的。

TEXT: a09.a09.txt (659/660)

CODE: 選擇飯店的理由.要到飯店見世面.飯店的管理運轉操作 (G:100)

J：就是說你整個一個飯店…怎麼去營運…飯店怎麼去操作…操作…

在運轉管理…我們都沒有做過…還是要去看…

TEXT: a03.a03.txt (687/691)

CODE: 選擇飯店的理由.飯店規模. 符合自己的個性 (G:100)

…….，我就來這邊。然後我看到這樣子的 size，因為這種東西是我

們在歐洲沒有辦法體會的，歐洲的飯店都是小、小而美的，小而精

緻，這邊是豪氣，那種霸氣，然後看到的確是很忙錄的一個地方，

我閒不下來，我最怕沒事做，…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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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機

首次踏入國際觀光旅館為正職且剛踏入，對飯店環境還不熟悉的

時期。

（二）職務角色

基層服務員或三廚；資深服務員或領班、領檯。

（三）職能強化需求

自我學習，不斷發現工作樂趣，培養工作熱忱，清楚自己的行業

性向。

（四）任務

熟悉飯店工作環境，確認職涯行業性向，養成正確從業態度，學

習基礎技能。

（五）影響因素

1.影響職涯起始的職場選擇的重要因素：

入行前工作經驗、組織背景（飯店本身條件、形象）、教育背景、

自我成長需求、國外生活經驗、個人個性、家人意見以及瞭解行業性

向等因素是影響職涯起始的職場選擇的重要因素。

2.影響新進入期離職或轉換的因素：

本研究受訪者除因服兵役或移民、出國進修等因素離職外，都未

曾在此時期離開職場。而讓受訪者繼續留在原職場工作的主要原因多

為工作有變化，能發現工作樂趣、具工作熱誠以及覺得有學習成長。

3.新進人員短時間內離開的影響因素：

根據受訪者在其工作上的接觸，他們認為一位新進人員會在正式

入行後短時間內離開，大都是因為無法承受工作的辛苦、對行業產生

負面形象的感受（低新、工時長、工時不穩定、耗體力）、年輕人的

速食金錢價值觀（instant money value），以及不清楚自己的行業性

向所致。

因此，此時期的發展任務可設定為確認職涯行業性向，熟悉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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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培養工作熱忱，以及學習基礎技能。爲達成發展任務所需

的職能則包括：自我學習，發現工作樂趣，正確從業態度，清楚自己

的行業性向。

TEXT: a03.a03.txt (896/901)

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行業特性的負面印象.低新工時長

工時不穩定 (G:100)

我相信老師你也很清楚，飯店的基本薪資不是很高的。在同樣服務

業裡面，它不是算一個很高薪的行業，所以它的基資放出來的時候

，對大眾來講這個基本薪資，大眾的印象是哎這個飯店是非常 low pay

的工作，然後時間又長、又不穩定、不能休假日，…就很多 negative

的負面印象。

TEXT: a03.a03.txt (890/895)

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社會價值觀.instant money value (G:100)

台灣有的那 instant money 一種價值觀，ＯＫ。女生畢業了，十八、

十九歲開始做，她們也是很年輕呀，現在我們的 entry level 大概在

七十三年次吧！七十三年次、七十四年次，是相當的年輕，那在這

個年輕的同時，加上現在社會的價值觀，你能不能去茍同這樣的東西

TEXT: a02.a02.txt (257/259)

CODE: 清楚自己的工作志向 (G:100)

我常常跟…有時候我在應徵…我的同事說，做一個飯店人，首先

你自己要去…去衡量你到底是…為什麼要來這個地方、想要做這

個行業？我一定會跟大家去互相勉勵，…..

三、紮根期：熟悉工作核心內容，學習紮根養成自己，定位工作領域

志向。

此時期是指進入飯店成為正職已有一段時日，可能有二、三年，

至少有一年以上時間，對飯店環境有些熟悉了。此時期覺得自己要多

做、多學一些，學習基礎專業及技能，以清楚工作的核心內容。這時

期的職務角色大多是在領班（含）職稱以前，也就是所謂的基層。這

個階段經由學習熟悉，進一步瞭解自己是否適合飯店業的工作領域或

部門。同時，這個階段是基層工作，是勞力階段，也是學習熟悉的階

段，自己的個人理想還無法發揮，大多是聽命行事的階段，因此，對

所有從業人員而言，也是最難熬過的階段，若無法領悟此階段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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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無法體會學習與紮根的重要意義，無法從工作中找到辛苦的價

值，自然很難從工作中感受心理成就與工作樂趣。若只追求薪資與職

位，想藉由薪資以滿足自己或藉由升遷快速以跳脫勞力階層，當欲求

無法達到時，就很容易萌生不滿而離職。

TEXT: a13.a13.txt (1255/1258)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主力在學習專業及技巧.學習紮根

基本功夫階段 (G:100)

…..，基本的功力很重要阿！但是就是說，就是剛出來也不要說

就是為了一定要什麼薪水、title 啦！你應該是設定我是在學習的

階段，給自己大概五、六年的時間，認真紮實的去學，…

TEXT: a15.a15.txt (1919/1922)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紮根期建立信心.熟悉及求知,學習不同事務(G:100)

….…那過了第二年、第三年呢…呃你工作的熟悉度到了一個階段的

時候呢……你會就是看到…呃…ㄟ……我還可以多做一點其他不同

的事情……我的能力已經不一樣了……我對這飯店的熟悉度也有了….

