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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飯店內不同部門、挫折忍受度及親和力之餐飲從業

人員對專業認同上的差異，以及信任特質及社交特質在飯店內不同部門

的從業人員對專業認同的交互影響。   本研究首先進行國內、外相關

文獻之資料蒐集，進而設計各構面之量表，研究對象為台灣台北的旅館

業從業人員，共發放 280 份，收回 271 份有效問卷。再利用電腦統計軟

體 SPSS 10.0 for Windows 進行各項資料之統計與分析，研究發現如下： 

一、「不同社交特質」之飯店從業人員在「專業認同」上有顯著的差

異。 二、「不同信任特質」之飯店從業人員在「專業認同」上有顯著的

差異。 三、當飯店之從業人員為「高社交特質」時，其不同部門間之



「專業認同」上有顯著的差異。 四、當飯店之從業人員為「低信任特

質」時，其不同部門間之「專業認同」上有顯著差異。 五、飯店內不同

部門之從業人員的「信任特質」與「社交特質」對「專業認同」上之交

互作用，皆沒有達到顯著性。 

摘要

(英)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difference among employee of different 

division in the hotel, trust personality, social personalit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Finally,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se variables. The study was carried ou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f data collection, then design the dimensions of 

the scale. The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220 yielding to 77.19% returned rate. 

Using statistics analysis SPSS 10.0 for all of the statistical data,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a. There is a significant effe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social 

personalit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hotel industry employees. b. There is a 

significant effect between the different trust personalit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hotel industry employees. c. There is a significant effect between the high social 

personalit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he employee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effect between the low trust personality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the employees in different divisions. e. The “social personality”, 

“trust personality ”and “different division’s employees in hotel industry 

in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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