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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
職涯發展模式之建構

本章主要分兩部分，其一是針對研究結果進行整體性的深入討

論，其二是進一步分析職涯發展重要影響因素的動態關係，將眾多影

響因素予以統整及有效的精簡，以建構出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

人員之職涯發展模式。

第一節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圖像

一、職涯發展的意涵：職涯發展是學習成長、自我認知統整與自我實

踐的歷程

職涯發展是一種複雜的人類適應環境的行為，我國國際觀光旅館

餐飲職涯的發展可分為兩類，一為外在客觀的職涯發展，是指一連串

工作職務、職位、職場的轉換歷程，另一為內在主觀建構的

（subjective narrative）職涯發展，是指自我實現

（self-realization）、學習成長（growing experiences）、自我認

知（self-cognition）的連續發展過程。整體職涯發展歷程從入行前

的行業試探，然後新進入職場成為正職人員，在自我瞭解、自我期許

與職場環境瞭解的交互影響下，隨著職務及職能的發展，逐漸確認及

調整自己的工作志向，在職場中不斷的自我學習與成長，經由不同的

職位、職務與職場的轉換或組織培訓，歷練與養成自己，累積經驗與

實力，培養職涯能力，逐步向上升遷，追求更高更好的自我發揮，並

對自我的需求與認知愈趨明朗化，最後達到自我實現、自我統整的最

高境界。自我實現依馬斯洛動機需求階層就是自我需求的最高層次，

自我統整就是在情境中（context）客觀自我與主觀自我的自我認知

覺察與統整。

本研究對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的意涵大致與金

樹人（1997）、DeSimone & Harris（1998）、Schein（1978）、Pietrofeso

& Splete（1975）、Savickas & Lent（1994）以及 Chen（2003）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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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Schein 認為職涯發展分為外在職涯及內在職涯兩個層面，是個

人進入組織後個人的職涯發展需求和組織環境兩者間的互動結果。金

樹人與 DeSimone & Harris 認為職涯規劃是一種自我認知控制，是個

人依其需求擬定職涯目標及規劃出達到目標的手段或途徑，使職涯發

展得以滿足的自我認知藍圖，是一種個人的主動性行為。Pietrofeso

& Splete 認為職涯發展是終生的歷程，是個人自我概念與心理、生

理、社會、物理等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Savickas & Lent 認為職涯

發展是複雜的適應歷程，且這個歷程式是自我組織的，是個人主觀的

內在建構。Chen 也認為職涯發展是主觀的建構，是在情境脈絡下個

人經驗成長與自我實現的過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

的意涵可說是各家學者觀點的綜合展現，包括外在職涯/客觀的工作

轉換以及內在職涯/主觀的自我認知統整，且在個人與情境脈絡的調

適與交互作用下，建構個人的成長與自我實現。

二、「準備、適配、終生、轉換」的多元職涯發展觀

從業態度是各行各業都非常重視的就業條件，由於行業性質的不

同對從業態度的內涵也有所不同。本研究結果認為從業態度是職涯發

展的關鍵要務，是指工作的態度，包含工作熱忱及興趣、敬業精神以

及個人對工作或行業的價值信念。其中價值信念包括，「先埋首後抬

頭」、「一步一腳印」、「努力踏實」的準備觀，「沒有好不好，只有合

適與否」、「沒有公平與否，只有接受與否」的適配觀，退而不休的終

生職涯觀，以先準備好自己（get ready）為前提的轉換的工作觀。

本研究結果顯示，影響個人職涯發展的工作價值並非一元主導

的，而是多元的，有準備觀、適配觀、終生觀以及轉換觀，且都受終

身學習的影響，職涯的目標未必只在物質上的報酬與薪資，追求內心

的成就感與成長更是現代人重視的，且由於生理年齡的延長，許多人

在法定退修年齡六十歲以後再創事業第二春，甚至抱持終生工作觀，

以職涯發展為志業，貢獻服務，不輕言退休。

在某些工作價值觀的實質內涵上，本研究與過去文獻（DeSimone

& Harris, 1998；Burgess, 2002；Hall & Moss, 1998）有些許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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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國外文獻所指的轉換的職涯觀（transitory career concept）

是為了追求工作性質的多變化性及獨立自主性。本研究受訪者也認同

轉換的工作觀，除為了避免工作性質的例行化及展現個人主導的職涯

發展外，更認為工作轉換可達到充實歷練、幫助升遷及應付工作挫

折、工作瓶頸的窘境，但特別強調要以準備觀為前提，才是正向功能

的轉換。由此可見，「準備觀」是我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

涯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工作哲學，在國外文獻中並未特別被

強調，這或許和民族性有關，我國一向較尊崇沉穩內斂、養精蓄銳、

蓄勢待發的處事哲學，而不欣賞毛躁、過分主動追求表現的態度。

三、非傳統的職涯發展現象：多重、多變、自主性、動態、跨越系統

的職涯發展

在多元的職涯發展觀下，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

部門人員職涯發展與國外文獻（DeSimone & Harris, 1998；Burgess,

2002；Hall & Moss, 1998）有相似的新職涯發展現象：

（一）職涯發展軌跡是多重的（multiple careers）。整個職涯

發展歷程是垂直、水平並存，螺旋而上的多重軌跡，而非單一的直線

軌跡。且存在雙職業的職涯發展現象。

（二）從基層發展至高階的歷程，大多是由個人自我管理，自主

性的流動於不同職場間，呈現多變的（protean career）職涯現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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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contexts）

影響，且由圖 4-18 及 4-23，可看出影響因素間是動態的（dynamic）

模式，是具交互作用及跨越系統（boundary-less）的，呈現蜘蛛網

般的脈絡，各因素間彼此交錯影響職涯發展。

由上述職涯發展的意涵、發展觀及發展現象可看出，國際觀光旅

館餐飲部門人員的職涯發展具有連續性、動態性、主動性、統整性與

階段性等特性。

連續性是指職涯發展是一長期連續、終生發展與適配的歷程。



209

動態性是指職涯發展是自我認知與職場情境交互作用的結果，也

是個人工作志向、需求、目標與組織職涯管理（組織培訓）互動的結

果，以及工作轉換是多重情境下跨越系統的動態發展，非靜態不動的。

主動性是指職涯發展是主動的自我要求與自我學習的過程與結

果，無法由他人強迫發展的。

統整性是指職涯發展是前後有關聯、個人自我與環境相關的，應

由整體的系統觀來綜觀一個人的職涯。

階段性是指職涯發展依職能學習的程度可分為六個發展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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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由於職涯發展的影響因素是跨越系統、無疆界

