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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1 “压垮⼤多数餐饮老板的最后⼀根稻草，中⼀个都惨！.” 推动学术界性别平等：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经营餐厅过程中，⼈⼒是最宝贵的资

源。从后厨到前厅服务⼈员、从新入⾏者

到⼤师，从普通员⼯到管理者，正是⼈的

价值，创造了餐厅的价值，甚至整个⾏业

的价值。 

        随着移民政策的波动和年轻⼈职业选

择的变化，⼤批餐厅出现了⽤⼈难、留⼈

贵的问题，餐馆劳⼯荒已经成为制约中餐

厅在美国发展的重要因素。由于移民政

策、历史、经济因素等原因，中餐馆在餐

饮业劳⼯荒中，招⼈难、⽤⼈难的问题更

加突出。 

哈佛商学院餐饮业研究1 

显⽰餐饮企业失败的原因 
        42%  餐饮企业缺乏市场需求 

        23% 餐饮企业败在团队问题 

           18% 餐饮企业因为价格和成本失败 

        17% 餐饮企业缺乏核⼼竞争产品 

        14% 餐企败在营销不⾜ 

        14% 餐饮忽视了顾客需求 

        13%  餐饮企业死于团队内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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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餐市场现状 
 

 
 

 美国中餐馆数量业已超过 7 万家。在美国各类餐馆中，中餐馆比⽇本餐、韩国餐、

泰国餐、越南餐、印度餐等各类亚洲餐馆总数还多，也比麦当劳、汉堡王、肯德基、

Wendy’s 的总数加起来还多。洛杉矶、纽约、旧⾦山是美国中餐馆最密集的城市，中餐业

已⾛出了唐⼈街，遍布美国 50 个州的⼤⼩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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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业劳动⼒问题 
 

1、劳动⼒数量不⾜ 
 在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就业率屡创

新⾼的⼤环境下，餐饮业却出现了劳动⼒

供不应求的状况。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中

餐馆，劳动⼒短缺在全美的餐饮⾏业都是

头疼的⼤问题。 

 据《华尔街⽇报》2报道，从 2010

年以来直到 2018 年 4 ⽉，餐饮⾏业的就

业总⼈数从 2013 年 5 ⽉以来到 2018 年 5

⽉期间上涨 160 万，达到了 1190 万⼈，

但仍有 84 万个岗位空缺招不到⼈，领先

其他全非农业岗位类别（如右图所⽰）。 

 但是，在餐饮岗位需求⼤幅增长的条件下，餐饮⾏业的劳动⼒供应却有所下降。 

 步入 2000 年以来，美国的餐馆数量增加了 40%，上涨速度远远超过 16-19 岁青少

年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在餐馆⼯作的青少年⼈数常年处在负增长，就业⼈数越来

越少。2000 年的时候，接近 45%的 16-19 岁青少年能找到⼯作，⽽到 2017 年，这个数字

低至 30%。根据美国招聘⽹站 Indeed.com 的数据显⽰3，2013 年⽹站上求职者对餐饮⾏业

感兴趣的⼈数达到职业需求总数的 75%，⽽到 2017 年，该数字降低至 50%。 

                                                                            

2 Jargon, J., & Morath, E. (2018, June 24). Short of Workers, Fast-Food Restaurants Turn to Robo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short-of-workers-fast-food-restaurants-turn-to-robots-1529868693 

3 Why is it Getting Harder to Hire in the Restaurant Industry? (2016, February 22). Retrieved July 23, 2018, from 
http://blog.indeed.com/2015/10/27/hiring-in-the-restaurant-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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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抽象的数字在餐馆处则是切

肤的体会。美国密歇根州餐饮协会发布

的⼀份⾏业报告显⽰4，对于超过 61%的

餐厅来说，劳动⼒短缺是最⼤的问题。 

 同时，28%的餐馆认为劳动成本

带来的压⼒是餐馆经营的第⼆⼤问题︔

其他的⼀些问题包括餐饮材料的价格、

新的顾客的需求等。 

 在 2017 年 30%的经营者抱怨到他

们的空缺岗位难以得到满⾜。更加具体

来讲，71%的 fine-dining 餐厅，58%的

                                                                            
4 Haynes, J. (2018, May 08). Labor shortage is top Michigan restaurant industry concern, survey says. Retrieved 
July 2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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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ual-dining 餐厅和 56%的快餐厅表⽰⾃⼰的前台服务很难找到⼈。在 fast-casual 餐厅

中，62%的经营者认为寻找管理⼈员非常困难。 

 现在，餐厅⾯临的重⼤问题是如何找到最好、最聪明的员⼯和经理，并把他们留下

来。美国餐饮协会在⼈⼒资源和风险安全⼤会上也说过，他们将重点关注在⼈才解决⽅案

和⼈才战略。 

2、劳动⼒成本增⾼ 
 尽管餐饮⾏业的⼯资在所有⾏业⾥是倒数，但近年来餐饮业的劳动⼒成本、尤其是

最低⼯资的上升，也极⼤地影响到餐饮企业的运营。 

 如，纽约市 11 ⼈以下的公司，最低时薪把 11 元，涨到了 13.2 美⾦，这相当于成

本上涨了 18%。这对于餐厅、⼤酒楼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说，无疑增加了资⾦压⼒

