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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hotel also ushered in more and more 

challenges, how to improve the occupancy rate, how will the decline in the momentum of the hotel 

to enhance the profits, how to meet the diverse needs of consumers, as various types of hotel 

management The primary question of thinking. Service innovation because of its quality of service 

to improve the hotel to impro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hotel profits by the hotel managers and 

academic researchers attention.Based on the previous scholars on the service innovatio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m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o explore its role in the hotel 

service innovation, mainly within the country several major cities in the high-end hotels, including 

the economy in recent years Hotels and themed hotels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hotel attention to the 

degree of service innovation and how to achieve service innovation, and then verify the impact of 

these hotel service innovation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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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近年来，我国酒店迅猛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如何提高入住率，如

何将有下滑势头的酒店利润提升上来，如何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成为各类型酒店管理

者的思考的首要问题。服务创新因其对提升酒店服务质量进而提高顾客满意度以及酒店利润

而受到酒店管理者以及学术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基于之前学者对服务创新的研究，将从团队

文化和组织学习这两个角度探究其对酒店服务创新的作用，以全国范围内主要是国内几大城

市的中高档酒店包括近年来突起的经济型酒店和主题酒店为研究对象，分析现有酒店对服务

创新的重视程度以及是如何实现服务创新，继而验证得出影响这些酒店服务创新的因素。 

1. 引言 

从目前我国企业创新管理的实践看，服务创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与目前的创新

大环境是分不开的。新世纪的到来，也是互联网在我国普及的时代，也是知识经济的时代。

我国经济深受互联网的影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的引进很快会被同行业所模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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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保持企业的一直生存下去。我国酒店企业目前不仅面临国内市场的竞争，

同时也受国际品牌的如北美、欧洲等国际酒店品牌入驻中国的威胁，使得我国酒店业整体盈

利形式相较以前有很大的下滑。所以，酒店企业要想保持竞争地位不仅与国内同行竞争更要

放眼全球，就要进行市场细分，做好市场定位针对其面临的目标顾客群体，依其需求进行产

品创新；同时还要比竞争对手更高的效率来吸引目标市场，时时接受顾客反馈，感知市场变

化，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现有很多企业都明白服务创新的重要性，但是却不知如何在提升

自己企业的服务创新能力，而本文可以为酒店企业提供一个清晰的指引。所以，本研究成果

可为我国酒店企业进行服务创新活动提供一些指导和借鉴，提高其服务创新能力，进而提升

竞争力。 

2. 研究现状 

2.1 创新与服务创新概念的提出与演化 

“创新”一词我们并不陌生，虽然它没有很悠久的发展历史，但是这个世纪它已经成为

各行各业都逃离不开的生存法宝。创新—词起源于拉丁语。它原有三层含义：1、更新；2、

创造新的东西；3、改变。而作为一种理论创新概念最初是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

彼特（J.A.Schumpeter）在其 1911 年出版的德文版《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此书在 1934

年被译成英文时，使用了“创新”（innovation）一词。 

一般认为，服务与产品（有形）是不同的，服务的“无形性”、“即时生产即时消费”、

“易逝性”和“不可储存性”的特点决定了差别之所在（赖然，2014）[1]。这种差异化的存

在，也将现有研究文献划分为了两类：服务创新与服务业的创新，国外学者基于服务创新与

有形的产品创新的差异化的视角，提出了服务创新的分类。我国国内服务创新国内服务创新

研究始于年代末，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服务创新分类研究的文献不多，其中比较显著

的是魏江等人（2008,2009）的分类，他们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将服务创新分为概念创新与

传递创新[2,3]。 

2.2 国内外酒店服务创新的相关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经济重点从商品生产到服务的一个稳定的转变，从而服务经济

占据着主导地位，为了探索员工创新行为，Scott和 Bruce（1994）通过访谈企业高层管理人

员开发出员工服务创新行为（ESIB）量表[4]。员工将其创造性思维付诸实践转化成创新性行

为，能为企业带来更新更好的创意、产品、服务和生产流程，是企业实现突破性发展并取得

成功的有效途径（刘泓，魏文斌，2009）[5]。 Meng-Lei Monica Hu,（2009）的研究中指出

酒店服务创新表现在两个方面：新服务开发(NSD)与员工服务创新(ESIB)[6]。 

3.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 

3.1 组织学习对酒店服务创新的影响 

组织是一个不断创造知识的实体，组织学习是指组织知识基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它也

是组织创造、获得和转移知识的过程。随着学习过程的进行，新的知识不断地产生、积累和

有效运用，从而推动了组织的知识创新。在新知识的开发中，组织学习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因此，学习对于知识创新来说是必要的，知识的扩展依赖于学习的强度以及先前的知识学习。