TEXT: a03.a03.txt (1522/1532)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摸索抓住工作的核心(領班) (G:100)

…..嗯，在做基層管理的時候有很多的摸索，是因為我的工作本身

是要 deal 比較多的人，……….。ＯＫ，然後一直在摸索，就是怎麼

去抓住這個核心，嗯，

基層離職率高一直是飯店業面臨的問題，受訪者表示，基層離職

率大約平均在 60%以上。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呢？除了行業的負面形

象外，是否還存在其他原因？本研究根據受訪者自身仍是基層職位時

而離開職涯起始飯店的原因，以及其在工作中處理或面對的基層員工

的離職原因，從中深入瞭解基層員工的離職，其原因大致有：

（一）工作本身特性：

員工感覺工作太單調枯燥，又耗體力。工時長、工時不穩定，以

致很難再有時間去補習、進修，或很難兼顧家庭生活。

（二）組織環境方面：

如組織文化雖佳但員工無法抓到組織文化的用心。組織升遷制度

不良，讓員工感覺升遷機會有限。組織背景如規模大小、新舊、資源

多寡與飯店名氣、形象、飯店的穩定性與發展性，以及組織培訓與教



188

育訓練制度，都會影響個人的工作轉換。

（三）個人方面：

所有在基層曾轉換工作的受訪者都會為了學習成長、增加競爭力

而轉換到規模大、新、教育訓練好、工作有挑戰性的飯店。也有受訪

者會在工作一段時間後，藉著工作轉換，進一步釐清自己的工作領域

志向，到底適合在哪一個部門工作發展。在此階段也會因個人企圖心

大，不想在飯店慢慢發展而離開飯店自行創業。另外，在基層時，由

於與客人互動有限，獲得的肯定也少，不易感到成就感而容易離職。

（四）工作壓力：

年輕基層人員常因工作壓力大，無法承受工作的辛苦而離職。

（五）社會價值觀：

年輕一代的速食金錢觀（instant money value），想快速賺錢，

以及社會對行業的負面形象，都影響基層人員對工作辛苦的忍耐力。

（六）主管角色：

如管理階層無法體會年輕人的想法，主管未將工作轉換的目的及

工作目標傳達清楚，以及主管本身的工作轉換觀影響了員工的轉換行

為。

（七）家人的影響：

如父母的期望會影響個人對工作的選擇、父母的工作價值觀影響

個人的工作轉換及工作態度。

（八）行業發展時機：

民國七 o年代國際觀光旅館正處於成長期，許多新的飯店開幕，

提供不少工作轉換機會，因此同業挖角風氣盛行，只要是表現不錯的

員工都可能會被過去工作上認識的主管挖角，或同業友人的介紹而轉

換工作。

（九）薪資：

薪資是一個很具影響力的外在激勵因素。一般而言，在飯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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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年後很少會因薪資少而離職，但會因提供較佳的薪資而跳槽，

所以薪資一直是一個很重要的外在激勵因素。

TEXT: a01.a01.txt (983/986)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早期.主要追求薪資職位 (G:100)

B：我想ㄜ階段…其實有一段時間其實我工作就是為了薪水、職位嘛

，那…..其實我覺得可能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真正想做事的地方，其實

才能真正的發揮，…..

TEXT: a08.a08.txt (228/238)

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經營狀況、名氣、要求嚴格、

培訓嚴格 (G:100)

J：喔….…..我有回去，但時間很短，因為他當時經營狀況並不

是太好。ㄟ….所以，別人說…就朋友…，認為××飯店是當時蠻

…名氣蠻不錯的，因為他要求比較嚴格，你……一定要超過身

高 175 啊，然後儀態啊……他要求比較多。然後他的培訓比較

嚴格，…..你既然要走這一條路，你就去接受傳統的訓練…。

TEXT: a08.a08.txt (470/475)

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公司發展有限 (G:100)

….。所以那時候會覺得說，好像就這麼一棟，然後發展有限。

而且他的發展就是…固定幾個人佔幾個位置，你也不太會…

再往上升遷…較難啊，因為都是…那幾個啦。

TEXT: a10.a10.txt (1213/1227)

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主管角色.沒有傳達明確工作目標 (G:100)

B︰那後來又調到廣東菜去那時候，心理又更抗拒，會覺得你這樣

把我調來調去，但是你又叫我什麼都不要做，只要去看他們在做什

麼，偶爾只需要幫忙，你幫忙他，然後又沒有真正工作目標給我，

我真的..不是慌，而是開始會喪志，如果你給我一個明確目標，….

他沒有明確跟你講為什麼要這樣幫調來調去，但是我會覺得說你要

冷漠我或者你覺得不適合我，你乾脆直接跟我講，你不要這樣調動

我會不舒服而且我不被尊重

TEXT: a12.a12.txt (268/271)

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 主管的工作價值觀 (G:100)

J：我想我想去其他的飯店…因為我不想成為井底之蛙…我希望…

到其他的飯店…因為以前我的主管告訴我一句話…也許這句話

到現在還適用啦…做飯店就是跳來跳去…一定要跳新的飯店…

才籌備的飯店…機會會比較多…

TEXT: a08.a08.txt (1682/1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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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與客人互動有限肯定也少 (G:100)

還…還 o.k.這樣子。所以…你一直要當到主管或副主管才有這種喔

…你才是在那邊 management，你在帶著別人做，當然你自己也要做

，…你跟客人的互動就比較多啊，你會得到客人的肯定啊，客人會

跟你聊天，….