和成本飙升的负担。 

 为了节约劳动⼒成本，⼀些经营者将更多的投资放在餐饮业的⾃动化和电⼦化上。

减少雇佣⼈数，⽤技术来优化管理，从⽽达到节约成本的⽬的。比如，纽约的明都⼤酒店

最近就改成了雇员较少的 KTV 店。 

3. 劳务输出成为难题 
 国内的厨师如果想要出国⼯作，很有可能会受到签证的制约。根据美国的政策，中

餐所必须的技术⼈员以及⾼层管理⼈员在海外很难获得⼯作签证。另⼀⽅⾯，外派劳务的

劳⼯许可限制比较严格，许多企业被迫采取短期拘留签证的⽅式保留⼈才，这导致⼈才输

出的难度很⼤。不仅如此，国内厨师的资格认证在国外很难获得认可。繁琐的⼈员流动限

制导致从业⼈员的海外输出和⽣存情况比较紧张。 

 2017 年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移民政策进⼀步收紧，给本已经⼗分困难的劳务输

出造成了更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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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可替代劳动⼒无法满⾜中餐较⾼需求。不少中餐厅选择雇佣墨西哥劳动

⼒或是非法劳⼯来填补劳动⼒需求的空缺。例如 Panda Express 连锁店许多的厨师都是墨

西哥⼈。墨西哥劳动⼒在⼀定程度上满⾜了菜品供应的需求，但是这种模式只适⽤于标准

化流程的可复制的⽣产线，⼀旦涉及较⾼的要求，就无法创造出正宗的中国味道。对于定

位是地道中餐的餐厅来说，墨西哥裔劳动⼒仍然无法实现劳⼯问题的解决。 

4.   员⼯留存率低 

 在 2016 年，美国康奈尔⼤学酒店管理学院发表的⼀份调研报告显⽰5，美国餐饮服

务⾏业的员⼯流失率是 72.9%，平均替换⼀名员⼯的费⽤达到了$5,864。频繁的员⼯流动

严重影响了餐馆的稳定性，增加了招聘成本。⼀个店⾥经常有⼀⼤半的员⼯都还在刚入职

的适应、培训状态，餐馆运营效率也⼤⼤降低。 

 从员⼯⽅⾯的主要原因有： 

1. 员⼯⼼态：在中餐馆的打⼯的⼈当中，很⼤⼀部分员⼯抱着想要赚快钱的⼼态，

难以在⽇益激烈的餐饮竞争中踏实⼯作。 

2. 缺乏培训与职业规划：因为缺乏⾏业培训与职业发展规划，⼀部分从业⼈员职业

训练和职业道德比较差，甚至带有“阶级⽃争意识”。有报告称，⼀些员⼯会联合起

来与管理者对抗，这种缺乏职业环境的问题也导致了餐馆经营的难题。 

                                                                            
5 Tracey, J. B., & Hinkin, T. R. (2006). The costs of employee turnover: When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Cornell 
Hospitality Report, 6(15),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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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观念与职业素养：中餐服务⼈员对于“服务”的概念与美国餐饮“服务”的概念差异很

⼤。有很多⼈认为“端盘⼦”听起来并不光彩，或者对客⼈的合理要求过于苛刻，其

实也是从业⼈员⼼态偏差和职业素养不到位的问题。 

 ⽽餐馆缺乏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体系，也是员⼯流失率⾼的重要原因： 

• 员⼯管理的模式问题。在员⼯管理上，中餐馆连锁化程度低，单店内餐馆⼯种较

少，职位设置缺少层级，职员⼯作内容相对单⼀，对于有长期发展规划的年轻⼈来

说，这样会缺乏他们晋升的动⼒。由于缺少长期的职业发展与远景，年轻⼈更加不

愿意长期从事餐饮⾏业。 

• 经营模式⽼化。很多中国餐厅的经营模式是多位合作伙伴经营、家庭餐厅经营的

模式。有时候合伙⼈或者夫妻入股、兄弟入股的企业因为私⼈意见不⼀致导致分道

扬镳、关门歇业，极⼤影响了中餐餐厅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 ⼈情式管理。很多餐厅管理⼈员为亲戚朋友，管理上多采⽤⼈情关系式管理，缺

乏明确的规章制度和员⼯奖罚激励制度以及员⼯福利制度，导致员⼯积极性不⾼，

⼯作效率偏低。 

5.   业态环境问题 

 餐饮⾏业门槛与准则的不规范性。⽬前来说，中餐的品牌形象还比较差，普遍来

看，中餐⾏业的质量比较参差不齐，⾏业的稳定⾏也因此受到⼀定冲击。这⼀定程度上造

成了中餐品牌形象比较差的问题。根据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的数据显⽰，⽬前超过了半数的

