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招募指的是一個組織吸引大量符合組織需求的求職者前來應徵的過

程，如何在短時間之內吸引到大量潛在求職者，告知其與工作和組織相關

的訊息，並使其投遞履歷，便是招募最重要的任務。公司在招募時會透過

各種不同管道將招募訊息傳遞給潛在的求職者，求職者對該公司與該職務

最直接形成的印象，便是來自招募廣告中呈現的訊息，因此招募廣告中究

竟呈現什麼樣的訊息，對於組織能否吸引這些求職者投遞履歷，在整個招

募活動中具有重要的影響力。 

  過去企業招募員工主要是透過報紙平面廣告、校園招募或建教合作、

內部員工推薦、國民就業輔導中心或職業介紹所等管道進行，然而，近年

來這些管道逐漸被網際網路取代。網際網路的傳輸量大而且快速，使用者

並可以透過網路隨時掌握每一個即時訊息，網際網路儼然成為一個新興的

重要媒體，廣泛的被大眾所使用。再加上資訊科技的進步與硬體設備的降

價，目前許多企業不但開始自行設立網站，並且也開始利用網際網路這項

媒介進行招募的業務，傳統的招募管道顯然很難滿足現今強調快速而經濟

的時代，這使得網路招募成為最普遍且最重要的人才招募方式。 

  研究者嘗試以求職者的角度瀏覽了人力銀行網站及各公司求職網

頁，發現招募訊息的種種特性皆可能影響求職者對該公司與該職務的態

度。對照以往的文獻也發現，求職者知覺企業求才網站的內容與形式，的

確可能影響求職者的應徵工作意圖與組織吸引力 (Cober, Brown, Levy, & 

Cober, 2003) 。 

  研究者發現，目前國內企業求才網站提供的招募訊息，往往只提供與

工作有關的正向訊息，鮮少提供與工作有關的負向訊息，為了招募到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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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的求職者，企業常常抗拒透露真實負向訊息，避免求職者對工作或公

司產生不好的印象，但這樣的作法可能違反倫理 (Buckley, Fedor, 

Carraher, Frink, & Marvin, 1997) ，且當求職者僅閱讀到這些正向的

資訊而未被告知負向資訊，會使得求職者對工作產生過高且不符實際的期

望，當他們實際進入公司後才發現原先的期望與實際不合，如此往往讓他

們對工作產生不滿，進而導致離職。因此學者提出真實工作預告

（Realistic Job Preview，以下簡稱 RJP）的作法，此作法有別於以往傳

統的招募內容，它不僅提供與工作相關的正向訊息，更提供了與工作相關

的負向訊息，讓求職者能夠對工作有更正確的認識。在招募中呈現 RJP 將

可以降低求職者對工作的過高期望，讓求職者在實際進入工作前有心理準

備，以避免在真正進入工作後，發現實際情形與原先期望不合而離職 

(Wanous, 1973) 。 

  過去探討 RJP 的研究，大多著重於 RJP 與長期結果變項之間的關係，

如探討 RJP 對新進員工的離職率之影響，對於 RJP 與短期結果變項之間的

關係則較不受重視。近期開始有許多學者紛紛提出 RJP 對招募成效（如工

作接受率、招募耗損率等）並無損害的證據 (Phillips, 1998; Meglino, 

Ravlin, DeNisi, 2000) ，進而更有學者開始探討 RJP 與組織吸引力之間

的關係，有些研究認為呈現 RJP 會降低組織吸引力 (Bretz & Judge, 

1998) ，另外有些研究結果則呈現出相反的看法 (Thorsteinson, Palmer, 

Wulff, & Anderson, 2004) ，有鑑於探討 RJP 與組織吸引力的研究數量

不多，再加上研究結果的不一致，因此研究者希望透過本研究，探討 RJP

究竟對求職者知覺組織吸引力有何影響，若呈現 RJP 的確對組織吸引力產

生影響，其中又是透過什麼機制發生作用。 

  過去的研究認為 RJP 對離職率的影響歷程中存在著複雜的心理機制，

Meglino 與 DeNisi (1987) 整理出 RJP 對降低離職率產生影響的不同機

制，包含自我選擇 (self-selection) 、期望滿足 (met expect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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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自由 (freedom of choice) 及對工作的中度擔憂 (work of worry) 