TEXT: a06.a06.txt (177/180)

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學習成長增加競爭力, 飯店的規模

跟教育系統 (G:100)

G：因為我自己是讀這個觀光科的，所以我知道飯店的大、規模跟

新跟他的教育系統，在我們的發展裡，學習環境面，他的影響是

蠻大的。而且當時××飯店是台灣最好、也是最大的。

另外，男生在基層流動性大可能是因為服兵役關係，在尚未服兵

役前，工作處於不確定狀況，以打工形式為主，因此較易流動。

TEXT: a03.a03.txt (885/888)

CODE: 基層員工離開飯店的理由.基層員工男生稀有.當兵前以打工

為主不當正值 (G:100)

如果知道他要去當兵，ＯＫ，第一個他繼續讀書，或者是他就打工

，我就打工就好了，不要當正職，因為我隨時要去當兵。當完兵出

來，他想說我已經失去了那兩年了，我才不要從服務生做起…

就受訪者所陳述的基層員工的離職原因，其中雖不少是負面的想

法，但也可看到有些人是積極的心態，如為了學習成長、增加競爭力，

為了重新釐清自己的工作志向而轉換部門工作。這可提醒管理階層不

要一昧以負面心理去看待基層的離職，重點是瞭解原因後，如何協助

他們突破困境或滿足其需求，如透過輪調訓練，使其獲得工作樂趣及

成就感，進而肯定自己。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受訪者中有半數是因正面因素的影響使得他

們在基層階段未曾轉換職場。而曾經轉換職場的受訪者其轉換原因最

主要是學習成長（每位轉換者均重視），而較受重視的原因是飯店規

模、資源與名氣形象、升遷與發展性、主管角色（詳見附錄 10 受訪

者各階段工作轉換原因）。可見大多數的受訪者是抱持積極的從業態

度，這或許就是他們能成功的關鍵之一吧。

小結：



191

（一）時機

指進入飯店成為正職已有一段時日，一般約 2、3年，此時對飯

店環境有些熟悉了。

（二）職務角色

服務員、領班。

（三）職能強化需求

根據影響因素及爲達成發展任務所需的職能有：自我學習與成長

（尤其觀察學習、工作領悟力）、教育訓練；工作熱忱、努力踏實的

從業態度。

（四）任務

主要目標在確定工作領域志向。重點在熟悉及求知，熟悉工作核

心內容，學習不同事務，學習專業及技能，建立個人工作資料檔案

（profile）、建立信心或自我效能，但還不大會接觸管理層面。

（五）影響因素

是指此階段造成離職或工作轉換的因素，如上述基層離職因素。

四、專業潛能開發期：追求自我表現、職涯專精與成長

此時期是指對飯店業餐飲部的工作領域已有完整的瞭解與熟

悉，基礎知能已具備養成，且建立一些人脈關係，自己的潛能開始發

揮，可發揮自己的想法，是尋求自我表現與職涯成長的時期。此階段

個人已非常清楚自己要在飯店業中發展志業，且開始進入管理階層，

可發揮某種程度的自主權與管理權，是個人職涯中自我表現的開始。

此階段為廳主管階段，也就是廳經理或廳副理（當無廳經理一階時）

的職務角色，一般被視為中階主管，由於需負責各餐廳單位的經營管

理，除做事外也要學習帶人，需要管理、領導、溝通協調等心智能力，

將過去教育訓練所培養的潛能開始開發、運用出來，以實驗個人的理

想，表現自我的能力，追求職涯更多的專精與成長。

TEXT: a08.a08.txt (1480/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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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廳經理/副理才會有自己的發展.有自己的

主導權(G:100) (G:100)

…..，那…這個產業…其實蠻辛苦，你要做到經理以上才會有…

自己的發展，………….當然有權力就有責任啦，但是你真的能夠

享受到一些主導權，你要做到經理以上。那其實…在做到經理之

前，這個…是現在很多從業人員陣亡的時候…

TEXT: a11.a11.txt (371/377)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廳經理/副理是自我表現的時期 (G:100)

a11：confidence，我事實上我日本料理不懂，宴會廳也不懂，我很

敢去接….那我覺得那時候應該是我表現的時候，那時候也二十八、

九歲了，我想這是一個年輕人到一個階段，要邁入三十歲是一個

很大的瓶頸，我沒有跳過去，人家可能以後覺得我太老了，..