海外华⼈华侨是从事餐饮及其相关⾏业的，但是家庭式的⼩规模经营，往往给⼈以低档、

廉价、经营条件较差的印象。 

 回顾中餐馆出海历史，⼤约经历过两次浪潮。第⼀次浪潮可追溯到 100 多年前的清

末时期。第⼆次浪潮则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很多国⼈开始⾛出国门，到海外

“淘⾦”。⽽众多中餐馆也正是搭乘这股潮流在海外落地⽣根。19 世纪 50、60 年代，随着

“淘⾦热”兴起华⼯不断涌入，美国洛杉矶、旧⾦山出现了第⼀代中餐馆，就是⾦矿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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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铁路华⼯挂起中国食肆传统黄⾊三角旗的棚屋，当时⼤多华⼯来⾃中国广东，所卖的饭

菜也是来⾃广东⼀带下层民众的⽇常饮食，因此餐厅的档次在当时的美国是属于很低端

的。 

 因为中餐在美国的独特发展历史背景，很长⼀段时间甚至直到今天，在美国很多地

区的美国⼈眼⾥，中餐仍是“廉价”、“不⾼级的食材” 以及 “肮脏噪杂的就餐”的标签。 

  《华盛顿邮报》记者 Fredman 在⽂章中写到美国⼈对中餐的态度：“美国有将近五

万家中餐厅，然⽽我们其中的⼤多数还是不愿意为中餐⽀付 10 美元以上的价格。”6 

 
 Google 旗下的美国餐厅点评机构 Zagat 过去三⼗年收集了餐厅价格变化资料，比较

14 个类别餐厅价格变化情况后，结果显⽰法餐⼀直保持着价格排名榜的第⼀名，中餐从

1987 年到 2014 年排名下降⼀位，位列第 12 名，仍属于美国⼈不愿付⾼价的类别。⽽美国

中餐⾏业的收入，与美国餐饮业平均⽔准相比甚至还要低 40%。 

                                                                            
6 Ferdman, R. A., & Ingraham, C. (2016, April 08). We analyzed the names of almost every Chinese restaurant 
in America. This is what we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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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案 

 

思路⼀：提⾼餐馆运营效率，从⽽减少

劳动⼒需求 

 根据美国劳⼯局数据显⽰，⾃

1990 年以来， 快餐业的就业率放⽣了巨

⼤的变化，其就业⼈数直线上升，2015

年相比 1990 年以来上升 35%。但是与此

同时，快餐⾏业⼯作效率却原地踏步，

甚至在 1995-2000 年期间出现效率下降。 

 随着快餐业在美国越来越流⾏，

但仍存在⽣产效率⼀直没有明显的提升

的现象，因此提⾼餐馆的运营效率成为

了所有餐馆经营的当务之急。 

1. 提⾼餐馆的⾃动化⽔平，降低机械性的⼈⼒投⼊ 

 在厨房这⼀最重要的环节⾥，餐馆可以充分利⽤⾃动化的机器，提⾼上菜速度的同

时，减少⼈⼯需求。随着餐饮科技创新，许多⾃动化机器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央厨房、连锁

餐厅和学校食堂当中，适⽤于⼩规模餐厅甚至家庭使⽤的机器也逐渐⾛入厨房，得到广泛

利⽤。对于机器的投资，看似需要⼤笔投资，但是考虑到机器可以替代的⼈⼒，依然是利

⼤于弊的。餐厅可以根据⾃⼰店⾯的⼤⼩，选择⾃⼰所需要的机器，来控制⼈⼒和成本。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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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切菜机。餐馆后厨往往要提早准备⼀整天的食材，尤

其是切菜、切⾁等，是准备过程中最耗时耗⼒、也最容易

让⼈枯燥的环节。这时，如果厨房能备有切菜和切⾁机，

能节省⼤量的⼈⼯和时间，切出来的质量相对于员⼯操作

还具有更⾼的稳定性。 

2. ⾃动寿司机。寿司餐厅每天要准备⼤量的饭团以及不同的

食材，过程繁琐，还容易疲劳。如果能利⽤好合适的寿司

机，将为餐馆⽼板省下⼀⼤笔⼈⼒开⽀的成本。 

3. ⾃动洗碗机。洗碗是厨房当中⼈⼒消耗巨⼤的环节，

其中所使⽤的⼈⼒成本，完全可以由⾃动洗碗机代

替。对于规模稍⼤的餐馆来说，直接可以将使⽤过的

餐具放在全⾃动商⽤洗碗机的输送带上，输送带就会

⾃动的将餐具输送进洗碗机内进⾏除渣、清洗、烘

⼲、消毒等步骤。这样⼀来，不仅节省了时间，⽽且节省更多的⼈⼒物⼒，管理起

来更加⽅便快捷。⽽且，使⽤洗碗机还可以有效为厨房减少⽔电开⽀，减少厨房的

⽔渍污渍等。 

 

 

 

 

（图：⾃动洗碗机） 

（图：⾃动寿司机）

极）机）      

（图：⾃动切菜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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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发展，机器⼈开始慢慢⾛入餐饮⾏业。 

 除了节约⼈⼒成本，机器⼈在餐饮

中的普及还对餐饮产品标准化起到了积极

作⽤。餐饮机器⼈的专业称呼为烹调⽤机

械设备，此类产品的优势在于复制⼒强、

⽣产速度快、菜品标准统⼀，适合菜式种

类固定、客流量⼤且⽤⼯成本⾼的餐企选

择。在新的市场经济下，机器⼈和餐厅的

有机结合也将为餐厅开拓⼀个创新点。 

 随着科技的发展，⾃动化已经逐渐

进入餐饮业。虽然有些⾃动化机器价格不

便宜，但是从长远的经济角度考虑，⾃动

化能为餐厅减少所需⼈⼒、提⾼运营和出

品的效率，⼤⼤减少成本、提⾼翻桌率！ 

 