（boundary-less）的特性，Arthur（1994）以及 Jones & DeFillippi

（1996）認為個人就須具備下列職涯發展的能力：1.know why，了解

自己的動機、需要。2.Know how，知道自己需掌握的知識、技巧，以

達職涯發展目標，包括行業特殊知能（firm-specific knowledge）

及行業轉換知能（firm-transfer ability）。3.know whom，瞭解職

業的人際脈絡。4.know what，瞭解業界的就業機會、威脅及必要條

件。5.know where，瞭解地理、文化的限制。6.know when，時機的

掌握能力。

本研究結果也與 Arthur 等人有相同的看法。國際觀光旅館餐飲

部門高階主管的職涯發展歷程本身就是一個自我學習與成長的歷

程，在面對多變的（protean career）、動態的職涯，個人必須要有

自我反省、自我學習及適應環境的職涯發展能力，包括清楚自己的行

業志向、觀察與學習以養成各階段所需的職能、注重良好人際互動的

建立，以及瞭解市場、掌握資源與機會的能力。

四、「自我學習與成長」對職涯發展的影響漸趨重要

本研究發現，「自我學習與成長」在每個職涯發展階段都是一個

顯著的影響因素，這在幾年前的國外的餐旅職涯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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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kin,1996、2000、2002；Finegold, Wagner & Mason,2000；

Gustafson, 2002；Birdir, 2002）仍較少被提到。

最近一年，Taylor & Walsh（2005）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餐旅相關

行業管理階層的職涯管理是主動且積極的，追求具挑戰性與變化性的

工作，以提供自我成長的機會，取代了過去尋求工作的穩定性。同時，

職涯中他們最珍視和人接觸、成長機會、持續學習、不錯且公平的薪

資報酬，其中職涯成長及對組織有貢獻是最大的工作動機，而工作具

挑戰性是最可避免導致離職行為的因素。以上主動性、重視學習成長

與人群互動的結果與本研究結果相同。顯示無論國內外，「自我學習

與成長」對個人職涯發展的影響與日遽增，漸趨重要。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特別強調自工作情境中主

動學習與成長，蓋因飯店業接觸的環境變化性大，且隨著職位、職務

的不同，工作內容及所需職能也都不同，因此因著發展的變遷隨時都

要主動觀察與學習。學習本身提供了更多的成長機會，成長也代表學

習到更多的東西，自我學習與成長是縱貫整個職涯歷程的，不僅是職

涯發展的整體寫照，也是影響各階段職涯發展的重要助力。

五、X世代的職涯觀表現

Tulgan（1997）指出，過去屬於嬰兒潮世代出生的人（baby

boomer,1945-1962 出生）對 X世代（1963-1979 出生）的人有著錯誤

的觀念，認為 X世代的人較懶散，但他的研究結果卻認為，X世代的

人的職涯觀有下列特色：

（一）不僅追求工作保障和金錢，更追尋一些能幫助他們下一個

工作發展順利的技能，所以 X世代的人忠誠度較低。

（二）表現在外的工作態度是「對自己的發展的認同大於對組織

的認同」。

（三）職涯管理方式是由個人自我管理，而不靠組織的職涯管理

策略，且在不同的組織中尋求新的工作，視組織為個人成就的媒介，

若在組織中無法感到成長及價值，個人就不願再擔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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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一世代的人也認為成功是依自己的成就而來，較少會因

組織的成就或組織中其他成員的成就而感到成功。

本研究受訪者的年齡分佈有九位是小於 43 歲，屬於 X世代，所

展現的職涯現象與 Tulgan 所說的相似，重視自我實現、學習成長、

自我價值與成就感，也是自我主導的職涯發展。但不同的是，本研究

屬於 X世代的受訪者未必對組織忠誠度較低，如 a02、a03 從進入飯

店業至今未曾轉換過工作，而屬於嬰兒潮世代的受訪者也未必組織忠

誠度高，如 a01 常轉換不同組織，可見組織忠誠度不受時間變遷的影

響，較受個人特質及組織環境中的內在與外在因素的影響。

六、高階主管的升遷呈現職涯高原（career plateau）現象

本研究結果顯示，我國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的未來職

涯發展呈現高原現象，向上升遷的路徑是狹窄（narrow path），不但

機會有限（narrow path）且較無法自主，又具有高度被資遣的危機

與營運業績的壓力，此與我國國際觀光旅館的本土經營型態有關。

由於台灣地窄人稠，若組織未多角化經營或向國際市場進軍，則

飯店頂層的職位就是有限的，若再加上出資業主(老闆)本身非飯店業

出身，若私心聘用自己人為總經理，甚至干涉高階主管的經營管理決

策，讓高階主管無法發揮，感到挫折，則高階主管的向上升遷是很難

看到光明前景的。而國外的國際觀光旅館多為國際連鎖的專業經理人

經營管理模式，且高階主管可外派海外發展，較可拓展職涯，而不易

有職涯高原現象。

另外，本研究所發現的職涯高原現象正好可對李君如及吳政和

（2001）的研究結果「飯店中職務層級愈高者其流動意願也愈強」提

出合理的解釋。因為高階主管的未來職涯發展有高原現象存在，向上

升遷面臨瓶頸，因而藉由轉換工作的方式應對之，並期望轉換中獲得

更多不同的飯店的經營管理經驗或期望遇見伯樂（欣賞自己的老闆）

的機會，而能有更上層樓的發展。

七、高階主管呈現性別隔離現象，結婚、家庭對兩性職涯發展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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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根據學者Guy（1994）的看法，具有性別意涵的組織有四項特質：

男性主導的權威(male-based authority)、性別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s)、女性擔任助手角色(women as helpmates)以及性別特

質(gender ethos)，分別造成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玻璃牆

(glass wall)、黏糊地面(Sticky floors) 及地板暗門(traps doors)

等現象，而阻礙女性的工作生涯與發展機會。

本研究也得到類似的結果，女性在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以中階

主管以下的職位居多，而高階主管較少，飯店中女性高階主管多屬客

房、人事、或行銷業務部，而男性卻剛好相反，飯店餐飲部門基層男

性比例較少，愈往高階男性比例愈大，顯示飯店業餐飲部門高階職位

是男性主導的，且女性高階主管的職涯發展存在水平（即玻璃牆）及

垂直（即玻璃天花板）的區隔現象。此一結果與鄭建瑋、嚴沁蒂、江

旻珊（2005）的研究結果相似，也與國外 Burrell, Manfredi, & Rollin

（1997）、Li & Leung Wang（2001）的研究結果相同，再次證實「無

論國內外，餐旅職場女性職涯發展不公平」是不爭的事實。

追究造成此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則是組織中有性別刻板觀念存

在，尤其頂層主管或業主(老闆)普遍仍受性別刻板觀念影響，認為女

性是不耐操、不耐壓、不耐罵、不果斷、不配合、無大志、以家庭為

重的，這些負面的性別印象造成女性職涯升遷的阻礙。且父權社會思

想下，結婚、家庭照顧對女性的職涯發展而言是多重角色的衝突，往

往迫使女性放慢發展的腳步或放棄工作發展，對男性而言雖也造成親

子、家人相處的限制，但家庭的責任更加鞏固男性在工作角色上的專

一，對其職涯發展卻是助力，個人會因此而工作穩定性增加，且業主

(老闆)也會因男性有養家責任而給予工作重任，反而有利其工作的發

展。

上述這些性別刻板觀點大多是由男性受訪者所表達，而五位女性

受訪者也感受到行業中存在這些觀點，且認為對女性並不公平，她們

不認為自己是不耐操、不耐壓、無大志的，倒認為自己是具堅忍力，

也有職業抱負的，女性絕不是弱者。本研究女性受訪者對自我的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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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與 Hackett & Betz（1981）的研究結果不相同，Hackett & Betz