TEXT: a13.a13.txt (1255/1261)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開始學習帶人.部門小主管後開始專精與

發揮(G:100)

…剛出來..給自己五、六年的時間，認真紮實的去學，當你升上一個

小部門的主管的時候，你的視野就比較不一樣，然後再來挑說，ㄟ我

想專精在哪一個部門，再從那個部門切入，那可能成功的機率就會比

較穩當一點。

TEXT: a15.a15.txt (1922/1928)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專業潛能開發期 (G:100)

……我的能力已經不一樣了……我對這飯店的熟悉度也不一樣了…我

的人際關係也拓展了……所以這個時候呢…呃…我不只我的能力…還

有我整個外型跟我的外援…我都讓人家看到我這樣能力的時候呢…我

認為我進入到一個…我已經知道我有哪一些東西了……

小結：

（一）時機

指對餐飲部的工作領域已有完整的瞭解與熟悉，基礎知能已養

成，進入管理階層，廳主管階段，開始發揮潛能與自我表現。

（二）職務角色

廳經理或廳副理。

（三）職能強化需求

依據影響因素及爲達成發展任務，所需的職能有：職能開發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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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培訓，以培養管理、領導、溝通協調的能力，並透過自我學習、良

好人群互動促進職涯成長。

（四）任務

負責餐廳的經營管理，發揮管理、領導、溝通協調的能力，並追

求職涯專精與成長。

（五）影響因素

此階段受訪者工作轉換的原因最主要是為了：1.學習成長（如藉

由工作轉換以經驗不同性質、型態的工作或獲得新的歷練而成長，以

磨練自己當主管的能力）。2.升遷。3.飯店規模資源與名氣、形象。

4.成就感（工作挑戰性的成就感）。

其次個別原因有：工作倦怠（如 a10 因工作很忙，又無法突破，

情緒枯竭，感到自己不斷的被掏空而中斷工作休息）、工作轉換觀（如

a15 認為工作一段時間一直沒變化就該轉換了，若不跳出去，就永遠

升不上去）、組織文化（如 a12 認為組織文化不良，讓員工感覺無發

展性）、結婚（如 a12、a13 因結婚居住地點改變而換工作）、薪資（如

a01、a10、a15 薪資增加是工作轉換的外在激勵因素）、個性（如 a01、

a12、a13，因個性而影響工作轉換）。

另外，行業發展時機仍扮演提供工作轉換機會的角色。（詳見附

錄 8受訪者各階段工作轉換原因）。

TEXT: a01.a01.txt (371/378)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專業潛能開發期.轉換影響因素可再被操練.

中階主管能力 (G:100)

..離開的原因是因為我在那邊沒什麼成長，只是不停的做，但…。

在××…我是覺得...因為我第一次在××飯店的前檯做過，所以我知道

他的 SYSTEM，所以我很樂於去…再被操一操這樣子。……….我覺

得那邊可以讓我扎實，很多基礎應該要會的功夫，所以我重新再回來

，重新再把副理重新 polish 一下，….

TEXT: a01.a01.txt (397/401)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專業潛能開發期.轉換影響因素升遷.薪資.工作

內容可發揮 (G:100)

…..我那時候當副理…那時候因為××找我去做餐飲部經理，那我就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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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薪水多非常多，…，那然後又管四個餐廳、兩個廚房，那我覺得哇

這可讓我好好去發揮，那當然我去了那個俱樂部，我也學了非常多的東西..

TEXT: a06.a06.txt (427/432)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專業潛能開發期.轉換影響因素升遷、飯店規

模資源、主管及人事舊識熟悉 (G:100)

G：評估的點，第一個職務是餐廳經理，這是我過去沒有經歷過的職務

。我也知道這個飯店規模很大，….那他的總經理也是從前我在××飯店

的總經理…很多過去的主管都在這裡任職，…..

TEXT: a10.a10.txt (2220/2222)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專業潛能開發期.轉換影響因素工作倦怠(G:100)

B︰那後來就剛好因為，其實在我們這個行業很多人都是不斷的尋找，

想要突破，在一段工作倦怠期的時候就想要逃離…

TEXT: a12.a12.txt (809/810)

CODE: 組織文化.不良的組織文化.讓員工認為沒什麼發展想離職(G:100)

J：嘖…就覺得…當然我覺得…應該怪××飯店啦…他不是一個好飯店…

我覺得留在這邊沒什麼發展…很 local、沒管理、派系鬥爭強、不人性，…..

TEXT: a15.a15.txt (924/930)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專業潛能開發期.轉換影響因素飯店形象、管理

制度、知名度 (G:100)

J:我 care 環境…工作環境…錢基本上不要差太多…我對錢當然還是重視

…因為我不可能讓自己陷於這種困難…但是只要 OK就可以了……但是

… 這個工作環境啊…我會比較重視…還有人..其實就是…他一個飯店的

管理制度跟知名度…他的知名度就可以顯現他的管理….

TEXT: a15.a15.txt (1014/1022)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專業潛能開發期.轉換影響因素,工作轉換價

值觀的轉變 (G:100)

J:因為我…我有種感覺啦…就是在台灣目前的社會來講…之前我們待

很久會受人家的一種尊重…現在的人待太久會被稟棄…不會被尊重…

…現在人都是這樣子的…企圖心到一個程度的時候，他覺得我這家公

司我已經差不多，我要準備去另外一家了…就這樣子跳上去…對…以

前的想法你要做越久才會有發展…現在是說如果你不跳出去，你就永

遠升不上來..