2. 优化运营流程，减少餐馆运营的步骤从⽽减少⼈⼒ 

 

a. 减少餐厅内部信息传达的流程 

 对于传统餐厅中，餐厅内部信息传达的流程多是依赖于⼈⼒，从顾客点菜下单，传

递至厨房，顾客买单结账，对于规模较⼤的餐厅，每⼀环节更需要⼤量的⼒量才能使餐厅

运营流畅起来，但与此同时，给餐厅带来的便是⼈⼒成本的增加。要想总体提⾼运营效

率，餐厅可以利⽤科技带来的便利，缩短餐厅内部信息的传达过程，减少流程就是减少服

务单位顾客所需的时间，从总体上说，在客⼈不变的情况下，减少了⼈⼒需求。 

   

 

根据《华尔街⽇报》报道，为解决劳动⼒短缺

这⼀⼤难题。美国加州⼀家名叫“Flippy”的汉堡

店利⽤⾃动化机器⼈，在制作汉堡过程中⾃动

翻转其汉堡当中的⽜排⾁，这为餐厅节省了 2-3

个员⼯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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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点餐 à送厨 

 传统的餐厅中，点餐的过程通常是桌边写菜——⾛到厨房贴单⼦，或者桌边写菜—

 —⾛到 POS 前输入进电脑——POS 将点单送入厨房打印机。在这⼀流程当中，服

 务员来回⾛动不仅浪费很多时间，⽽且过程重复，效率较低。 

 如果⽤平板电脑在桌边点餐，订单直接进入厨房，减少⾛动的时间，缩短下单时

 间，从整体来看就是降低企台⼯作需求，扩⼤单个服务员的覆盖范围，减少服务员

 需求。还可以减少⼿动重复输入，降低出错率。 

            ii. ⽹上点餐平台à送厨 

传统的⽹上点餐系统收到订单后需要店员⼿动将订单输入系统，才能送进厨房，这

样⼀来，下单过程重复，尤其在午市与晚市繁忙的时间段，会消耗不必要的⼈⼒与

时间。 

⽽⼀些新型的⽹上点餐⽹站与店内的 POS 电脑连接，顾客在⽹上点完直接进系

统，省去了中间的步骤，也就是减少了⼈⼒需求，还能降低出错率。 

iii. 移动⽀付 

付款⼀直都是就餐过程中极为耗时的⼯程，通常包括“叫付款-->店员打账单-->顾客

拿卡/现⾦-->店员操作付款-->签字/找零”。即使是快餐，也有“点单-->付款-->签字

/找零”的步骤。 

如果采⽤移动⽀付的⽅式，堂吃店的付

款步骤减少为“叫付款-->店员打账单-->

桌边付款”，快餐店的付款步骤减少为

“点单-->付款”，⼤⼤减少了等待、奔

⾛、操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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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把部分流程交给顾客完成 
 除了可以利⽤技术硬件来减少流程以及所需要的⼈⼒，餐厅也可以将部分的流程交

给顾客⾃助式完成，以此来减少中间不必要的⼈⼒，从⽽提⾼运营效率。以下⼏点，是餐

厅运营过程中可以交给顾客完成的部分流程： 

 

             i. E-Menu, Kiosk 

餐厅可以使⽤ iPad 点餐系统和电⼦菜单，能够让顾客坐下

之后，拿起桌上的电⼦菜单就可以轻松地进⾏⾃助点餐，

含括丰富的菜品图⽚和介绍，为餐厅与顾客提供更⽅便的

点餐下单服务。能够节省纸质菜单的印刷与修改成本，提

升顾客⽤餐体验。并作为与顾客互动交流的平台，使餐厅

运营更便捷⾼效、节省成本，也能够提⾼餐厅的影响⼒。 

 

ii. ⼿机点餐 

⼿机点餐也是越来越多餐厅选择采⽤的⽅式。餐厅可以利⽤⾃

助点餐系统，顾客⽤⼿机扫描餐厅⼆维码，不管是堂食或是外

卖，都能轻松点单，这样可以⾼效地留住排队的顾客，节省服

务时间，提⾼翻桌率︔减少服务员的数量，降低服务成本。 

 

iii. ⽹上点餐（vs 电话点餐） 

更多使⽤⽹上点餐来处理外卖、外带订单，相对于电

话点餐来说，无需店员的更多操作，对于外卖订单多

的餐厅⼤⼤减少了点单时间，减少⼈员需求。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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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点餐也可以与餐厅 POS 机关联，使得顾客在⽹上下单直接进入系统，减少中