等，但這些機制是建立在 RJP 對離職率之影響的脈絡下，研究者認為，若

欲探討 RJP 對組織吸引力的關係，其中的心理機制應該會有所不同。

Thorsteinson 等人 (2004) 探討呈現招募訊息中「時間壓力1」及「與他

人互動2」這兩類訊息的正負向內容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並探討了其中可

能的中介機制，發現求職者「知覺工作的挑戰性」對 RJP 與組織吸引力的

關係有部分中介的效果。 

  最初提出 RJP 的學者是希望透過負向訊息的呈現，提供求職者自我選

擇的機會，並讓求職者對工作產生正確期望，進而降低離職率，一旦招募

訊息的提供是為了提升組織吸引力，那麼在負向訊息的類別挑選上將與為

降低離職率而提供的負向訊息有所不同。本研究將針對招募訊息內容是否

含特定類別的負向訊息進行操弄，並嘗試瞭解「知覺工作挑戰性」是否為

招募訊息內容的不同與組織吸引力關係間可能中介變項。另外，由於網路

招募是近年來新興的招募管道，因此本研究採用在網路招募脈絡下瞭解

RJP 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及其機制，此與以往研究採用傳統招募管道方式

傳遞招募訊息的脈絡將有所差異。 

  在招募訊息的呈現方式上，研究者注意到國內企業求才網站所提供的

招募訊息，一般而言皆是以官方網頁直接陳述的方式呈現，少數企業求才

網站除了直接陳述外，還會加上「同仁現身說法」的方式呈現訊息，此種

呈現方式提供現職同仁的姓名、部門、甚至是電子郵件，並且以問答的方

式呈現訊息。不論呈現的內容為何，這種以「同仁現身說法」呈現招募訊

息的方式，相對於直接陳述的呈現方式，都讓研究者對於訊息本身及該企

業感到較為印象深刻。2004 年 Cober、Brown 及 Levy 分析了 2002 年財星

                                                 
1 時間壓力—正向：你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完成工作任務；負向：工作任務有公司要求的完成時限，

要能在期限內完成任務並不容易。 
2 與他人互動—正向：你將時常與友善且有禮貌的人們互動；負向：你偶而會遇到較難處理的顧

客與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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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中票選為「最佳百大企業」 (100 Best Companies to Work For) 的

求才網站資料，也發現幾乎一半 (48%) 的求才網站內容都包含了同仁的

現身說法，顯示以同仁現身說法呈現招募訊息的方式已漸成為趨勢。 

  然而，為什麼同仁現身說法的呈現形式產生效果？也許 Petty 及

Cacioppo 在 1986 年提出的思考可能性模式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將可以解釋這個現象。首先，網路招募屬於招募階段中較早期的

活動，通常求職者在招募早期階段並沒有強烈的動機或能力思考關於工作

選擇的問題，因此邊緣途徑的作用會強過於中央途徑，求職者們只能依靠

招募過程中的一些邊緣線索來形成對工作和公司的態度。「招募訊息呈現

形式」便是提供求職者邊緣線索的可能來源，現身說法的同仁呈現形式相

較於來源為公司人力資源處的官方網站形式，前者與求職者有更相似的職

務類別，這種「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可能就是造成「同仁現身說法」較

有效的邊緣線索，進而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求職者應徵工作時，除了受到招募廣告中的資訊產生的影響外，求職

者本身個性可能也是影響求職者看待應徵職缺與公司的重要因素之一，研

究者發現，不同個性的求職者對於同樣的招募訊息可能會有不同的反應或

喜好，例如用「理性／感性」來理解求職者的性格，可以發現感性者擁有

情感導向、富同情心、樂於助人、接受意見的程度高、較為柔和等特質 

(Myers & Briggs, 1940) ，當招募訊息以「同仁現身說法」之形式呈現，

研究者認為感性型者因較能接受他人意見，相對於理性型者，知覺訊息來

源相似性將會引發較高的組織吸引力，也就是說，求職者的「理性／感性」

將會調節 (moderate)「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與「組織吸引力」之間的

關係。另外本研究也認為，成就動機較高者，其擁有向困難挑戰、能努力

工作贏過別人以及不害怕成功之傾向，因此當成就動機較高者閱讀到呈現

負向訊息的招募廣告，將會知覺到工作具有挑戰性，進而引發較高的組織

吸引力，也就是說，成就動機傾向將調節「知覺工作挑戰性」與「組織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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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力」之間的關係。 

  若能清楚瞭解上述這些變項之間的關係，便能瞭解招募訊息在整個招

募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其內容和呈現形式上的不同究竟對求職者造成什麼

影響，並幫助企業組織未來在招募甄選時，以適當的方式呈現適當的訊

息，在考量倫理議題的情形下，就算在招募階段呈現真實的負向訊息是必

須的，也可以不會降低求職者求職意圖的呈現方式呈現之，藉此吸引大量

潛在求職者投遞履歷，顧全倫理、也能達到招募的首要任務。 

  整體而言，本研究嘗試操弄求才網站中「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及「訊

息呈現形式」，以瞭解招募訊息的不同特性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效果，並

深入探討其中可能的影響機制。本研究所要探討的五個問題為： 

一、 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及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有何影響？ 