企业只有通过组织学习，才能促进员工知识创新和发展核心能力，并充分认识和利用外部环

境变化带来的发展机会。通过学习，企业员工可以利用现存的知识生产出新知识。组织学习

是员工服务创新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组织学习正向影响酒店企业员工服务创新。 

H1b：组织学习正向影响酒店企业新服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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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团队文化对酒店服务创新的影响 

因为创新任务需要专业的知识在多方面的渗入，团队的发展就日益壮大。Quinn(1992)

的 84 例创新研究产生了七个促进组织创新重要的因素，良好的团队精神是其中之一[7]。团队

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能防止误解，增强价值观，领导力，信任和正义的分享，从而促进创新

发挥更大的绩效。在国外的一些研究中他们将团队支持，团队协作，团队凝聚力视为一些非

常重要的团队文化的因子。团队文化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

团队支持，协调和凝聚力文化可以激发团队的服务创新绩效。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2a：团队支持正向影响酒店企业员工服务创新绩效。 

H2b：团队支持正向影响酒店企业新服务开发。 

H2c：团队协作正向影响酒店企业员工服务创新绩效。 

H2d：团队协作正向影响酒店企业新服务开发。 

H2e：团队凝聚力正向影响酒店企业员工服务创新绩效。 

H2f：团队凝聚力正向影响酒店企业新服务开发。 

3.3 模型框架 

 

 

 

 

4. 数据分析 

4.1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与衡量 

为了更科学地对各变量进行定义，并且较为权威地划分和测量各变量的维度，本研究最大程

度地参考国内外权威的研究文献所采用的量表、问卷，再结合本研究所在的具体的情景对问

卷加以适度的修改和完善。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共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填写调查问卷

者的个人基本信息以及所工作酒店的基本资料；第二大部分是本论文各变量的问题项本研究

调查问卷的题项选择七点量表制成，问题项除了员工所在酒店部门这一题项是填写问卷者自

己填写文字答案（不同酒店对相同部门的名称定义是不完全相同的，为避免填写者迷惑不知

如何选择，所以此题设计为调查问卷填写者自己写出所在酒店的部门）之外皆为单选题，答

案内容分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有点不符合、中立、有点符合、比较符合、完全符合

等，由受测者勾选其一选项，分数越高的问题项，代表受测者对此问题项的同意程度越高。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组织学习以及组织学习与服务创新绩效、知识共享等的研究，结合本

研究的实际情况，主要参考了 Monica Hu（2009）[6]和 Dibella, A. J., Nevis, E. C（1996）
[8]的相关研究，本研究对组织学习的度量涉及 4 个问题项。研究指标、问题项和问卷来源论

述见表 4-2. 

表 4-2组织学习构面的衡量题项 

指标 问题项 来源 

 

组织学习 

Q1.1公司经常为员工组织培训，提高我们的知识层面 Monica Hu

（2009）， 

Dibella, 

A. J., 

Nevis, E. 

C（1996） 

Q1.2我想成为一名在同事眼中有专业知识的人 

Q1.3帮助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会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 

Q1.4 公司良好的学习氛围更加促进我跟同事一起学习

和分享知识的欲望。 

团队文化 

组织学习 

酒店服务创新绩

效 

48

Advances in Economics,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 (AEBMR), volume 34



学术界对于团队文化的测量说法较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待团队文化，对其进

行了度量，但一直没有统一的测量维度，本文量表主要来源于 Monica Hu（2009）有关服务

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6]。该量表是在对国外酒店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将反应团队文化因

素的维度（团队支持、团队协作、团队凝聚力）都包含在内，能够比较全面的反应团队文化

的内涵。本文又考虑到国内外文化因素不同对本研究的影响，在原量表的基础之上删除去与

中国国情不是很符合的几个题项，经过反复的推敲和预调研，形成本量表，包括团队支持、

团队协作、团队凝聚力三个维度，研究指标、问题和问卷来源论述见表 4-3。 

 

表 4-3 团队文化构面的衡量题项 

指标 问题项 来源 

 

团队支持 

Q2.1我的领导支持我们共享知识和技术信息  

 

 

 

Monica Hu 

（2009） 

Q2.2 在我的工作中，遇到困难时同事或领导会帮助

解决难题 

Q2.3我以及身边的同事对知识和技术共享是支持的 

 

团队协作 

Q2.4 我所在的酒店在招聘人才的时候很重视团队合

作 

Q2.5本酒店有正式的规则和程序来协调团队合作 

Q2.6本酒店领导具备协调团队合作的能力 

Q2.7在业余时间，酒店的团队成经常进行小型聚会 

 