特別值得一題的是升遷這個因素，受訪者中有半數在此階段未轉

換工作職場，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在組織內藉由不斷的水平與垂直的工

作轉換而有升遷及學習成長的機會，而此階段有轉換職場的人主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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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學習成長及感到升遷受限或能夠升遷而轉換職場，可見升遷及

學習成長對此階段的職涯發展是很重要的，而此階段的學習成長和組

織培訓、與主管的互動又有密切的關係，如輪調訓練、國內外研習或

訓練等的組織培訓可增加中階主管的領導、管理能力，而要獲得這些

訓練就需和直屬主管有良好的互動，受其肯定，才能獲得栽培的機會。

五、自我發揮期：對公司展現自我貢獻力，潛能充分發揮期

此時期是指帶人做事更加熟練，自我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得以傳

授經驗，對組織展現自我貢獻力的時期。並進一步追求更加明確、更

高層次發展，追求自我實踐能力的成長，以利下一階段的職涯發展。

此階段為餐飲部門高階主管階段，職務角色隨飯店背景、性質的

不同而略有差異，包括餐飲部協理或總監、副協理、餐飲部經理等。

由於需負責飯店整個餐飲部門的經營管理與業績表現，需發揮更高的

領導統馭、協調衝突與統整管理的能力，將自己的潛能充分發揮，以

展現對公司的貢獻力，並能將經驗傳承給下屬。同時，為了追求自己

更明確的未來職涯的發展，仍要不斷自我學習，尋求職能更大的開

發，使自己的自我實踐能力成長，以便能完成更大的自我發揮、自我

實踐的境界。

TEXT: a01.a01.txt (701/703)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現在 (協理, 總監).對公司有所貢獻 (G:100)

…..健康絕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可是你要講說，我在這個位置上

我沒有貢獻的話，我覺得我就應該下台了，不用在那邊狗延殘喘，…

TEXT: a03.a03.txt (1541/1544)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傳授自己的經驗(協理) (G:100)

……，所謂人可以造成任何事情的發生，ＯＫ，而且直到現在我可以去

傳授這一套，我可以去傳授這一套歷練給下位，我的接班人也好，徒弟

們也好，我可以傳授這一套東西，….

TEXT: a03.a03.txt (789/793)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現在(協理, 總監).對公司有所貢獻 (G:100)

Ｄ：還有就是說，對我來講，對我來講說我可以貢獻些什麼？就是我覺

得在××飯店的同事們常常會覺得說當我在做時, I’m somebody，……我

可以做什麼？我可以為這個公司付出什麼？常會這樣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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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15.a15.txt (1947/1950)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潛能若沒獲得更高開發就會產生瓶頸 (G:100)

…為什麼這個瓶頸一直握著我…為什麼…因為這個環境一直沒有改變

……因為這個環境一直沒有在 Develop me…一直沒有再更高開發你…

你會覺得…(停頓)…你沒有學習到什麼東西…所以你就再轉跑道..

TEXT: a08.a08.txt (1949/1953)

CODE: 未來職涯規劃.向上升遷.升遷總字輩需要再學習再成長(G:100)

….當協理的條件跟當總經理條件是…不一樣的。那自己還有很多地方

…需要去學習，那當然希望有一天…可以再成長喔，再…再有所升遷

，但是現在…我自己知道大概有哪一些需要去補足的空間啦，那…這

個需要…再努力啦。

小結：

（一）時機

指自我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展現對公司的自我貢獻力，部門主管

階段。

（二）職務角色

餐飲部協理或總監、副協理、餐飲部經理。

（三）職能強化需求

依據影響因素及爲達成發展任務，所需的職能有領導統馭、協調

衝突與統整管理，追求自我能力成長。因此需要飯店管理人的組織培

訓，以及不斷自我學習、與總經理或業主(老闆)的良好人際互動。

（四）任務

負責整個餐飲部門的經營管理與業績，領導統馭、協調衝突與統

整管理，並追求自我實踐能力的成長。

（五）影響因素

此階段僅三位受訪者未轉換職場，僅在同一公司內或不同分店間

垂直或水平轉換工作。而有轉換職場的受訪者，其轉換原因最主要是：

1.學習成長：藉由工作轉換，增加籌備及開幕飯店的經驗或不同

飯店經營型態的經驗，以提升自我實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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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主管的互動：如和總經理或業主的價值觀或經營理念不契

合、業主或總經理干涉對員工的管理方式。

3.成就感：若工作的挑戰性大或工作更能自我發揮，較會為此而

轉換工作。

4.升遷：高階主管尤其擔心向上發展受限，因此更需要組織培

訓，給予更高的職能開發機會，如跨部門訓練、飯店管理人訓練等。

5.主管角色：如總經理處事不公平或能力不夠，不足以讓人信

服。且此階段最需要業主或總經理的支持、充分授權、信任與肯定，

才能充分發揮。

6.公司經營發展的穩定性：若公司財務週轉有問題，會讓人感到

不安定而離職。

7.飯店規模資源與名氣形象。

其次個別因素有：家人關係（如 a01、a04、a09、a11爲了照顧

家人或增加家人相處機會而轉換工作）、工作壓力、工作挫折、工作

倦怠（如 a10 感到工作壓力很大，公司卻不體恤員工需求，需要人力

資源卻不給予添加人力，需要進修卻不准予進修，讓人感到很挫折且

有被壓榨、被掏空的感覺。又如 a14，因工作單位的調動，由大單位

調至小單位，感覺被懲罰、不被主管肯定而生挫折，）、社會環境事

件（如 a11，因 921 天災，感到珍惜家人的重要而思考自己的工作意

義）、同事互動（如 a11，認為同事間相處若被排擠，會產生離職念

頭）、組織文化（如 a12 認為組織文化不良會讓員工感覺無發展性）。

（詳見附錄 8受訪者各階段工作轉換原因）

六、自我實踐期：潛能發揚光大，展現行業或社會的貢獻，職涯成熟

期

此時期是指自己的潛能能更高更完全的發揮，達成實現自我理

想、自我實踐，並能經由顧問與輔導角色，傳承與分享經驗給下一帶，

以展現對行業或社會的貢獻。以實際職場上來說，是指能跨越餐飲部

門，擔任其他部門的高階主管，或是具有跨區域、跨國際的不同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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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主管的歷練，讓自己能更多元發展，思考能更多面、穩重、圓融，