認為女性由於缺乏職涯自我效能，因此在工作中較無法實現其才能，

但本研究的五位女性受訪者反而大多能從工作中獲得成就感而對自

己的工作能力具有信心，甚至不認為比男性差。但多數女性受訪者卻

仍認同「女性較以家庭為重」，殊不知這個觀點正是造成女性多重角

色衝突及工作壓力的最後一根樑柱。

在面對行業中對女性存有負面的性別刻板觀念下，女性自覺很難

解構此觀念，大部分以要求自己加倍努力及尋找支持系統來應對。而

男性並不自覺自己存有性別刻板印象，將克服負面刻板印象的責任由

女性自己承擔，認為女性要瞭解職場中普遍對女性的看法，自我克服

或避免這些刻板看法，以改變主管的刻板印象，甚至可運用性別特

質，如外表、溫柔、親和的優勢使工作順利。這種表面看似有幾分道

理，實則是對女性的不公平，因為要改變一個在社會中存在已久的價

值觀何其困難，不應只靠女性單方面努力，而是要共同解構，男性也

應努力屏除心中對女性的性別刻板印象，以互為個體的角度看待對

方，不要戴著性別的放大鏡來檢視女性，如此才是公平理性的相處之

道。

八、展現專業職能發展的職涯發展階段

傳統的職涯發展階段多以成人發展的生理年齡或時間為劃分依

據，但本研究受訪者認為以職能發展程度及職務角色為劃分依據更為

恰當，較能和職位、職能的發展相呼應。整體職涯發展最終達到自我

實踐的職能發揮，共分為入行前試探期、新進入期、紮根期、專業潛

能開發期、自我發揮期、自我實踐期等六個職能發展階段。

本研究結果與張添洲（1993）依專業發展劃分的職涯發展階段有

些許的相似，但更為精細。張添洲將職涯發展分為四期：藝徒或新進

時期（apprentice）、成熟或專家時期（advancement）、資深或視導

時期（mentor/supervisor）、贊助或顧問諮詢時期

（sponsor/manager）。與之比較，本研究的職涯發展階段多了試探

期、紮根期、專業潛能開發期。本研究的自我發揮期相當於張添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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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時期、資深視導時期，至於贊助或顧問諮詢角色，除在本研究的

自我實踐期中展現外，更在自飯店職場退休後，本著終生職涯主義觀

繼續對行業貢獻，擔任傳承及顧問角色。

由此可推知，飯店業從新進入期到成為專家或開始能自我發揮的

時間確實比其他行業來得長，也就是基層到廳主管的時間很長。關於

這個現象，高階主管應加以反思是「必然」？還是「使然」？

若為「必然」，表示這期間確實有許多要學習之處，個人的職能

才得以成熟，如此則組織應多加強符合員工職能發展所需的培訓，讓

員工有所成長，並確實讓基層員工明瞭時間換取成長的意義，而不是

只為達到營業業績而要求員工不斷付出，以致無暇學習或失去嘗試新

職務的機會。縱使員工可自工作中主動地自我觀察學習，也需主管指

點迷津並給予激勵與啟發。

若為「使然」，表示是人為主觀造成或是升遷機會太少，由於基

層人數眾多而升遷有限使然。如此，則根據本研究發現，新進入期會

讓員工繼續留在職場的主要原因是工作有變化及工作樂趣，因此組織

應多花心思加強基層的工作內容的變化性，讓員工對工作保持新鮮、

有趣，並盡量給予關懷，如此才能留住好員工。

九、教育背景是影響職涯發展的助力

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可知，個人的教育背景與職涯起始點、工作

適應、管理階層時能力的發揮以及職涯發展的速率有關。學歷高（大

專畢業）、相關系科，尤其有國外工作經驗、國外飯店管理專科學歷

者，其職涯起始點明顯不同，不必從最低的基層做起，且晉升到中高

階主管所經歷的時間較短，有其利基存在。

（一）教育增加個人的文化資本

法國教育社會學者布爾迪厄（Bourdieu,1973）認為一個人所擁

有的資本大致可分為四種：經濟資本（如財產、收入、經濟利益）、

文化資本（如語言、思考與行為模式、價值與稟性）、社會資本（人

際或社會關係網絡）、象徵資本（如聲望、地位、權威）（引自邱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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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同時，布爾迪厄提醒要以經濟資本的形式來思考文化資本，

指出中上階級利用經濟資本來確保與增加其文化資本，以維繫或改進

在階級關係結構的位置，進而更促長其社會資本及象徵資本。而學校

是強有力的文化傳遞者，有助於社會結構的再製，進而使得階級結構

更加穩定。但低下階級在教育體系中往往是失利者，無法取得足夠的

文化資本，因此在階級關係結構的位置也是不利的。

本研究結果，教育背景、國外生活環境對個人職涯發展的影響，

充分反映出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對個人在職涯場域階層結構的再製

與穩固。受訪者中因家庭經濟因素而必須在高中職畢業後即進入職場

工作者，由於其經濟資本不足，使其無法繼續升學，在文化資本上造

成弱勢，而進入職場後又再製其原來的階級地位，從較低的基層職位

做起。反觀家庭經濟較好的人，可以追求高等學歷，甚至能出國，顯

示其經濟資本的不虞匱乏，而高學歷及國外的生活又累積、增加其文

化資本，尤其是國際觀及語言能力的資本，有利其職場階級結構的再

製與改善。

唯值得欣慰的一點是，飯店業的職涯發展不是學歷至上、學歷決

定一切的，反而從業態度、主動學習、人格特質以及社會資本對入行

後的工作發展影響更為重要，此乃受訪者認為教育背景僅為助力之觀

點所在，再加上飯店業若加強組織培訓，則可彌補文化資本的不足。

（二）高學歷對職涯向上發展的辯證

高學歷對於飯店業職涯發展的加分作用到底能高到何處？這是

近年來餐飲或旅館高等教育應思索的問題。嚴長壽（2005/07/04）認

為餐飲或餐旅教育應以教學內容取勝，不是以高學歷贏得名聲。本研

究受訪者也有類似的看法，如 a03，a10，認為這個職場的發展大專學

歷已足夠了，不一定要追求碩士、博士，反而是在職中不斷的藉著短

期的進修與學習充實自己，才能保持與市場變遷同步發展，對職涯更

為有利。

然而，國外也有另一派的辯證，Harper, Brown & Irvine（2005）

三位蘇格蘭的學者認為，現在高學歷畢業生越來越多，由於餐旅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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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同質性高，技能轉換力高也高，員工在不同公司間流動容易，因