间所需要的重复劳动⼒，减少⼈⼒，提⾼效率。 

 

c.    优化员⼯管理流程，降低管理成本 
 

             i.   设置员⼯权限，不需要每次重要操作都去获得⼈⼯许可 

通过在 POS 机中设置不同身份，赋予不同身份进⾏不同操作的权限。不仅可以更

⾼效地管理员⼯、减少餐馆的财物损失风险，还可以把开钱箱、⽀付的重要操作的

权限更好得管理。例如，员⼯有⾃⼰的密码进⾏ POS 操作，可以记录个⼈操作，

还可以省去有些店只要开钱箱就需要经理刷卡的步骤。 

ii. 根据数据分析来排班 

利⽤ POS 产⽣的每⽇数据，分析出每天、每周、每⽉的店内的⾼峰期和低峰期，

根据这个数据去安排⼈员排班，避免⾼峰期⼈员不⾜的情况，更减少低峰期的冗余

⼈员排班，利⽤数据来有效地降低⼈⼒成本。 

iii. 电⼦打卡 

利⽤个⼈密码进⾏打卡，⽅便计算考勤、⼯资与⼩费，减少了每天餐厅盘点的时间

以及所需要的⼈⼒，同时可以根据电⼦打卡⾃动⽣成的数据表格，分析员⼯出勤表

现，优化奖赏制度，培训甚至淘汰末位员⼯，提⾼整体员⼯素质。 

 

 越来越多的餐馆会使⽤如 POS 机、餐馆点餐、管理系统，帮助从餐厅内部管理运

营乃至顾客群终端的各种功能需求，有效地帮助餐馆提⾼运营效率，解决⼀些餐馆运营的

难题，例如线上线下点单、上下游资源整合、餐厅数据和员⼯的管理，不仅提⾼员⼯效

率，还能够升级⽤餐体验，给顾客提供了更⽅便快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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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案 

 

思路⼆：改⾰餐馆经营和管理模式，提⾼
员⼯忠诚度 

 
餐厅：和公司⼀样经营 
 

 在美国的中餐，长期以来给⼈们⼀种“廉价”、“不卫⽣”的印象，这种印象来⾃于独

特的中餐历史，以及不少餐馆仍属于家族经营，缺乏现代化管理意识。中餐在全美的市场

不⼩，但是真正做⼤的、活跃在全美主流市场当中也只有仅有的那么⼏家，许多中⼩餐馆

企业主想寻求发展的步伐也是举步维艰。 

 餐馆不管⼤⼩，⾸先它与普通的公司并无异样，同样有产品和服务，还要讲究出品

包装和宣传，以及⼈⼒资源管理和财务管理等，所以必须要有科学的管理⽅式去经营，否

则长期下来，运作肯定会吃⼒甚至出问题。 

 

摒弃⼈情关系，采取正轨管理 

 但在美国，依然有不少的传统中餐，⼀家⼈经营着⼀家餐馆，⽼公掌勺，⽼婆收

银，孩⼦当服务员。餐馆好不容易做⼤了，又把三⼤舅拉来做采购，四⼤姨来做经理，整

个餐馆的管理⼈员都是亲戚朋友。但如果真的把餐厅当作⼀个正式的公司来经营时，⼈员

管理上可能会因为特殊的关系⽽无法公私分明地执⾏，其中涉及到利益上时，亲⼈的关系

往往会让经营变得更加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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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上正轨，必须采取正规的管理⽅式，不再是利⽤⼈情关系，⽽是制定详细准确的制

度来进⾏⼈员管理，完善奖罚激励机制和员⼯考核机制，了解每个员⼯的价值观和⽬标，

⽤奖励、帮助实现⽬标的⽅式来提⾼员⼯的积极性，完成⼯作⽬标。 

 餐馆⽼板也要善⽤数据，建⽴起数据管理系统，包括财务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

理、供应链管理、营销促销管理以及⼈⼒资源管理这五⼤管理系统，采取数据化管理，及

时了解餐馆每⽉的经营情况。 

 

 

采取正轨管理，完善员⼯制度 

 在⾯对劳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效的员⼯管理能有效地帮助餐馆⽼板减少冗员

以及不必要的⼈⼒资源⽀出，同时能创造最⼤的经济利益。餐馆无论⼤⼩，有效的管理⼀

定能给经营带来好的收益。那该如何⾼效管理呢︖以下是针对餐馆必要的管理⽅法7： 

                                                                            
7 Www.canyin168.com-职业餐饮⽹. (n.d.). Retrieved July 23, 2018, from 
http://www.canyin168.com/glyy/cygl/glct/201703/68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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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纪律约束机制是员⼯管理关系的根本 

完善员⼯在餐厅⼯作的纪律机制，明确指出员⼯⼯作要求，完善建⽴约束机制，科

学合理的薪酬制度，包括晋升机制等等，合理利⽤了利益关系，就成了员⼯关系管

理的根本。 

⼆、职能负责⼈是员⼯管理的关键 

职能⽅⾯负责⼈，⼈⼒资源部门，⼈⼒管理的⾸要负责⼈，现在对于餐饮企业管理

部门来说，店长、经理、⾏政总厨就是主要的负责⼈，所以我们职能负责⼈是员⼯

关系管理的关键，也是实现员⼯关系管理的⾸要责任⼈。 

三、建⽴员⼯申诉制度，及时解决问题 

建⽴⼀个完善的申诉制定可以使员⼯通过正常的途径宣泄不满的情绪，疏泄员⼯情

绪改善员⼯⽓氛，确保员⼯⼯作当中受到公正的对待。重点让员⼯的声⾳能被管理

层提到，并及时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四、定期做员⼯满意度调查，提升企业管理⽔平 