以利擔任總字輩職務角色，負責整個飯店的經營管理，發揮統合統整

的能力，達到自我理想的實踐。而這樣的發展機會必須要能獲得業主

(老闆)或董事長的提拔才有可能，或藉由客人的人脈推薦或挖角而獲

得機會。

TEXT: a15.a15.txt (1931/1934)

CODE: 職涯發展的分段.潛能發揮發揚光大期.更了解自己更能掌握與

實踐自己 (G:100)

J：對…讓潛力發揮……潛力發會出來的時候呢…你會比較清楚…就是

說你可以做哪些…你更可以掌握哪一些事情是你可以做好的….…當潛

力發揮的時候你會更了解你自己……

TEXT: a02.a02.txt (706/712)

CODE: 未來職涯規劃.繼續做顧問(退出飯店後)提供行業貢獻 (G:100)

a02：……不過因為，我覺得，現代的人來講都比較工作的時程會比較久

一點，或許我也許可能，也許做這個餐飲業或是做顧問的工作，做一些

consultant 的工作，反正也是在這個產業裡面，希望能夠去，呃…能夠去分

享我的經驗，呃我覺得這大概就是我的目標吧！

TEXT: a14.a14.txt (2127/2132)

CODE: 未來職涯規劃.不同區飯店間接受不同挑戰接觸不同型態的本

土飯店, resort (G:100)

J：嗯…對，然後我覺得我可以在…我可以做本土一點的..我…其實我

有點想要…接觸一下就是…這種中型的飯店…大概就像這樣子的…大

概 2、3 百多個房間的…2、3 百個房間，甚至一百多個房間的…這種…

現在流行，現在 resort 很受歡迎嘛

TEXT: a15.a15.txt (16/18)

CODE: 未來職涯規劃.教書(退出飯店夜後).分享經驗 (G:100)

….。同時，表示未來的生涯規劃也有一途是到學校教書，將專業經理

人的經驗傳承下去，讓學生在進入職場之前有較正確、清楚的認識與觀念。

TEXT: a12.a12.txt (1241/1244)

CODE: 未來職涯規劃.向上升遷.升遷總字輩. 實踐理想. 要和董事長充

分配合 (G:100)

J：我一定想升總經理…為什麼…你可以去實踐你的夢想…而這個總經

理是跟董事長配合…非常好的一個總經理…對不對…所以我覺得總經理

是我人生規劃的中間，非常重要的一個…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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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機

指潛能發揚光大，達成實現自我理想、自我實踐，並能展現對行

業或社會的貢獻。

（二）職務角色

總經理、副總經理。

（三）職能強化需求

依據職務角色需加強統合統整的經營管理能力，因此需要跨部

門、跨飯店的組織培訓，不斷的自我學習，與業主(老闆)及客人的良

好人際互動。

（四）任務

負責整個飯店的經營管理，顧問與輔導，對行業或社會有貢獻。

（五）影響因素

由職務角色及任務推測，最可能的影響因素應是業主(老闆)的提

拔、與業主(老闆)的互動。

因本研究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自己還沒達到發揚光大期或成熟

期，這個時期正是他們未來職涯要追尋的，其未來職涯發展大多期望

能再向上升遷為總經理職位。因此這個時期實際上有哪些因素會影響

職涯發展？則有待後續研究再深入探討。

綜合以上對受訪者各發展階段工作轉換原因（可詳見附錄 8及附

錄 10）的歸納分析與詮釋可知：

（一）從基層到高層，每個階段都被受訪者重視而影響其工作職

場轉換的因素有：自我學習成長、升遷、飯店規模資源與名氣形象、

人群互動（包括主管角色、主管互動），而行業發展時機一直扮演提

供轉換機會的角色。由此也驗證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的職

涯發展可說是個人學習成長的歷程。

（二）自我學習成長、升遷、主管角色三者間有相互影響關係存

在。如主管的支持與肯定有利於人群互動，人群互動良好可提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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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氣以及獲得組織培訓機會，主管的肯定也可增加組織培訓的機會，