二、 知覺工作的挑戰性是否是負向訊息呈現與否與組織吸引力之間關係

的中介變項？ 

三、 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是否是訊息呈現形式與組織吸引力之間關係的

中介變項？ 

四、 知覺工作的挑戰性對於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是否會因為求職者成就動

機傾向的不同而有差異？即成就動機傾向是否對知覺工作的挑戰性

與組織吸引力之間具調節效果？ 

五、 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對於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是否會因為求職者「理

性／感性」不同而有差異？即「理性／感性」是否對知覺訊息來源

相似性與組織吸引力之間具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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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本節內容分成六部分加以說明：壹、網路招募及其相

關研究介紹；貳、RJP 的重要性及其相關研究；參、RJP 與組織吸引力的

關係及其中介機制；肆、招募訊息的不同呈現形式與組織吸引力的關係及

其中介機制；伍、負向訊息呈現與否與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之交互

作用效果；陸、求職者「理性／感性」及成就動機產生的調節效果。 

 

壹、網路招募及其相關研究介紹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科技的進步，近年來網際網路日益普及，到 2006

年 9 月底止，我國經常上網人口數為 971 萬人，上網的普及率達 43%，光

是與上一季相較就增加了 3 萬人，其成長率為 0.3%（資策會 FIND／經濟

部技術處「創新資訊應用研究計畫」）。因為網際網路的普及，發展出不同

領域且多樣化的網路活動，對企業來說，生產、行銷、研發、財務等各領

域紛紛數位化，利用資訊科技的發達進行企業運作，在人力資源管理的範

疇中，招募與甄選活動也開始利用網際網路，作為傳遞訊息與篩選求職者

的重要媒介。Chapman 與 Webster (2003) 整理了使用網際網路作為招募

與甄選之媒介的關鍵因素，對企業主來說，相較於過去招募所使用的管道

（如報紙刊登、校園徵才等），網際網路的使用可以降低成本，並且因為

它不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所以招募可說是時時刻刻都在進行著，招募廣

告可以讓全球的人看到、提高企業的曝光率，進而觸及更多潛在的求職

者；除此之外，網路招募可以縮短招募時間、招募廣告可以即時更新、在

網頁上也可以無限制地張貼招募廣告且內容多寡沒有限制，顯示網際網路

的使用的確提高了招募的效率。對求職者來說，網路招募使求職者們可以

立即對網路的求才廣告回應，並且可以一次向多個企業投遞線上履歷，大

大的增加了找工作的便利性。整體說來，網路招募具有成本低廉、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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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利的特性，是過去的招募管道所沒有的，因此，以網際網路的方式進行

招募已經成為目前企業最廣泛使用的方法 (Viswesvaran, 2003) 。 

  求職者對該公司與該職務最直接形成的印象，便是來自招募廣告中呈

現的訊息，在人才招募數位化後，有關求才網頁呈現形式與呈現內容如何

影響求職者的議題更顯得重要。近幾年的研究發現，當求職者知覺網頁內

容含薪資、公司文化及發展機會等訊息，或知覺網頁的可用性 (usability) 

及藝術性 (aesthetics) 高，將會提高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Cober, 

Brown, Levy, & Cober, 2003) 。Williamson、Lepak 及 King (2003) 進

而分析求才網站不同取向及個人差異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發現網站取向

的不同與個人期望行為與結果之間關連性會透過求職者知覺網頁內容的

有用性及知覺網頁容易操作的程度影響其組織吸引力，相對於篩選取向的

網頁，招募取向的網頁較能讓求職者知覺網頁內容是有用的、操作是容易

的，進而提升組織吸引力。綜合上述可知，當以網路招募的方式呈現招募

訊息，網頁內容和呈現形式的不同的確帶給求職者不同的影響。 

  Cober 等人 (2004) 以網頁形式、內容及功能三大指標對各大企業網

站進行調查，並在分析與評估後建議，最有效的公司網頁應以互動性佳的

方式，向求職者提供正向、誠實的招募訊息。本研究將以此結論為根據，

試圖以同仁現身說法的呈現形式提高網頁互動性，並以負向訊息的加入提

高誠實性，探討求才網站中不同內容組成與不同呈現形式會如何影響求職

者對該應徵職缺與公司的態度。 

 

貳、RJP 的重要性及其相關研究 

  招募是傳遞訊息的過程，傳播的過程中包含訊息來源、訊息接收者、

訊息內容以及傳播管道等，有鑑於研究者希望瞭解 RJP 在招募過程中扮演

的角色及可能產生的影響，本節將以 RJP 作為招募過程中訊息內容的特

性，介紹 RJP 的重要性及其對求職者可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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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統招募的過程中，為了招募到符合資格的求職者，企業常常抗拒