企业第⼀顾客是员⼯，员⼯是公司利益的创造者，是企业⽣产⼒最活跃的要素，同

时也是企业核⼼竞争⼒重要的因素。企业能够获利的因素主要是客户忠诚度决定

的，⽽客户的忠诚度是由客户满意度决定的，客户满意度又是由员⼯来创造的。所

以员⼯对公司的忠诚度，取决于他对我们公司是否满意。做好员⼯的满意度调查，

是每个企业都必须要做的内容。 

五、 建⽴合理员⼯管理制度 

员⼯晋升管理制度建⽴的根本⽬的是为了提升员⼯的⼯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员⼯在

餐厅经营中的作⽤。合理的员⼯晋升管理制度是员⼯个⼈能⼒提升的动⼒，通过管

理制度，不仅让员⼯有效地完成⼯作任务，同时让员⼯在⼯作中实现⾃我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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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案 
 

思路三：培养餐厅的企业⽂化，增强员
⼯归属感，降低离职率 

 
1. 餐馆发展“公司化”，为员⼯提供职业发展规划 

 
 餐营业作为劳动⼒流通最⼤的⾏业之⼀，最主要的原因是其门槛较低、所需技能较

少，导致社会地位不⾼。但正因为这些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不愿加入餐饮⾏业，甚至

已有劳⼯也会出现⼼态上的问题。 

 在餐饮业业⾯临激烈竞争的今天，员⼯的流失成为⼀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根据数据

显⽰，餐饮⾏业的流失率达到了 74%，平均替换⼀名员⼯的费⽤达到了$5,864，因此⾯对

员⼯的流失，制定相关流失管理策略才是最重要的，不仅可以减少⼈员流动带来的招聘压

⼒和成本，⼈员稳定还可以降低岗位培训成本，有利于提⾼服务质量。 

 降低员⼯流失率，最重要就是给员⼯⼀个留下的理由。薪资上不仅要给员⼯合理的

待遇，⼈⼒成本的上升要对应⼯作效益的提升，保障餐厅的利益，同时要⽤合理的激励制

度，给员⼯树⽴⼯作⽬标以及职业规划，激发员⼯的⼯作积极性，让员⼯明⽩，⼯作不再

仅仅是为了餐厅，更是为了⾃⼰的未来的

职业前景。 

 作为餐馆⽼板，要想改变员⼯的⼼

态，⾸先要调整好⾃⼰的想法，不再把员

⼯当作普通的⼀个为⾃⼰打⼯⼲活的⼈，

⽽是当作朋友以及合作伙伴，了解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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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以及职业⽬标，并真诚地帮助他通过在餐厅的⼯作⽽达到⾃⼰的⽬标。通过把员⼯

在公司期间的职业⽣涯规划成⼀系列的任期，每个任期给予他们富有挑战性和有价值的⽬

标，可以更好的吸引和留住优秀员⼯。 

         2. 提⾼员⼯福利、⼯作成就感 
 越来越多的⼤型餐厅，为更好地留住员⼯，防⽌⼈才流失，餐厅会提⾼员⼯的福

利，甚至为厨师⽀付厨艺学校学费，经常性举⾏龙⾆兰品酒会等活动促进员⼯和餐厅之间

的关系，安排弹性⼯作时间以及快速的升迁，留住员⼯。 

 例如，墨西哥快餐连锁店 Taco Bell 和速食连锁店麦当劳为吸引更多年轻⼈加入⾏

业，扩⼤协助员⼯⽀付⼤学学费的福利⽅案。根据 Taco Bell 在其公司内部 210，000 名员

⼯中作出的调查发现，教育⽀持是员⼯最看重的三项福利之⼀，员⼯希望能获得更多的教

育机会，以帮助其未来职业发展。但对于很多⼈来说，时间和⾦钱上的困扰，让他们无法

获得⾜够的教育。⽽公司所提供的教育福利，对许多因为时间和⾦钱困扰⽽无法获得⾜够

教育机会的⼈们来说，是⼀项极具吸引⼒的条件，这为公司长期留住和吸引更多⼈才进入

到餐饮⾏业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对于许多中⼩型的中餐企业主来

说，为员⼯提供教育福利也许会是负担

极重的不现实做法，但不论是⼤公司还

是⼩公司，对员⼯的福利是必不可少

的。要想吸引更多⼈才加入餐厅，除了

基本的⼯资以外，餐厅所提供的福利是

许多员⼯是否留下重点参考的标准，这

象征着餐厅对员⼯是否有⾜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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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正规划经营是⺩道 

 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的估算，在拥有约 1,270 万⼯⼈的餐饮业中，国外出⽣的合法

和非法移民估计有 140 万 。根据 2008 年⽪尤拉美裔中⼼（Pew Hispanic Center）估计，近

260 万厨师中有 20％是非法移民。36 万洗碗⼯中 28％是非法移民。 

 但在川普政府上任后，政府开始了严格打击非法劳⼯的⾏动，被移民局盯上的餐馆，

有可能会受到巨额罚款。这对餐馆⽼板来说，虽然聘⽤非法劳⼯可以省下很⼤⼀部分成本，

但所承担的风险要远远⼤过省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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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餐厅分析案例  
 