此傳統垂直路徑的職涯發展受到挑戰（總經理的職涯路徑大多是由餐

飲部總監或副總經理升遷上去），員工改以周期性的工作變遷或策略

性的時間規劃在不同公司間移動，以求高職位，並擴大工作經驗。傳

統上，認為人格特質、實務經驗、領導能力等重於教育學歷，但現在

則認為應加強轉換的商業管理能力更重要，尤其是銷售與行銷、策略

管理的能力，而正式的高等餐旅學歷對管理知能的發展是有利的。因

此，現在新的職涯發展可能正在形成一種趨勢，具管理能力的高學歷

者是發展至總經理的捷徑。換句話說，學歷對職涯發展是有很大影響

力的。

台灣的高等餐旅教育蓬勃發展，正值兩種觀念交替之際，目前年

齡小於 35 歲的中高階主管可說大多為高等學歷，未來高教育程度的

員工勢必增加，對飯店業的組織結構及生態環境勢必會有影響而直接

衝擊職涯發展。

第二節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情境模式

～～發展軌跡是水平垂直並存螺旋而上的模式～～

～～發展情境是多元動態的生態模式～～

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的整體職

涯發展現象是符合現代職涯發展的發展軌跡，水平垂直並存、螺旋而

上的模式，以及職涯發展是多重情境的影響。本節主要針對多重情境

影響進行進一步的討論，以建構職涯發展影響因素的情境模式。

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提到，符合現代的職涯發展現象的職涯發展理

論是以系統觀（system approach）、情境觀（context approach）來

詮釋一個人的職涯發展。Chen（2003）認為職涯發展是情境概念化的

建構（context conceptualization），情境提供解釋個人經驗與行動

的背景資訊，是意義展現的重要元素。情境包括有形的（如工作地點、

週邊環境、設備）及心理的（如工作中的人際關係、管理型態、組織

氣氛），其狀況及條件會影響一個人的職涯發展，且情境具多重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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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情境的複雜性，有許多的變數涉入）、意義性（情境是透過人的知

覺對狀況所做的詮釋）、交織性（不同的變項常常同時存在，且彼此

交互作用，形成一種交織的關係），要以整體觀（holistic）來瞭解

情境。

由此可知，情境是指職涯發展的背景資訊，是影響職涯發展的因

素，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且彼此間具交互影響的關係。Chen 將情

境分為有形的及心理的，Vondracek, Lerner & Schulenberg（1986）將

情境分為個人的生理、心理發展層面，以及社會的（包括政治的及經

濟的）、物理的、文化的情境。Bronfenbrenner（1979）則將情境分

為微系統（micro-system）、中介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

（exo-system）及大系統（macro-system）四個多元層次，且情境間

是巢形結構，存在動態的關係。

一、整體職涯發展分為「組織承諾-留職」、「離職/工作中斷」與「職

涯發展各階段工作轉換」三個不同的情境模式

由第四章的圖 4-18 及 4-23 可看出，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

職涯發展影響因素是多元情境同時存在的，有個人、家庭、學校教育、

國外生活、組織環境與社會等不同情境，各情境的因素彼此交互作用

而形成交織的關係脈絡。同時，本研究發現影響個人「離職/中斷工

作」與「組織承諾-留職」的情境脈絡是不同的，因所呈現的職涯發

展現象為非傳統的單向直線模式，而是多次不同方向的工作轉換的模

式，故不能僅擇其一（離職或留職）來詮釋整體的職涯發展。而過去

的研究（Lam, Lo & Chan, 2002； Ladkin,2000、2002； Ladkin & Riley,

1996； Birdir, 2002； MacHatton, Dyke & Steiner,1997； Gustafson,

2002；Hinkin & Tracey, 2000；Woods & Macaulay,1989；曾倩玉，1995；

邵小娟，2000；潘亮如，2003；游旻羲，2003；洪啟方，2003；丁一

倫，2002；林英顏，1999；洪啟方，2003；游旻羲，2003；林瑜瑩，

2001）大多是僅擇其一探討影響離職傾向的因素，很少正向的探討影

響留職的因素，更少探討跨階段的工作轉換的影響因素，且都是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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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方式，選擇幾個變項，探討這幾個變項和離職傾向間的關係，

故無法看到職涯發展影響因素的全貌。因此，本研究分別從留職、離

職以及各階段工作轉換的情境脈絡進行歸納分析，將各影響因素依其

屬性進行歸類，以建構出較精簡有效又貼近真實的「組織承諾-留

職」、「離職/工作中斷」與「各階段工作轉換」的影響因素的情境模

式。

二、「組織承諾-留職」的影響因素情境模式

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影響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產生

組織承諾，願意繼續留下爲組織貢獻，發揮自己的影響因素有八個關

鍵的正向影響因素，及與關鍵正向影響因素有密切直接關係的八個前

置重要因素。分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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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遷等八個關鍵正向影響因素，以及個人特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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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八個前置重要因素。在此，

根據圖 4-18（見本研究第 161 頁），將此十六個重要因素及與其相關

的脈絡因素，依屬性進行歸類，以建立簡潔的留職影響因素的情境系

統。

由於學校教育指的是個人的學歷、科系等教育背景，故將之歸類

於個人情境中。國外生活是指個人有無國外讀書或工作的經驗，故也

將之歸於個人情境中。因此，圖 4-18 的各個影響因素依性質歸類如

下：

個人情境：包括個人特質（人格特質、個性、工作年資、生理狀

況、能力條件、人口變項）、個人教育背景、國外生活經驗、從業態

度（工作價值觀、行業興趣），以及自我學習、掌握機會資源等因素。

家庭情境：包括原生家庭環境（父母及家人對行業的看法以及其

工作觀點、工作背景）、生殖家庭環境（主要指結婚及與家人相處、

家庭照顧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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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情境：包括組織背景、組織結構、工作特性、管理制度、組