進而促進業績表現及成就感而有利升遷。組織培訓本身也可視為是一

種學習成長，學習成長的成果會影響與主管的人群互動以及提高業績

表現，進而影響升遷。升遷後的職務經驗又促進更高的學習成長，且

個人的職務角色的變遷，累積成個人獨特的工作年資與經驗，也影響

與主管的互動內涵與程度。

雖然受訪者抱持的從業態度是積極的準備觀，且對基層的職涯發

展建議不要躁進，要先準備好自己，所謂先埋首後抬頭，但是畢竟升

遷也代表主管對自己工作表現的肯定，是個人工作成就感的實質激

勵，也是自己潛能可以進一步發揮的機會，因此，縱使不躁進，但若

出現升遷不公平或升遷困難，組織中又缺少其他正面因素的誘因出

現，則非常容易產生離職行為。

（三）家庭環境對職涯發展的影響隨發展階段的不同，影響的內

容也有不同。在基層階段是受原生家庭環境中父母期望、父母的工作

價值觀及家人激勵而影響工作的選擇及工作態度，中高階階段則是受

結婚、家人相處與家庭照顧等生殖家庭環境的影響，與一個人的家庭

生活週期似乎有所呼應。

（四）本研究也發現工作轉換影響因素的趨勢，愈是在基層，工

作轉換愈受到清楚自己的行業志向、自我學習的工作領悟力、工作本

身特性、薪資、社會對行業的價值觀等因素影響。愈往高階發展，愈

受成就感、與主管價值觀契合、與主管互動的影響。因此，在基層時

就需養成熱忱、積極的從業態度。

（五）工作轉換影響因素也因工作背景的微差異而有不同。本研

究受訪者中十三位是餐飲部外場出身，僅一位是餐飲部內場出身，外

場出身的受訪者職涯發展歷程較重視人際互動與工作樂趣,而內場出

身的較重視專業知能、成就感，但兩者都很重視個人特質以及從業態

度。在個人特質上，內場出身的受訪者較強調好勝心、堅持性、主動

自我要求，而外場出身者較強調熱情、樂觀、喜歡與人接觸。

玆將以上各發展階段及影響因素簡要歸納於表 4-3，並圖示如圖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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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職涯發展階段及各階段職能強化需求、工作職場轉換影響因素表
發展階段 入行前試探期 新進入期 紮根期 專業潛能開發期 自我發揮期 自我實踐期

實務技能（勞力） 管理（勞心）
職務角色 基層服務員、助理服

務員或學徒、三廚，
或打工、實習身分

基層服務員或三
廚；資深服務員或領
班、領檯

服務員、領班 廳經理或廳副理 餐飲部協理或總監、副
協理、餐飲部經理

總經理、副總經理

任務 認識行業、探索職涯
行業性向

熟悉飯店工作環
境，確認職涯行業性
向，養成正確從業態
度，學習基礎技能

確定工作領域志向，重點
在熟悉及求知，熟悉工作
核心內容，學習不同事
務，紮根專業及技能，建
立個人工作資料檔案
（profile），建立信心自我
效能。

負責餐廳的經營管
理，發揮管理、領導、
溝通協調能力，追求自
我表現、職涯專精與成
長

負責整個餐飲部門的
經營管理與業績，領導
統馭、協調衝突與統整
管理，潛能充分發揮，
對公司展現自我貢獻
力，追求自我實踐能力
成長

負責整個飯店的經營
管理，顧問與輔導，潛
能發揚光大，對行業或
社會的貢獻，達到職涯
成熟

職能強化
需求

自我學習與成長、啟
發從業態度與行業
興趣、瞭解行業性質

自我學習，不斷發現
工作樂趣，培養工作
熱忱，清楚自己的行
業性向

自我學習與成長、教育訓
練；工作熱忱、努力踏實
的從業態度

自我學習、職能開發的
組織培訓、人群互動

自我學習、更高的職能
開發的組織培訓、人群
互動

自我學習、跨部門、跨
飯店的組織培訓，人群
互動

影響職場
轉換因素

影響受訪者選擇飯
店業打工、實習或兼
差的因素：家庭經濟
環境、個性、薪資報
酬、飯店的光鮮外表
的形象。

影響職涯起始職場
選擇的重要因素：入
行前工作經驗、組織
背景、教育背景、自
我成長需求、國外生
活經驗、個人個性、
家人意見以及瞭解
行業性向等因素。受
訪者留在原職場的
主要原因：工作有變
化，能發現工作樂
趣、具工作熱誠以及
有學習成長。受訪者
認為離開職場的影

就受訪者本身的經驗，影
響工作轉換的因素有：學
習成長（每位轉換者均重
視），較受重視的有升
遷、飯店規模資源與形
象、薪資、主管角色，其
次有飯店的穩定性與發
展性、家人的影響（父母
的期望）、清楚自己的工
作志向、工作本身特性
等。
就受訪者在工作中處理
的基層員工的離職原因
還有：組織培訓與教育訓

就受訪者本身的經
驗，影響工作轉換的因
素有：學習成長、升
遷、飯店規模資源與名
氣形象、成就感，其次
是薪資、個性、工作倦
怠、組織文化不良、結
婚、行業發展時機等。

就受訪者本身的經
驗，影響工作轉換的因
素有：學習成長、與主
管的互動、成就感、升
遷、主管角色、公司經
營發展的穩定性、飯店
規模資源與名氣形
象，其次有家人關係
（家人照顧）、工作挫
折工作壓力、社會環境
事件、同事互動、不良
組織文化等。

推測最可能的影響因
素應是業主(老闆)的提
拔、與業主(老闆)的互
動，有待後續研究探
討。



202

響因素：無法承受工
作的辛苦、對行業的
負面形象感受、速食
金錢價值觀、不清楚
自己的行業性向

練制度、缺乏成就感、工
作壓力、速食金錢觀、行

業發展時機等。

由表 4-3 可知，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的整體職涯發展歷程可分為入行前試探期、新進入期、紮根期、