案例○1 ：⿇辣计划 

——“尊重+价值+温暖”造就超低离职率 

 

 

 

 

 

 

 位于纽约的麻辣计划是⼀个年轻的创业型餐厅，⽽发展至今的⼏年内，麻辣计划的

核⼼员⼯只有 2 位离开，团队也没有过⼤的摩擦，这个团队的热情和凝聚⼒，令⼈赞叹。 

员⼯培训：以尊重为向导的双向选择 

 麻辣计划在员⼯培训上，会先双⽅试⼀试，双⽅感觉并互相沟通︔之后⽼员⼯主持

培训，观察⼀两周，然后新⼈才会正式上岗、⼯作。 

 当员⼯有其他打算、想离开的时候，麻辣计划团队会尊重员⼯的选择，顺其⼼意。

曾经麻辣计划有⼀个员⼯很想做空姐，在这个努⼒的过程⾥⼤家⼀直都很⽀持。最后这个

女孩如愿进入 Delta 航空，每每回到麻辣计划，就像回到了家⼀样温暖︔另外⼀个员⼯是

餐厅管理⼈员，也是麻辣计划的开业元⽼，麻辣计划非常想重点培养⼈才，想要把⼈留

下来。但是员⼯⾃⼰想去开奶茶店，麻辣的团队最终还是尊重并⽀持了个⼈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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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的成长路径也是有很多种选择，新入职的员⼯刚开始是在分配的岗位，之后会

有机会其他岗位尝试，这样可以提⾼他们成长的空间。对于管理⼈员来说，这种轮岗也提

⾼了效率、节省了成本，可以发掘员⼯其他⽅⾯的能⼒。麻辣计划的创始⼈尽可能让每个

员⼯能够在这⾥尝试更多东西，把责任分担⼤家身上，并且对于更加踊跃承担责任的⼈会

更加着重培养。 

 在⾯对年轻⼈不愿入⾏的问题上，麻辣计划认为中国⼈和外国⼈在“server”上的观

念不太⼀样。有⼈做餐饮就是因为对餐饮⾏业感兴趣，⽽有⼈做餐饮就是他们众多选择中

的⼀条路。麻辣计划给员⼯很⼤的成长与发展空间。在后勤、前厅⼯作的员⼯都有所突

破，待⼈接物，沟通交流⽅⾯都是有很⼤成长的。 

员⼯管理：找到⾃⼰的价值与⾃我成⻓ 

 麻辣计划的⽂化和团队年轻⽽有活⼒。绝⼤多数员⼯开业数年都没有离开，在服务

业中很难得。麻辣计划的⽂化是年轻，员⼯都有⾃主权，可以随时表达出来⾃⼰的想法、

做更多的事情，有成长空间。麻辣计划的团队相处很融洽。 

 另外，餐厅也在成长，团队都会看到整个发展的蓝图，会看到未来⼏年的道路与成

长。员⼯甚至和客户成为朋友，下班会⼀起喝酒聊天。麻辣计划对⾃⼰员⼯的⽂化定义

是，找到⾃⼰的价值与⾃我成长。 

企业⽂化：出现问题，解决了就好 

 餐厅管理和运营上，麻辣计划也经历了成长的过程。⼀开始餐厅会有准备不⾜的情

况，会被批评，比如上菜慢、等位长、菜量有问题等等，但是餐馆的性质就是这样，⼩问

题不断，⼩问题⼀步步去解决去完善，“问题出现了，解决了就好”。创始⼈艾萌笑着说。 

 现在中国的餐厅很多都是陆陆续续的再开，但是很少有⼀批中国的年轻⼈，受过良

好教育，还想要投身于餐饮这样的实业，并且按照他们接受的教育对⾏业作出⼀种改良。

赶对时间点很重要，那个时候年轻⼈创业做餐饮的还很少，现在已经快速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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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 Shake Shack 
——⾼品质出品、完善的员⼯升职制度 让员⼯不想⾛ 

 