織培訓、薪資、主管角色等因素。

社會情境：包括社會價值觀、性別角色觀、社會環境變遷、行業

發展時機、法令政策等因素。

衍生情境：由於職涯發展是個人和各種情境交互作用的結果，因

此個人在組織中工作，個人和組織的調適互動中，個人情境和組織情

境會產生交互作用而形成一些衍生的影響因素，如組織文化、人群互

動、適配度、工作士氣、業績表現、工作樂趣、成就感、自我效能、

組織承諾及升遷機會等因素。同樣的，個人生活於家庭中，個人情境

和家庭情境也會產生交互作用而形成衍生的影響因素，如家人支持系

統。這些衍生因素對個人的職涯發展有直接的影響，本研究將之統稱

為衍生情境因素。

根據圖 4-18，本研究衍生情境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個

人情境和組織情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因素，包括人群互動、組織文化

和支持系統，第二層是經由第一層和組織環境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因

素，包括成就感、工作樂趣、適配度、業績表現以及工作士氣，第三

層是經由第二層和組織環境、個人環境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因素，包

括自我效能、組織承諾和升遷機會。

由於個人生活或工作於組織及家庭環境中，組織、家庭又存在於

社會環境中，因此個人、家庭、組織、社會形成一環環相扣的巢形結

構。外層的社會環境的各種法令政策、社會價值觀以及社會變遷等會

影響個人、家庭及組織。個人生活在家庭中及工作於組織中，個人和

家庭會相互影響，個人和組織也會相互影響，形成一個動態的關係。

由以上分析可發現，「組織承諾-留職」的影響因素可分類為個

人、家庭、組織、社會及衍生等五個情境系統，且各情境系統間不是

靜態的而是動態的，系統的結構是環環相扣的巢形，各影響因素間呈

現交織的（interweave）蜘蛛網絡，系統間彼此關聯且直接與間接的

影響個人的職涯發展。

若將本研究的情境系統與 Bronfenbrenner（1979）的生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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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可發現本研究「組織承諾-留職」的影響因素情境系統具備了

生態系統的特質。理由說明如下：

生態系統中的小系統是指各情境系統的最內層，與個體互動最為

頻繁且個體直接參與其中，立即直接影響個人職涯發展的環境，相當

於本研究的個人情境以及生殖家庭環境。

生態系統中的中介系統是指工作場所與家庭或個人交互作用而

形成的系統，如連結家庭和工作場所的支持系統，相當於本研究的衍

生情境。

生態系統中的外系統是指組織情境中個人未直接參與，卻對個人

的職涯發展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因素，如配偶的工作職場或父母的工

作職場、父母的社經地位、父母的社會關係網絡，組織環境中的主管

角色、組織培訓制度、薪資制度、組織背景、組織目標、組織結構、

組織管理策略等，相當於本研究的組織情境及原生家庭環境。

生態系統中的大系統是指最外層的環境系統，包括巨觀的文化及

次文化、信仰、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價值、社會政策、經濟、勞力市

場、科技以及時代變遷的影響等，相當於本研究的社會情境。

另外，生態系統的情境是巢形結構，情境系統間存在動態的關

係。本研究「組織承諾-留職」影響因素情境系統包括多元層次的五

個情境，且各情境系統間也是動態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將「組織承

諾-留職」的影響因素情境系統命名為「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

職涯發展-留職影響因素生態系統」，並將各情境系統的關係依上述說

明，圖示如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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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留職影響因素生態系統圖
註：虛線箭頭表示間接影響

圖 5-1 中，最外層的箭頭代表社會環境隨時間的變遷，各系統的

虛線代表系統間是無界線的（boundary-less）、彼此關聯的。

雙箭頭表示交互作用，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的詮釋及圖 4-18，

個人情境和生殖家庭環境間（如性別影響家庭照顧角色，家庭照顧角

色又會影響個人的從業態度）、小系統和中介系統間（如組織文化會

影響個人的的從業態度，從業態度又會影響人群互動，進而影響組織

文化）、中介系統和外系統間（如主管角色會影響組織文化，組織文

化又會影響外系統的組織培訓制度）以及小系統和外系統間（如外系

統的工作特性影響個人的從業態度，個人從業態度又會影響主管角色

的扮演）具有交互作用。

單箭頭表示有直接影響，虛線箭頭表示間接影響。大系統對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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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小系統有直接影響（如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主管角色，社會價值觀

影響個人的從業態度，性別角色觀影響個人的生殖家庭環境之角色扮

演），大系統對中介系統為間接影響。外系統對中介系統、小系統有

直接影響。中介系統是外系統與小系統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統。

根據圖 5-1 及圖 4-18，進一步將各系統間的關係結構建構如圖

5-2。

圖 5-2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留職情境系統因果關係結構
註：虛線箭頭表示間接影響

圖 5-2 中，社會系統對組織系統、個人系統有直接影響，對衍生

系統有間接影響。

組織系統對衍生系統、個人系統有直接影響，且組織系統也直接

影響個人的留職意願，如薪資的高低影響個人對職場的去留。組織系

統和衍生系統一之間具交互作用，如主管角色行為（屬組織系統）會

影響人群互動和組織文化（屬衍生系統），而後兩者又會影響組織中

的培訓制度及培訓機會（屬組織系統）。

衍生系統是組織系統與個人系統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統，因此受

個人系統和組織系統的直接影響，且衍生系統一和衍生系統二，兩系

統間具有交互作用，如工作樂趣、成就感、工作士氣、業績表現和人

個人系統/小系統：
個人情境、生殖家庭環境

衍生情境一/中介系統：
人群互動、組織文化、支
持系統

衍生情境二/中介系統：
適配度、成就感、工作樂
趣、業績表現、工作士氣

衍生情境三/中介系統：
自我效能、組織承諾、升
遷機會

組織系統/外系統：
組織情境、原生家庭環境

職涯發展--
留職

社會系統/大系統：
社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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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互動間有相互影響的關係。衍生系統二對衍生系統三有直接影響，

如成就感影響升遷機會。衍生系統一、衍生系統二要經由衍生系統三

對留職行為產生影響，如人群互動影響個人的業績表現，進而影響升

遷機會，升遷導致留職行為。

個人系統和組織系統間具有交互作用，如原生家庭環境中父母的

工作觀（屬外系統）會影響個人的從業態度（屬個人系統），而個人

的人格特質、從業態度也會影響主管的角色行為表現（屬組織系統）。

小系統和衍生系統一之間具交互作用，如個人從業態度會影響人群互

動，而組織文化也會影響個人的工作態度。個人系統對留職行為也有

直接影響，如個人的從業態度、掌握機會資源以及生殖家庭環境的結

婚、家庭照顧等，均會對一個人是否留在組織中繼續工作產生直接的

影響。

本研究所獲得之「職涯發展-留職影響因素生態系統」的衍生因

素有：人群互動、組織文化、支持系統、成就感、工作樂趣、適配度、

業績表現、工作士氣、自我效能、組織承諾、升遷機會，其中人群互

動、工作樂趣、成就感三個因素被受訪者認為是促使職涯承諾的最大

支持力，此一結果和 Taylor & Walsh（2005）的研究發現相似，其

研究也指出可以讓餐旅業管理幹部願意留在組織中繼續貢獻的影響

因素有珍視和人接觸與互動、工作具挑戰性、持續的學習成長、好的

外在報酬（如薪資、升遷）。與之比較，本研究所獲得的影響因素更

為完整且呈現出各情境系統間的因果關係。

三、「離職/工作中斷」的影響因素情境模式

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影響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高階主管產生