透露真實的負向訊息，避免求職者對工作或公司產生不好的印象，但這樣

的作法可能違反倫理 (Buckley, Fedor, Carraher, Frink, & Marvin, 

1997) ，且當求職者僅閱讀到這些正向的資訊，而未被告知負向資訊，會

使得求職者對工作產生過高且不符實際的期望，當他們實際進入公司後才

發現原先的期望與實際不合，如此往往讓他們對工作產生不滿，進而導致

離職。為了減少不符實際的期望，並降低離職率，Weitz (1956) 首度提

出真實工作預告（Realistic Job Preview，以下簡稱 RJP）的作法，也就

是在提供招募訊息時將不僅提供與工作相關的正向訊息，更提供與工作相

關的真實負向訊息，讓求職者能夠降低過高的期望，並建立對工作與公司

更為正確的期待。Popovich 與 Wanous (1982) 認為在招募中呈現 RJP 將

可以預防求職者對工作的不滿足，讓求職者在實際進入工作前有心理準

備，如同打預防針般，在招募階段就讓求職者瞭解真實情形，避免在真正

進入工作後，發現實際情形與原先期望不合而離職。這一種提供真實與工

作相關訊息的形式，就被稱做 RJP。 

  近代文獻與報章雜誌也紛紛表示對 RJP 的重視與肯定，Brandon (2005) 

強調華而不實、刻意美化的招募訊息只會為企業和求職者雙方帶來短暫的

蜜月期，招募訊息應該包含開放且誠實的內容，提供最完整真實的訊息讓

彼此篩選，重視公司與求職者的適配並且致力於提升留任率，才是招募的

重要目的。Lin (2006) 提出招募訊息內容的呈現原則：清楚說明職務所

需之求職者條件、對工作本身詳細描述、以及讓該應徵職務之直屬主管參

與招募程序等，可見近代文獻也紛紛表示對使用 RJP 必要性的肯定。由以

上不同學者與文獻對 RJP 的看法可知，在招募訊息中傳遞與工作相關的真

實訊息的確有其重要性，以下將介紹 RJP 相關文獻，說明 RJP 的特性及對

招募帶來的影響。 

  自從 Weitz (1956) 首先提出第一篇 RJP 研究以來，在過去二十多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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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研究招募議題的過程當中，RJP 較其他招募議題受到更多的重視 

(Rynes,1991) ，包含探討 RJP 對離職率造成的影響，以及造成影響的種

種可能原因。過去十多年的研究，多在求職者已經進入甄選階段或是針對

組織新進員工實施 RJP，探討呈現 RJP 對於這些已經通過甄選程式的求職

者在進入組織之後的表現及對工作和組織的態度。 

  Wanous (1973) 以一家電話公司之求職者為資料收集對象，探討 RJP

與傳統招募訊息的不同與是否接受工作、對工作的期待及工作存活率的關

係，研究結果顯示，在招募階段呈現 RJP，將可以降低求職者對工作的過

高期望，讓求職者在實際進入工作前對工作有正確的期待，進而提升新進

員 工 的 工 作 存 活 率 。 Premack 及 Wanous (1985) 以 後 設 分 析 

(meta-analysis) 探討了 RJP 對組織招募活動產生的各種影響，此研究以

21 個過去有關 RJP 的實驗進行後設分析，探討 RJP 對於：組織氣候、組織

承諾、處理壓力的能力、最初的期望、工作滿足、工作表現、自我選擇及

工作存活率等效標變項的影響，結果發現 RJP 會降低求職者對工作與公司

最初的期望，降低期望之後增加了自我選擇的情形，進而提升求職者的組

織承諾、工作滿足、工作表現及工作存活率。Wanous、Poland、Premack

及 Davis (1992) 探討組織新進員工在進入組織後的態度與行為，發現對

新進員工來說，實際工作是否與預期相符合，與後續的工作滿足、組織承

諾、留任意圖、工作存活率及工作表現皆達顯著相關，即若新進員工在招

募時對工作與公司的期待與實際情形越符合，其後的工作滿足程度越高、

組織承諾越強、留任意圖越高、工作存活率越高、工作表現越好。 

  前述學者們探討 RJP 與多種不同變項間的關係，並探討其中可能的調

節變項，從上述早期研究中可以發現，大多數 RJP 的相關研究在探討 RJP

的相關效果時，較著重在求職者進入組織後的各種行為表現，其所探討的

多屬於 RJP 與長期結果變項之間的關係（如 RJP 對離職率、工作滿意、組

織承諾及工作表現等影響），對於 RJP 與短期結果變項之間的關係，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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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才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重視；Phillips (1998) 探討 RJP 對招募成效的