团队凝聚

力 

Q2.8我们团队拥有积极向上优秀的团队精神  

Q2.9我在团队工作中的参与感很强 

Q2.10我们团队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有助于酒店提高服

务质量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服务创新绩效的研究，结合本研究的实际情况，本研究在服务创新绩

效的维度划分中，重点参考了 Monica Hu（2009） 的研究成果，并将服务创新绩效分为员工

服务创新和新服务开发两个维度[6]。如表 4-4 显示，本部分问卷一共有 10 个题目，其中，

1-6 题是对员工服务创新的衡量题目，7-10 题是对新服务开发的衡量题目。 

表 4-4服务创新绩效构面的衡量题项 

指标 问题项 来源 

 

 

员工服

务创新 

Q3.1在工作中，我对新的服务的提出或实施作出了贡献  

 

 

 

Monica 

Hu 

（ 2009

） 

Q3.2 在工作中，我试着提出自己的服务创意并说服别人 

Q3.3在工作中，我善于发现新的服务技术和方法 

Q3.4 在工作中，我提供能够提高服务质量、令顾客满意的计

划  

Q3.5 在工作中，我努力争取实现创新所需的资金和资源  

Q3.6 总的来说，我认为自己是团队中的一员，并认真做好自

己的工作 

 

新服务

开发 

Q3.7 我所在的酒店经常会发现一些新的资源，适应时代的发

展 

Q3.8 本酒店现有的人力、物力资源，有能力实现新服务开发

的需要 

Q3.9在发展新业务时，所有部门都能够有效地进行互动  

Q3.10在开发新的服务项目时，管理人员和一线服务人员可以

进行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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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样本选择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为了更好地梳理清楚市场导向、团队文化、组织学习与服务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酒店企业员工进行调查分析，挖掘问卷数据背后的真实原因，为我们的实践工作做好

指导。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取样的便捷性，本文主要选取华南地区（以广州为主）、华中

地区（以武汉为主）、华北地区（以北京为主）、华东地区（以上海为主）的酒店企业员工

作为研究对象。 

4.3 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前人的实证研究经验，本研究认为，适配度指标的理想数值范围是 GFI、CFI 均大

于 0.9，在 0.8-0.9 之间也可以接受；RMR 越小越好；RMSEA 的值应该低于 0.05，在 

0.05-0.08 之间也可以接受。本研究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指标如下表 4-20所示，除了“团

队文化”的 RMSEA 指数略大于 0.08 之外，其他指标均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表明本问卷具

有良好的结构效度。 

表 4-20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拟合指数 
2x /df GFI CFI TLI RMR RMSEA NFI 

市场导向 2.266 0.949 0.969 0.958 0.083 0.065 0.946 

团队文化 2.935 0.938 0.971 0.959 0.057 0.082 0.957 

组织学习 6.518 0.980 0.984 0.952 0.039 0.136 0.981 

服务创新绩

效 

3.679 0.925 0.956 0.941 0.071 0.095 0.941 

4.4 结构方程模型拟合 

模型的标准化回归路径系数 

路径 估计值  标准值 SE C.R P 

组织学习<---团队支持 .895 .832 .189 11.336 *** 

组织学习<---团队协作 -1.465 -1.362 .255 -0.002 0.999 

组织学习<---团队凝聚力 .952 .885 .078 7.541 *** 

员工服务创新<---团队支持 .601 .481 .138 3.256 *** 

新服务开发<---团队支持 .135 .108 .036 1.982 *** 

员工服务创新<---团队协作 .374 .299 .018 2.317 *** 

新服务开发<---团队协作 .390 .312 .071 2.729 *** 

员工服务创新<---团队凝聚

力 
.153 .212 .087 2.002 *** 

新服务开发<---团队凝聚力 .010 .014 .008 0.843 0.05 

员工服务创新<---组织学习 1.098 0.891 .167 17.104 ** 

新服务开发<---组织学习 .289 0.401 .056 2.583 *** 

4.5 假设检验 

在整合模型检验中，组织学习与酒店企业员工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

标准化路径值为 0.891，组织学习与酒店企业新服务开发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标

准化路径值为 0.401，因此，假设 H1a 和假设 H1b得到支持。 

团队支持与酒店企业员工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标准化路径值为

0.481，团队支持与酒店企业新服务开发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标准化路径值为

0.108，团队协作与酒店企业员工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标准化路径值为

0.299，团队协作与酒店企业新服务开发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标准化路径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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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2，团队凝聚力与酒店企业员工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显著性检验，标准化路径值为

0.212，团队凝聚力与酒店企业新服务开发的相关关系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标准化路径值为