離職意念的職涯發展的負面影響因素，也就是造成離職（或不同公司

的側移）或中斷工作的因素，包括五個關鍵負向影響因素及與其有密

切直接關係的前置因素，分別是：工作不滿意或不符期望、工作挫折、

工作壓力、工作倦怠、工作瓶頸等五個關鍵負向因素，以及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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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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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公司發展、組織文化、組織培訓、組織背景）、人群互動、升

遷不如預期、業績表現、工作士氣差、缺乏成就感、缺乏自我成長、

價值觀適配度等前置因素。在此，根據圖 4-23（見本研究第 175 頁），

將這些重要負向因素及與其相關的脈絡因素，依屬性進行歸類，以建

立「離職/工作中斷」影響因素的情境系統。因此，圖 4-23 的各個影

響因素依性質歸類如下：

個人情境：包括個人特質（人格特質、個性、工作年資、生理狀

況、能力條件、人口變項）、個人教育背景、從業態度（工作價值觀、

行業興趣），以及缺乏自我學習與成長、掌握機會資源等因素。

家庭情境：包括原生家庭環境（父母及家人對行業的看法以及其

工作觀點、工作背景）、生殖家庭環境（主要指結婚及與家人相處、

家庭照顧等因素）。

組織情境：包括組織背景、組織發展穩定性、工作本身特性、管

理制度、組織培訓、薪資不符期望、升遷不符期望、主管角色等因素。

社會情境：包括社會價值觀、性別角色觀、社會環境變遷、行業

發展時機、法令政策等因素。

衍生情境：個人在組織中工作，個人情境和組織情境會產生交互

作用而形成一些衍生的影響因素，如組織文化、人群互動、缺乏成就

感、適配度、工作士氣、業績表現、工作不滿意、工作壓力、工作挫

折、工作倦怠、工作瓶頸等因素。

根據圖 4-23，衍生情境又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單純直接

由個人情境和組織情境作用下產生的衍生因素，包括人群互動、組織

文化和缺乏成就感。第二層是經由第一層衍生因素和組織情境交互作

用而形成的因素，包括價值觀適配度、業績表現以及工作士氣。第三

層是經由第一層、第二層衍生因素和組織情境、個人情境共同作用下

而形成的因素，包括工作不滿意、工作壓力、工作挫折、工作倦怠、

工作瓶頸。

由以上可知，如同「組織承諾-留職」的影響因素系統，「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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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斷」的影響因素也是分類為個人、家庭、組織、社會及衍生等

五個情境系統，且各情境系統間也是呈現動態的關係，系統的結構也

是環環相扣的巢形。

若將「離職/工作中斷」的情境系統與 Bronfenbrenner（1979）

的生態系統比較，可發現本研究「離職/工作中斷」的影響因素情境

系統也具備了生態系統的特質。理由說明如下：

生態系統的小系統相當於本研究離職影響因素的個人情境以及

生殖家庭環境。

生態系統的中介系統相當於離職影響因素的衍生情境。

生態系統的外系統相當於離職影響因素的組織情境以及原生家

庭環境。

生態系統的大系統相當於離職影響因素的社會情境。

因此，本研究將「離職/工作中斷」的影響因素情境系統命名為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離職影響因素生態系統」，並

將各系統的關係依上述說明，圖示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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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離職影響因素生態系統圖
註：虛線箭頭表示間接影響

圖 5-3 中，箭頭符號及虛線符號的意義與圖 5-1 相同。最外層的

箭頭代表社會環境隨時間的變遷，各系統的虛線代表系統間是無界線

的（boundary-less）、彼此關聯的。

雙箭頭表示交互作用，根據第四章研究結果的詮釋及圖 4-23，

個人情境和生殖家庭環境間（如性別影響家庭照顧角色，家庭照顧角

色又會影響個人的從業態度）、小系統和中介系統間（如組織文化會

影響個人的的從業態度，從業態度又會影響人群互動，進而影響組織

文化）、中介系統和外系統間（如主管角色會影響組織文化，組織文

化又會影響外系統的組織培訓制度；又如工作特性影響工作壓力，壓

力再影響業績表現，繼而影響人群互動，進而影響組織文化，組織文

化影響組織培訓）以及小系統和外系統間（如外系統的工作特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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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從業態度，個人從業態度又會影響主管角色的扮演）具有交互

作用。

單箭頭表示有直接影響，虛線箭頭表示間接影響。大系統對外系

統、小系統以及衍生情境三有直接影響（如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主管角

色，社會價值觀影響個人的從業態度，社會環境變遷影響工作壓力、

工作瓶頸），大系統對衍生情境一、二為間接影響。外系統對中介系

統、小系統有直接影響。中介系統是外系統與小系統交互作用而形成

的系統。

根據圖 5-3 及圖 4-23，進一步將各系統間的關係結構建構如圖

5-4。

圖 5-4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職涯發展-離職情境系統因果關係結構
註：虛線箭頭表示間接影響

由圖 5-4 得知，社會系統對組織系統、衍生系統、個人系統有直

接影響，如性別刻板印象影響主管角色，社會價值觀影響個人的從業

態度，社會環境變遷影響工作壓力、工作瓶頸。

組織系統對衍生系統、個人系統有直接影響，且組織系統也直接

個人系統/小系統：
個人情境、生殖家庭環境

衍生情境一/中介系統：
人群互動、組織文化、缺
乏成就感

衍生情境二/中介系統：
適配度、業績表現、工作
士氣

衍生情境三/中介系統：
工作不滿意、工作壓力、工作
挫折、工作倦怠、工作瓶頸

組織系統/外系統：
組織情境、原生家庭環境

職涯發展--
離職

社會系統/大系統：
社會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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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個人的離職行為，如薪資不符期望、組織培訓制度或培訓機會不