專業潛能開發期、自我發揮期、自我實踐期等六個階段，每個階段有不同的職務角色及發展任務，為達成發展任務，

每個階段有不同的職能需求，當前一階段的職能發展成熟則可進入下一發展階段，但每個階段的前進受到許多因素

的影響正向影響因素可促進職涯的前進而負向影響因素則會造成職涯停滯、離職或工作中斷，甚至職涯發展不前反

倒退的現象。玆將職涯發展歷程圖示如圖 4-24。

傳承、貢獻

停滯、轉換或中斷

停滯、轉換或中斷

停滯、轉換或中斷

停滯、轉換或中斷 停滯、轉換或中斷

圖 4-24 職涯發展階段圖

入行前試探期

新進入期

紮根期

專業潛能開發期

自我發揮期

自我實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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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總結

本研究紮根於受訪者的訪談逐字稿，進行資料的陳述、詮釋、歸

納與分析，從中獲知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的職涯發展是自

我實踐、自我學習、自我認知發展的過程，也是一連串工作轉換的歷

程。整個職涯歷程可分為六個階段，三個劃分階段的關鍵職務角色，

每個階段內及階段間的工作轉換是水平、垂直並存，螺旋迂迴而上的

發展軌跡。

在準備觀、適配觀及終生職涯主義觀的工作價值觀下，所展現出

的職涯發展現象有：

1.多重軌跡及雙職類並存的職涯發展現象。

2.自我管理與自主性的、多變的職涯現象。

3.高階主管的再向上的職涯發展存在職涯高原的危機。

4.餐飲部門對女性普遍存在偏負面的性別角色觀，而使女性的職

涯發展呈現水平及垂直隔離現象。

5.生殖家庭對女性職涯發展而言可能是阻力，但對男性而言卻是

助力。

6.整體而言，影響職涯發展的因素是多重情境的，包括個人特

質、家庭環境、教育背景環境、國外生活環境、組織環境以及行業發

展環境等情境因素。其中人格特質和每個階段的發展都有關，從業態

度是職涯發展的首要因素。而教育背景及國外生活經驗兩者對職涯起

始點及升遷具有交互加成作用。組織環境，無論內在環境或外在環

境，對個人職涯發展均有重要的影響，其中主管角色、工作本身特性

影響很大，尤其主管角色，對組織文化、人群互動、組織培訓、適配

度、工作業績表現、成就感、工作滿意度、工作挫折及工作瓶頸等均

有直接的影響力。另外，「養成在國際，發展在本土」充分說明了飯

店組織背景對職涯發展的影響。而行業發展時機、社會價值觀及社會

變遷等均對職涯發展有不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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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作成就感、工作樂趣及人群互動是促使受訪者在行業持續

發展下去的最大動力。

除此三大動力（工作成就感、工作樂趣及人群互動）外，還有積

極的從業態度、人性的組織文化、好的組織培訓、薪資以及升遷等影

響個人自我效能提升與產生組織承諾，願意繼續留職，發揮自己、為

組織貢獻的職涯發展的關鍵正向影響因素。所以，可以說，飯店業餐

飲部門是經驗學習的世界（自我學習經驗累積、組織培訓很重要），

是態度的世界（重視從業態度），是服務人群的世界（人群互動很重

要）。

工作不滿意、工作壓力、工作挫折、工作倦怠、工作瓶頸是讓員

工產生離職意念，影響職涯發展的關鍵負向影響因素，尤其工作倦怠

和工作瓶頸更是直接導致離職行為。五個關鍵負向影響因素是在社會

大環境的直接與間接影響下，由個人特質、從業態度、工作本身特性、

人群互動、主管/業主(老闆)角色、公司發展性、組織文化、升遷不

如預期、業績表現、缺乏成就感、缺乏自我成長、價值觀適配度等因

素直接影響而產生的。

從微觀來看，每個階段的影響因素有趨同性及殊異性。趨同的影

響因素有學習成長、升遷、飯店規模資源與名聲形象、人群互動（包

括主管角色、主管互動）。此外，各階段工作轉換影響因素的趨勢是

基層的工作轉換愈受到行業志向、自我學習的工作領悟力、工作本身

特性、薪資、社會對行業的價值觀等因素影響，愈往高階發展愈受成

就感、與主管價值觀契合（主管互動）的影響。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人員的整體職涯發展歷程依職能發

展程度可分為入行前試探期、新進入期、紮根期、專業潛能開發期、

自我發揮期、自我實踐期，共六個階段，三個劃分階段的關鍵職務角

色：領班、廳經理、協理。與 Super（1984）的職涯階段最大的不同

是沒有衰退期，因受訪者抱持終生職涯主義觀點，認為職涯發展應永

無退休之日。

另外，每個階段都涵蓋不只一種職務角色，因此階段內及階段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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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會因職務角色的變化而產生工作的轉換，而整個職涯發展階段未必

是直線前進的，隨著工作的轉換方向，有向前或向下一個階段逐漸邁

進，也有的維持在同一階段，甚至會倒退發展，因為前一階段的職能

生疏了或不夠成熟而需倒退或維持在同一階段。所以，每個人的發展

速率是不同的，而且每個階段的速率也是不同的，因人、因職能需求

而有彈性的發展。


	第一節職涯發展的意涵
	第二節職涯發展的觀念---工作價值觀
	第三節職涯發展現象
	第四節職涯發展影響因素
	第五節職涯發展階段與各階段影響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