影響，他根據 Premack 與 Wanous (1985) 的研究結果，以 40 個 RJP 的相

關研究進行 RJP 影響效果的後設分析，研究結果顯示，在 RJP 介入時間點

為較早期的情形下，RJP 與招募流程損耗間的關係沒有顯著，即早期介入

RJP 對於招募成效並沒有損害。Meglino、Ravlin 及 DeNisi (2000) 同樣

以後設分析對 RJP 可能產生的效果進行瞭解，研究結果發現，對先前無應

徵工作經驗的受試者，呈現 RJP 相較於傳統招募訊息更能提升受試者接受

工作的比率，顯示在某些條件下，在招募階段呈現 RJP 不但對招募成效沒

有損害，還可能有提升的效果。 

 

參、RJP 與組織吸引力的關係及其中介機制 

  近年來更有學者取更近端而直接的變項探討 RJP 的效果；Bretz 與

Judge (1998) 有鑑於較少文獻探討 RJP 與短期結果變項間的關係，便以

組織吸引力作為依變項，並將 RJP 介入時間提早到招募階段、求職者尚未

決定是否加入組織之前，探討招募訊息內容、呈現來源、負向訊息的量與

組織吸引力間的關係。在訊息內容部分，Bretz 與 Judge 使用薪資及升遷

機會兩項內容進行高低的操弄；訊息來源部分，以求職者認識的公司內部

同仁及公司招募人員兩種不同來源呈現招募訊息；負向訊息的量則以時間

壓力 (time pressure)3 、上司監控程度 (closeness of supervision)4 、

組織支持度  (supportiveness of the culture) 5  及與他人互動 

(interactions with others)6 四項工作特徵進行招募訊息內容正負向的

                                                 
3 時間壓力—正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完成工作任務；負向：工作任務總有公司要求的完成時限，

要能在期限內完成任務並不容易。 
4 上司監控程度—正向：上司不怎麼監控你的工作，讓你放手去做；負向：上司常在你背後提醒

你工作進度，以確保你是否完成工作任務。 
5 組織支持度—正向：公司對你的期待很高，但只要達到目標便可以獲得表揚；負向：公司對你

的期待很高，表現不好時得有被批評的心理準備，表現好時也不大有機會獲得稱讚。 
6 與他人互動—正向：工作時常有機會與友善且有禮貌的人們互動；負向：工作需要頻繁地與員

工以及客戶之間彼此互動，要能讓員工以及客戶避免初期的擔心或不信任，並達到一定的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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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弄，四項特徵中含兩項負向便是具有負向訊息 (negative) ，全為正向

則是不具有負向訊息 (positive) 。研究結果顯示，當招募訊息中含有越

高的薪資、越好的升遷機會、越少的負向訊息，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越高；

在訊息呈現來源方面，相對於公司招募人員傳遞訊息，當招募訊息以求職

者認識的公司同仁傳遞，求職者也有較高的組織吸引力。由上述結果可得

知，在招募時提供求職者具有負向訊息的工作資訊，將會降低求職者的組

織吸引力，對招募成效有不良影響。 

  Thorsteinson 等人 (2004) 重新分析 Bretz 與 Judge (1998) 的研

究，發現當組織支持度這一類訊息內容具有越高的負向訊息量，將會降低

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上司監控程度一面向是否呈現負向訊息對組織吸引

力並無影響，但當時間壓力及與他人互動這兩類訊息內容具有的負向資訊

越多，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反而可以提升，表示也許不同工作特質類別的

負向訊息對招募中的求職者將造成不同的影響，相較於傳統招募廣告中只

呈現正向訊息，當廣告中呈現的訊息屬於在各類工作中普遍出現（即時間

壓力及與他人互動兩類）的負向訊息，將有助於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

力。Thorsteinson 等人便延續 Bretz 與 Judge (1998) 的研究，操弄不同

工作特質類別的訊息，再次探討在招募階段呈現時間壓力及與他人互動7這

兩類招募訊息對組織吸引力造成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相對於全部提供

求職者正向資訊，當提供求職者關於時間壓力及與他人互動的真實資訊，

求職者有較高的組織吸引力，也就是說，在招募時提供求職者某些類別的

真實負向工作訊息，將能提升招募成效。 

  除了探討負向訊息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本研究也希望探討其對組織

吸引力產生影響的可能中介機制。究竟什麼樣的心理機制讓具有負向資訊

的招募訊息對求職者造成影響？在回顧過去文獻後發現，大多數研究 RJP

                                                 
7 Thorsteinson 等人操弄「與他人互動」之正負向訊息與 Bretz 與 Judge (1998) 有些不同：正向—
你將享受時常與友善且有禮貌的人們互動；真實—你偶而會遇到較難處理的顧客與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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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效果，往往都以長期結果變項進行探討，最常見的即為離職率，許