符期望，均會直接影響個人的離職或中斷工作。組織系統和衍生情境

一之間具交互作用，如主管角色行為（屬組織系統）會影響人群互動

和組織文化（屬衍生情境一），而後兩者又會影響個人在組織中的培

訓機會（屬組織系統）。

衍生系統是組織情境與個人情境交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統，因此受

個人系統和組織系統的直接影響，且衍生情境一和衍生情境二，兩情

境間具有交互作用，如業績表現和人群互動間有相互影響的關係。衍

生情境一對衍生情境三有直接影響，如人群互動情形、缺乏成就感、

不良的組織文化都會造成個人的工作挫折。衍生情境二與衍生情境三

有交互作用，如工作壓力和業績表現間彼此互有交互影響。衍生情境

二對離職行為有直接影響，如高階主管和業主(老闆)之間理念不契

合、高階主管業績表現不佳，都可能會因此被業主(老闆)資遣而離

職。衍生情境三對離職行為有直接影響，如個人遇到工作瓶頸，很容

易導致離職行為。

個人系統和組織系統間具有交互作用，如原生家庭環境中父母的

工作觀（屬組織系統）會影響個人的從業態度（屬個人系統），而個

人的人格特質、從業態度也會影響主管的行為表現（屬組織系統）。

個人系統對離職行為也有直接影響，如個人的從業態度、掌握機會資

源以及生殖家庭環境的結婚、家庭照顧等均會對一個人的離職行為產

生直接的影響。

由第二章文獻探討可知，無論國內外有關餐旅業的職涯發展的

研究大多是以量化方法探討若干個變項和離職傾向的關係，其中

Iverson ＆ Deery (1997 )曾提出一個餐旅業員工離職傾向的簡單因

果模式（simplified model of employee intent to leave），如圖

5-5，他們將影響離職意向的因素分為組織結構變數、職前變數、環

境變數、工會變數四大類，而結構變項需透過「工作滿意」這個變項，

再經由「組織承諾」變項，間接對離職傾向產生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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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組織結構變數
工作例行化
角色衝突
晉升機會
生涯發展

工作滿意
職前變數
負面消極態度 組織承諾

環境變數
工作機會 尋找工作
工作轉換文化

工會變數
工會忠誠度 離職意向

圖 5-5 餐旅業員工離職傾向因果模式
（資料來源：Iverson ＆ Deery，1997，p.78）

國際觀光旅館餐飲職涯的發展是內在職涯與外在職涯整體綜合

展現的結果，發展過程是連續且有階段性的，具有多重的、自主的、

多變的發展現象，影響因素也是多元且動態交互作用的。本研究的「職

涯發展-離職」情境系統因果關係結構模式與 Iverson ＆ Deery 的因

果模式比較，Iverson ＆ Deery 的模式過於簡略，並未探討個人特

質、家庭環境、社會價值觀與環境變遷對職涯發展的影響，且發展途

徑均為單向，各影響因素間又獨立無關聯，缺少動態關係，較無法反

應實際的、整體的職涯發展情形，顯然本研究的結果較能符合現代的

職涯發展現象。但 Iverson ＆ Deery 的模式中較特殊的是工會變

數，我國飯店業工會組織較為鬆散，仍屬資方優勢的市場，目前尚無

任何研究從此角度探討與員工職涯發展的關係。由此也可看出，國情

的不同，影響的變項也會不同。

另外，本研究的人群互動效應，無論職涯發展-留職或離職情境

模式，和陳心田（2003）的研究結果相似。陳心田的研究發現人際網

絡越異質，且與網絡行動者的聯繫強度愈強，其資訊獲得的品質較

佳，所獲得的事業支持越高，進而工作成就較高，事業滿意也越高。

但該研究所指的人際網絡異質性是指網絡行動者的性別、年齡、教育

程度的異質，而本研究的人群互動是指互動對象的異質，包括與主

管、客人、同事以及與下屬的互動，更能真實反映飯店業的人際互動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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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涯發展-留職」與「職涯發展-離職」兩個模式的比較

比較職涯發展的留職與離職兩個情境模式，發現主要的不同處

有三點：

1.工作樂趣、支持系統及國外生活經驗對升遷有利，而使個人

留在組織中繼續貢獻，與組織承諾為正向關係，但與離職行為是負向

關係。

2.衍生情境的內涵是兩個模式的最大差異處，尤其衍生情境

三。留職模式中的衍生情境三的影響因素是自我效能、升遷機會、組

織承諾，其中和留職有直接影響的是升遷機會以及組織承諾。此和國

內外研究發現相同（周文賢、牛涵靜，2002；林梓榮，2002；Williams

& Hazer, 1986；Gaertner,1999；Taylor & Walsh,2005；Iverson ＆

Deery, 1997；Gustafson, 2002 ），升遷符合期望、組織承諾愈高，則

留職意願愈高，離職意願愈低，與員工的職涯發展有正向的相關。

離職模式中的衍生情境三的因素有工作不滿意、工作壓力、工

作挫折、工作倦怠、工作瓶頸，和離職有直接影響的是工作倦怠與工

作瓶頸，與梁素君（1999）、吳芝儀（1996）及 Stalcup & Pearson

（2001）的研究結果相同，工作倦怠、工作瓶頸會導致離職行為。

3.社會情境的大系統對留職模式的衍生情境均為間接影響，但

對離職模式中衍生情境三的工作壓力和工作瓶頸卻有直接影響，而工

作瓶頸又會導致離職行為。由此可推知，社會變遷、社會價值觀、法

令政策、性別角色觀等因素，需透過個人情境的從業態度、組織情境

的主管角色，再經過一連串的影響機制，才對個人的升遷機會、組織

承諾產生影響，進而影響留職行為。而社會系統卻可透過主管角色、

從業態度、工作壓力、工作瓶頸，較直接的路徑影響個人的離職行為。

另外，無論留職模式或離職模式中，個人系統、組織系統及衍

生系統分別對留職、離職都有直接影響，而大系統和留職、離職都沒

有直接影響。由此可推知，影響個人職涯發展的主要情境因素是個

人、組織及衍生等三個情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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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涯發展各階段工作轉換」的情境模式

本研究不以年齡和時間論述個人職涯發展的進程，而是以職能的

成熟程度及職務角色劃分職涯發展的階段，如此可隨著個人的發展將

職務（位）的變遷和職能的需求做緊密的連結。

根據第四章第五節的詮釋分析以及表 4-3，進一步將職涯發展各

階段的工作轉換（不同公司間的轉換）的影響因素，將其性質依照職

涯發展-留職、離職模式中各情境系統的意涵，分別歸類如下：

1.入行前試探期：此時期影響受訪者選擇飯店業打工、實習或兼

差的因素有：家庭經濟環境、個性、薪資報酬、飯店光鮮外表的形象。

依其屬性，將個性歸納為個人情境；將家庭經濟環境歸納為原生家庭

情境；將薪資報酬、飯店光鮮外表的形象歸納為組織情境。

2.新進入期：此時期影響個人職涯起始職場選擇的重要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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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後，受訪者