0.014（P=0.05），所以，假设 H2a、H2b、H2c、H2d、H2e得到支持，假设 H2f不支持。 

5. 结论 

5.1 团队文化对酒店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只有少量的实证研究在本领域进行了探讨，过去的大多数研究重点集中在

个别员工创新的前因上。但是，团队越来越多地承担起组织服务创新的任务。本文检验了酒

店服务创新和酒店团队的团队文化之间的积极关系。实证数据支持 5个假设，表明团队支持

和酒店服务创新、团队协作和酒店服务创新、团队凝聚力和酒店服务创新都有非常重要的直

接关系。 

团队文化与酒店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中本文在理论基础上设置了 6个假设，团队文

化（团队支持、团队协作、团队凝聚力）与酒店员工服务创新和团队协作、团队支持与新服

务开发等五个假设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关于团队协作、团队凝聚力与员工服务创新显

著正相关与颜宁（2011）[9]和 Monica Hu 等（2009）[6]等的结论较为一致。 

优秀的团队文化在促进酒店服务创新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团队支持和团队协作、

团队凝聚力对于服务创新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显著的。从估计系数得出了一个结论，有高度团

队凝聚力和团队协作的酒店员工往往会有更多的服务创新行为，同时高度的团队协作和支持

让员工更容易开发新服务。最后，还没有足够的根据去证实团队凝聚力和新服务开发之间的

直接关联。 

因此，应该培养良好的团队文化，促进酒店企业更好的内部交流环境。在服务型的企业

里：要想有高度服务创新行为，酒店组织首先要开发和确保团队协作和相互支持行为的实现；

另外，良好的团队文化也能促进服务创新行为的实现。因为一个基于合作、组织支持和有凝

聚力的团队文化将能够更好地刺激组织内的知识共享，同时也能够刺激和提高组织内个人创

新的积极性。 

5.2 组织学习对酒店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 

根据模型验证结果可知，组织学习对酒店企业的服务创新绩效的两个维度（员工服务创

新和新服务开发）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作用。国外大量的组织学习的文献中，学者所关注

的焦点大多围绕着组织学习本身和对促进组织学习过程的组织环境或条件来进行研究和探

讨。 

本文的研究题量关于组织学习的设计上同时考虑到了组织学习本身和组织促进组织学习

过程的组织环境这两点，酒店企业员工的服务创新需要建立在组织学习的基础上对环境也有

很高的要求，所以要想提高酒店服务创新的能力，企业需要更加重视给员工提供有利的促进

组织学习的环境或条件，让潜在需求、想法，能够发展成为成熟的服务创新行为并加以实施。 

另一方面，与员工服务创新不同，酒店新服务的发展则是需要在有利的环境中，更需要组织

学习本身，我们需要可以在无形的服务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造和创造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

获取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学习，所以，酒店企业也要注重对企业员工组织学习的安排与计

划。 

5.3 管理启示 

酒店企业要实现服务创新，要注重培养团队文化，善于挖掘员工的创造性思维，积极激

发员工的服务创新行为。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企业可以主要从组织学习、团队文化这两方

面进行服务创新管理机制的设计。 

5.3.1 营造有利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团队文化 

    服务企业要敢于承担创新风险，支持创新行为。员工往往都认为创新意味着容易错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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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这会限制服务企业员工的创新行为。因此，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明确支持创

新，允许员工去实现他们的新想法，并且能够设立专门的创新团队帮助创新想法的提供者把

初步想法转化为实际可操作的服务行为。 

5.3.2 制定长期有利于新服务开发的创新流程 

    通过此次调查研究发现，酒店企业从管理者到基础员工都了解新服务开发对于企业生存

发展的重要性，但能坚持为新服务开发尽可能的创造有利条件的酒店企业却不多，究其原因，

新服务的开发需要长期的投入才会产生直接的财务绩效，这会使得多数酒店企业在中途将资

金投入到其他部门。所以，酒店企业应该制定出一个能够长期坚持的创新流程，来支持企业

的新服务开发。 

5.3.3 建立有利于员工参与服务创新的体制 

从组织结构上看，可以调整现有的组织结构，进行组织结构的创新，建立专门的服务创

新管理部门（岗位），让员工知道发现创新机会后如何利用企业资源进行创新构想的调查、

研究、拥护以及应用，让员工不仅仅是创新思想的来源更能为服务创新的调查、研究、执行

作出贡献。其次，可以在绩效考核中增添创新能力考评一项，分等级进行服务创新奖励，不

能因为创新提案最终没有实施就否定整个过程所付出的努力，打击员工为企业提供创新来源

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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