 Shake Shack 是美国纽约有名的汉堡连锁店，和传统的汉堡品牌例如麦当劳、汉堡

王相比，它的汉堡不仅价格是麦当劳的 2 倍，上菜速度比业内平均⽔平低好多，甚至提出

健康汉堡的慢快餐概念。令⼈惊奇的是，这样反其道⽽⾏的做法，让 Shake Shack 从当年

⼀家卖热狗汉堡的⼩餐车，变成红遍全美的汉堡品牌。 

产品出品：⾼品质出品、差异化 

 虽然属于快餐，但是与普通汉堡店不同的是，Shake Shack 在食材的选择上⼀直坚

持采购新鲜优质的原材料，如无激素、无抗⽣素

的⽜⾁、鸡⾁和培根，⽽⾯包也要比普通汉堡店

的包味道更⾹。另外， Shake Shack 有⼀个限时供

应菜品计划（LTO），他们会在⼤约 6 个⽉的时间

⾥研发⼀款新的特级汉堡。还会在当地节⽇或者

特殊活动的启发下，研发符合当地特⾊的限时供

应菜品。 

员⼯选拔： “51%”员⼯ 

 Shake Shack 在招聘员⼯时，⾸先考虑的是招募正直、热情、友善、有上进⼼、有

爱⼼、有⾃我意识和好奇⼼的⼈才——这就是“51%员⼯”。Shake Shack ⽤“51%”这个词来

形容⼯作所需要的先天固有的⼈际交往能⼒和情感能⼒，⽤“49%”来形容这份⼯作所需的

技能。 

  对于 Shake Shack 来说，员⼯的本性和品质才是最重要的，⼯作技能反⽽是可以培

养的，排在次要的位置。因为餐饮⾏业的特殊性，对于员⼯的品质其实要求更⾼，“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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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虽然技能差⼀些，但是真诚善良的⼼，能够让他们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正直又上进

的⼼，能够让他们在没有店长监督的时候依然能按照规定要求⾃⼰，不会搞⼩⼼思。 

 

 

员⼯管理：Stepping’ Up 模式 

 Stepping’ Up 模式，是 Shake Shack 独特的员⼯管理模式，它要求每个员⼯都是未来

的领导，规定了员⼯在任职周期中的各个步骤，从普通团队职员开始，再发展到总经理位

置，阐明了每位员⼯从进入餐厅以后，每个职位所需要的资格要求以及培训⽅法，给员⼯

清楚的指明了公司各个阶层的发展机会，详细的展⽰了“培养未来临⾼者”的理念。 

 通过这种直观的模式，员⼯在进入公司之后，能清晰低看到⾃⼰的职业发展路径，

公司也会安排员⼯培训，了解企业⽂化和知道原则，然后转向专业知识和运营培训。年轻

的公司⽂化以及完善的职业发展规划，也让 Shake Shack 在餐饮⾏业这⼀劳动⼒流失率极

⾼的⾏业中，成为劳动⼒流失率较低的餐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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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团队成员都可以访问 Shack Source™，这是 Shake Shack 专有的在线培训平

台，不仅可以⽤作学习平台，还可以作为团队沟通的⼯具。Shack Source 还允许团队成员

向公司发送赞赏信息、意见、表扬和感谢等。 

 

 

 

 

 

 

 

 

 

 



 

 27 

案例○3 : ⻄⻉筱⾯村 
——系统教育、星级管理、⼈⽂关怀 打造成功经营模式 

 

 
员⼯培训：学院式系统教育 
 

 西贝的培训是在西贝⼤学完成的。全国⼀共有 4 所西贝⼤学，内含⼲部学院、服务

学院、厨师学院。在学院完成培训之后，会进入附近门店实习。经过⼏天的实习期满，才

会毕业。毕业后，学员们将会按照不同的学院，被分到不同分店的前厅服务系统、后厨的

厨师系统以及⾼层管理组中。西贝的员⼯⼀⽅⾯来⾃社会招聘，从智联、中华英才等招聘

⽹站上到朋友圈招聘，每个渠道都不放过︔另外⼀⽅⾯来⾃于与西贝有合作的相关院校。 

 

员⼯管理： 星级评⽐制 

 不管经验如何，到了西贝都得从底层做起。只不过不同的学历，会拿到不同的薪⽔。

在西贝⼯作，员⼯常常都会参加到集体活动当中。今天是拜师仪式，明天可能是员⼯的⽣

⽇，后天就是晋升派对。西贝的每个服务员都有三个⼩牌⼦：服务员的姓名、星级以及带

⼆维码的打赏牌。西贝会定期评级并调整每个⼈的星级，整个餐厅以⼀⼆星居多，主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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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星、厨师长四星。常常有服务员⼲得好，店长会扫打赏码，然后直接给员⼯打钱。员

⼯便会会感觉到来⾃店长的认可。 

 

员⼯福利：公司全⾯⼈⽂关怀 

 虽然西贝的薪资比其他餐厅⾼出⼀截，但是真正让西贝⼈不想离开的还是通过各种

关怀⼿段与员⼯所建⽴的情感联系。在西贝，员⼯餐也是有菜单的，公司还会定期下到门

店调查⼤家员⼯餐吃的满不满意︔员⼯宿舍⾥⾯都配有饮⽔机、电视和阿姨︔西贝的员⼯

都有免费的化妆品，在西贝⼤学，训导师还会教⼤家化妆︔⽣病了，还有免费的病号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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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劳动⼒不⾜已经成了餐饮业的整体问题，不管是什么种类的餐

厅，都⾯临着年轻⼈进入餐饮⾏业⼯作意愿降低、最低时薪升⾼、

餐馆运营与管理模式过于传统、员⼯流失率⾼的挑战。对于外部环

境的变化，对于个体餐馆能做的不多，所以餐馆应该先着眼于“修

炼内⼒”。从长期⽅⾯，餐馆需要改⾰管理模式和企业形象，给员

⼯较为完整的职业规划，提⾼对年轻⼈的吸引⼒，降低员⼯离职

率︔⽽从短期⽅⾯，餐馆能做的是利⽤更多的餐饮科技，提⾼餐馆

的⾃动化⽔平和运营效率，减少对⼈⼒的需求，从⽽降低劳动⼒不

⾜对餐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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