願意留在原職場繼續貢獻、發展的主要原因有：工作有變化，能發現

工作樂趣、具工作熱誠以及有學習成長。而受訪者認為剛入行的新鮮

人會離開職場的影響因素有：無法承受工作的辛苦、受行業的負面形

象感受影響、速食金錢價值觀以及不清楚自己的行業性向。

綜合歸納此時期的影響因素的歸類為：個人情境，包括入行前工

作經驗、教育背景、自我成長需求、國外生活經驗、個人個性、行業

性向以及從業態度（工作熱誠）。衍生情境，包括工作樂趣。組織情

境，包括組織背景、工作本身特性（工作有變化）。原生家庭情境，

包括家人意見。社會情境，包括社會價值觀。

3.紮根期：就受訪者本身的經驗，影響其工作轉換的因素有：學

習成長、升遷不符期望、飯店規模資源與形象、薪資、主管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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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或不佳的組織培訓與教育訓練制度、缺乏成就感、工作

壓力、速食金錢觀、行業發展時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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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以上因素，此時期的影響因素的情境系統為：個人情境，包

括自我學習成長、個人個性、工作性向。衍生情境包括缺乏成就感、

工作壓力。組織情境包括組織背景（飯店規模資源與形象）、工作本

身特性、升遷不符期望、薪資、主管角色、飯店的穩定性與發展性、

組織培訓與教育訓練制度。原生家庭情境包括家人的影響（父母的期

望）。社會情境包括速食金錢觀、行業發展時機。

4.專業潛能開發期：就受訪者本身的經驗，影響其工作轉換的因

素有：學習成長、升遷不符期望、飯店規模資源與名氣形象、成就感、

薪資、個性、工作倦怠、不良組織文化、結婚、行業發展時機等。

歸納此時期的影響因素的情境系統為：個人情境，包括自我學習

成長、個人個性、工作性向。生殖家庭情境，包括結婚。衍生情境，

包括缺乏成就感、不良組織文化、工作倦怠。組織情境，包括組織背

景（飯店規模資源與形象）、升遷不符期望、薪資不符期望。社會情

境包括行業發展時機。

5.自我發揮期：就受訪者本身的經驗，影響其工作轉換的因素

有：學習成長、與主管的互動、成就感、升遷不符期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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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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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此時期的影響因素的情境系統為：個人情境，包括自我學習

成長。生殖家庭情境，包括家人相處、家人照顧。衍生情境，包括人

群互動（與主管的互動、同事間互動）、缺乏成就感、不良組織文化、

工作挫折、工作壓力。組織情境，包括組織背景（飯店規模資源與形

象）、升遷不符期望、主管角色、公司經營發展的穩定性。社會情境，

包括行業發展時機、社會環境事件。

6.自我實踐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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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時期的職

位是總經理。由職位與職務推測，最可能的影響因素可能是業主(老

闆)的提拔、與業主(老闆)的互動，有待後續研究繼續探討。而業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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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的提拔、與業主(老闆)的互動，分別屬於組織情境的主管角色，

以及衍生情境的人群互動。

玆將上述各發展階段工作轉換的影響因素情境系統簡要歸納於

表 5-1。並根據表 5-1，將職涯發展歷程各階段的情境系統間的關係

結構建構如圖 5-6。

表 5-1 職涯發展各階段工作轉換（不同公司間）的影響因素情境系統
發展階段

情境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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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系統/
小系統

✓ ✓ ✓ ✓ ✓

組織系統/
外系統

✓ ✓ ✓ ✓ ✓ ✓

衍生情境系
統/中介系
統

✓ 
（衍生二）

✓ 
（衍生
一、三）

✓ 
（衍生
一、三）

✓ 
（衍生
一、三）

✓ 
（衍生一）

社會系統/
大系統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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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職涯發展各階段工作轉換的情境系統關係模式

圖 5-6 中，彎曲箭頭表示各階段間並非直線進行的模式，且個人系統、組織系統、社會系統、衍生情境系統

是跨越階段的影響，如個人系統、組織系統對每個職涯階段均具有影響。對於新進入期的行業新鮮人而言，其工作

轉換除受個人系統、組織系統、社會系統的影響外，較特別的是受工作樂趣以及適配度的影響。而紮根期、專業潛

能開發期及自我發揮期三個發展階段除受個人系統、組織系統、社會系統的影響外，中介系統主要是衍生情境一及

衍生情境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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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系統：社會情
境

衍生情境一：人群互動、
組織文化、缺乏成就感

衍生情境二：工作樂趣、適
配度、業績表現、工作士氣

衍生情境三：工作壓力、
工作挫折、工作倦怠等

個人系統：個人情
境、生殖家庭情境

組織系統：組織情
境、原生家庭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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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回顧式深度訪談，訪問每位受訪者整體職涯發展的歷

程，從中分析，獲得職涯發展階段及各階段的工作轉換影響因素，是

一種較方便獲得縱貫性資料的方法。且以職能的成熟程度及職務角色

來劃分職涯發展的階段，如此可兼顧內在職涯（職能的成熟程度）與

外在職涯（職務角色）的發展，並能和職場實際情形緊密連結。

誠如第一章緒論及第二章文獻探討中所述，國內外有關觀光餐

旅業員工職涯發展的研究大多採量化且橫斷面的問卷調查，鮮少以質

性研究方法進行，因此很難獲得職涯發展的整體影響因素以及職涯發

展的階段與各階段的任務需求，縱使有以質性訪談進行的，也多數是

訪問職涯發展的影響因素（Taylor & Walsh,2005）、成功因素（Ruddy,

1989）以及中斷工作後復職的職涯轉換適應歷程（Ebberwein,

2000），並未探討整體的職涯發展階段。因此，本研究正可彌補此一

面向的研究缺口，對身處不同階段的國際觀光旅館餐飲部門人員的職

涯發展有實質上的助益。

此外，再從理論面來看，職涯發展的理論中會去探索職涯發展

階段的是發展階段論的學者，如 Super, Levison, Schein, Ginzberg,

Greenhaus 等學者所提出的理論，認為職涯發展可依照個人生理年

齡、生命週期或心理的發展而分為許多階段，每個階段各有其需求及

應發展的任務或活動（吳芝儀，1996；張添洲，1993；陳如山，1997；

Sharf, 2002；DeSimone & Harris, 1998；Pietrofesa &

Splete,1975）。這些理論或許能提供各階段可能的發展需求及任務，

以便於職涯管理及職涯研究的參考，但發展階段論的發展路徑是完全

直線前進的，且未必所有的人都會退休，並不完全符合現代人的職涯

發展現象。就此點，本研究所獲得的職涯發展是非直線進行的，較符

合實際的職涯發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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