多研究認為 RJP 對離職率的影響歷程中存在著複雜的心理機制，Meglino

與 DeNisi (1987) 整理出 RJP 對降低離職率有所影響的不同機制，包含自

我選擇 (self-selection)、期望滿足 (met expectation)、選擇自由 

(freedom of choice) 及對工作的中度擔憂 (work of worry) 等，但這

些機制是建立在 RJP 對離職率之影響的脈絡下，研究者認為，若欲探討 RJP

對組織吸引力的關係，其中的心理機制可能有所不同。 

  Thorsteinson 等人 (2004) 的研究採用「時間壓力」及「與他人互動」

此二種類別的招募訊息，並在研究中試圖探討 RJP 對組織吸引力造成影響

的可能中介機制，研究結果發現，當招募階段呈現「時間壓力」及「與他

人互動」此二大類別真實的工作訊息，求職者會因為知覺到工作具有挑戰

性，進而提高其組織吸引力，顯示求職者「知覺工作的挑戰性」是某些負

向招募訊息與組織吸引力之間的中介變項。 

  由前述文獻探討可知，RJP 之所以對組織吸引力造成影響，是因為求

職者在閱讀過某些特定類別的招募訊息後，知覺到工作本身具有一定程度

的挑戰性，進而影響求職者對工作和公司在認知和情感上的態度，如此一

來，顯示並非所有負向訊息皆能提升組織吸引力，只有某些特定類別的負

向訊息才有助於組織吸引力的提升。另外，最初提出 RJP 的學者是希望透

過負向訊息的呈現，提供求職者自我選擇的機會，並讓求職者對工作產生

正確期望，進而降低離職率，然而，本研究希望探討的是 RJP 與組織吸引

力的關係，一旦招募訊息的提供是為了提升組織吸引力，那麼在負向訊息

的類別挑選上將與為降低離職率而提供的負向訊息有所不同。 

  有鑑於探討 RJP 與組織吸引力的研究數量不多，再加上研究結果的不

一致，研究者希望延續 Thorsteinson 等人 (2004) 的推論，再次探討 RJP

究竟對求職者知覺組織吸引力有何影響，即相較於傳統招募廣告中只呈現

正向訊息，當廣告中呈現的訊息屬於在各類工作中普遍出現的負向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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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助於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在負向訊息類別的挑選上，因為只

有某些特定類別的招募訊息能提升組織吸引力，本研究推論，呈現負向訊

息對組織吸引力有所提升可能的中介機制為「知覺工作的挑戰性」，再加

上研究者瀏覽各大企業求才網頁後，發現較少企業誠實提供關於「績效是

否影響獎金」的訊息，因此，本研究首先挑選「績效要求」這類工作訊息，

研究者認為，在招募廣告中，相較於不呈現與績效要求有關的負向訊息（即

以中性描述呈現與績效要求有關的訊息），呈現與績效要求有關的負向訊

息將可以使求職者知覺到工作具有挑戰性，進而提升其組織吸引力。 

  綜合上述，推論出本研究的兩個假設： 

    Ｈ1：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組織吸引力有不同的影響效果，呈現與績

效要求有關之負向訊息較不呈現與績效要求有關之負向訊息更

能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Ｈ2：負向訊息呈現與否會透過知覺工作的挑戰性之中介效果影響組

織吸引力，呈現與績效要求有關之負向訊息較不呈現與績效要

求有關之負向訊息更能使求職者知覺到工作有較高的挑戰性，

進而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肆、招募訊息的不同呈現形式與組織吸引力的關係及其中介機制 

  本研究欲探討招募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在呈現形式上

以一般的官方網頁與同仁現身說法形式兩種情境進行實驗。然而，鮮少有

研究直接針對訊息呈現方式對組織吸引力間的關係進行探討，以下本研究

將以：一、代言人理論；二、思考可能性模式，說明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

力造成的影響及其可能的中介機制。 

 

一、代言人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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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若以廣告與消費者行為的角度來看，求職者類似於消費者，公司欲推

銷的產品是工作和公司本身，成功的招募是吸引到大量的消費者並說服其

接受工作，在此之中，招募訊息便是吸引消費者接受工作的重要工具，不

但扮演吸引求職者的重要角色，也直接影響求職者對工作和公司的態度，

因此，如何將招募廣告做的有聲有色進而吸引大量求職者，可說是招募欲

達到的最大目標。 

  在消費者行為中，提供規範與價值觀來影響他人的群體叫做參考群

體，當消費者從事消費活動時，一旦無法由觀察來評斷產品或品牌特性，

便由他人使用情形與推薦作為參考，此時消費者會接受一些他們認為可提

供與真實有關之證據，或是具可信度之人的意見，廣告代言人便是一種參

考群體，其對於廣告溝通效果有重要的影響（彭金燕，1999），一般而言

廣告代言人可分為四種類型：名人、公司高階經理、專家、典型消費者 

(Freiden, 1984) 。研究者認為，若將廣告代言人一概念應用到招募中，

對求職者而言，同仁便類似廣告代言人中的典型消費者，典型消費者指的

是一般大眾，其與閱聽人處於相似的地位，讓人覺得自然、未經掩飾並可

以採信 (Freiden, 1984) 。練乃華 (1990) 則探討推薦式廣告中不同類

型代言人的溝通與說服效果，研究結果也發現，典型消費者對閱聽人有說

服效果，主要是源自於相似性。 

  雖然鮮少有研究直接針對招募訊息呈現方式對組織吸引力間的關係

進行探討，但「相似性」對說服效果的影響則常見於廣告研究的範疇中。

Feick與Higie (1992) 的研究結果便證實，當訊息來源與接收者的相似性

較高時，其對接收者的影響性相對來說也較高。因此研究者認為，當呈現

招募訊息時，由於在職同仁擔任的職務便是求職者欲應徵的職務，相較於

來源為公司人力資源處直接陳述於求才網頁上的官方說法，同仁現身說法

的形式使得求職者知覺到訊息來源與自己的地位更為接近、相似，進而提

升其組織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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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思考可能性模式 

  Petty及Cacioppo (1986) 提出思考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以下簡稱ELM），ELM是描述個體如何被說服並形成態

度的理論，因此也許可以藉由ELM來釐清求職者在對組織形成態度時的種

種歷程。ELM中談到，個體是以在思考精緻化 (elaboration) 程度上的高

低來處理具說服力的溝通，學者們定義「思考精緻化」為：個體在思考某

一訊息內所有相關議題論點的程度。當個體擁有高能力以及高動機評估訊

息內容，將會以高度精緻化方式思考，進而仔細解釋訊息內容，此時態度

將會透過中央路徑處理，以訊息內容本身形成；相反的，當個體擁有較低

能力或較低動機評估訊息內容，將會以低度精緻化方式思考，態度將會透

過邊緣路徑處理，當個體使用邊緣途徑處理訊息，態度將不因訊息內容本

身形成，而是透過簡單的環境線索形成，如訊息來源特徵（如吸引力、可

信度）或訊息本身的特徵（如訊息長度、論點數量）。若個體使用邊緣途

徑處理訊息，當正向邊緣線索越多，態度與評價將越高；當負向邊緣線索

越多，態度與評價將越低 (Petty & Cacioppo, 1986) 。 

  ELM對招募流程有許多意涵，特別是在招募早期活動的階段，求職者

邊緣途徑的作用常會強過於中央途徑；例如，求職者通常沒有能力仔細的

瞭解組織並評估自己與組織的適配程度，他們通常沒有和組織內潛在員工

接觸的機會，對於工作和組織的特徵無法掌握足夠的資訊 (Larsen & 

Phillips, 2002) 。而本研究使用的網路招募脈絡，便屬於招募階段中較

早期的活動，根據Larsen與Phillips (2002) 的推論，通常求職者在招募

早期階段並沒有強烈的動機或能力思考關於工作選擇的問題，因此邊緣途

徑的作用會強過於中央途徑，求職者們只能依靠招募過程中的邊緣線索來

形成對工作和公司的態度。招募訊息的不同呈現形式便是提供給求職者的

重要邊緣線索之一，同仁現身說法中的主角—「同仁」，相較於官方網站

中的訊息來源—「人力資源處」，同仁與求職者有較相似的職務類別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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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這種「知覺訊息來源的相似性」可能就是造成「同仁現身說法」較有

效的邊緣線索，相似性為求職者提供了與自己想法與態度達到共識的證據 

(consensual validation) (Byrne, 1971) ，進而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

力。 

  根據以上，推論出本研究的三個假設： 

    Ｈ3：不同招募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有不同的影響效果，同仁

現身說法的呈現形式較官方網站的呈現形式更能提升求職者的

組織吸引力。 

    Ｈ4：不同招募訊息呈現形式會透過知覺訊息來源的相似性之中介效

果影響組織吸引力，同仁現身說法的呈現形式較官方網站的呈

現形式更能使求職者知覺到訊息來源有較高的相似性，進而提

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伍、負向訊息呈現與否與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之交互作用效果 

  本研究擬探討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及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的影

響。研究者認為，除了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和呈現形式分別對組織吸引力有

主要效果外，兩者對組織吸引力可能也有交互作用效果。 

  Wanous (1989) 認為，因所傳遞的招募訊息裡具有負向資訊，因此實

行 RJP 所採用的訊息來源，相較於公司招募同仁，以同仁現身說法的方式

傳遞招募訊息將是比較有效的作法，其原因包括同仁現身說法的方式將引

發求職者知覺其專業性、信任感及接近性等特質，進而提高求職者吸收 RJP

的程度。研究者認為，當招募訊息以負向方式描述，根據 Wanous 提出的

建議，以同仁現身說法的形式傳遞訊息將可以有最佳的效果，因此本研究

希望驗證 Wanous 的說法，看看是否當招募訊息以同仁呈現、且其內容含

負向訊息時，最能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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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的第五個假設為： 

    Ｈ5：負向訊息呈現與否與招募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有交互作

用效果。以同仁現身說法的形式呈現與績效有關之負向訊息比

以官方網站的形式不呈現與績效有關之負向訊息更能提升求職

者的組織吸引力。 

 

陸、求職者成就動機及「理性／感性」產生的調節效果 

  求職者應徵工作時，除了受到招募廣告中的資訊產生的影響外，求職

者本身的特性也是影響求職者看待應徵職缺與公司的一項重要因素之

一 。 求 職 者 本 身 特 性 包 含 許 多 ， 其 中 一 項 常 見 的 便 是 人 格 

(personality) ，已有許多研究紛紛證實，在工商心理學範疇中，人格扮

演個別差異中相當重要的角色 (Murphy, 1996; Hough & Schneider, 

1996) 。 

  本研究認為成就動機傾向可能是重要的調節變項，成就動機是 Murry

於 1930 年代探討人類動機的研究，用主題統覺測驗 (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 TAT) 來形成人格理論時，辨認出了成就需求 (need 

for achievement) ，Murry 認為成就需求是一種克服障礙、運用力量，對

困難的問題全力以赴加以奮鬥的精神。 

  也有學者以目標導向來說明成就動機的取向，其中有Nicholls (1984) 

的任務取向 (task orientation) 和自我取向 (ego orientation) 、

Elliot 及 Dweck (1988) 的學習目標 (learning goal) 和表現目標 

(performance goal) ，其中任務導向和學習目標是相似的概念，自我取

向和表現目標則是相似的概念，以任務導向、學習目標為成就動機的個

體，希望自己的學習更精熟，致力學習新技巧、並能自我參照，檢討自己

的知識是否更精進，故其動機是屬於積極追求的傾向，而懷著自我取向和

表現目標者，喜歡展現並證明自己，因此往往在比別人花較少的努力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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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成功時，才感覺到自己是成功的（黃金旭，2003）。 

  Collins 等人 (2004) 以後設分析的方式探討成就動機與企業家行為 

(entrepreneurial behavior) 之間的關係，Collins 等人在研究中提到，

McClelland (1961) 提出成就動機較高者之行為特徵：具有高成就動機的

個體較偏好從事需要技巧和努力才能完成、且可以從中獲得有關表現之回

饋的任務，而 Holland 在 1985 年提出的職業選擇模式中則認為，人們將

會選擇工作環境特徵與自身性格較為適配的工作，因此由上述觀點便可推

論，擁有較高成就動機的個體將會選擇需挑戰性的、創業型的工作。研究

結果發現，相較於其他性質之工作，高成就動機者的確較偏好選擇具有挑

戰性的、創意型的工作。 

  本研究擬採用 Helmreich 及 Spence (1978) 提出的成就動機理論，定

義成就動機是「個體具有向困難挑戰、能努力工作贏過別人及不害怕成功

之傾向」，並採用黃金旭 (2003) 修訂的「工作與家庭量表」，並經信度驗

證良好而成的「室內設計業者成就動機量表」為測量依據，此量表包含三

個向度，分別為工作導向、成就自我及精熟競爭，工作導向為對工作採積

極的態度，接受挑戰，力求表現，從工作中獲得肯定與讚賞的程度；成就

自我為個體以成功為目標，不在意他人負面的反應；精熟競爭：做好極富

挑戰性的工作，並能努力的完成求取成功。 

  由於成就動機高者具備向困難挑戰、努力工作贏過別人等特質，加上

研究發現高成就動機者的確較偏好選擇具有挑戰性的、具創意性質、企業

家思維的工作，因此研究者認為，成就動機高者在知覺到工作具有挑戰性

後，將會引發其產生較高的組織吸引力。因此本研究第六個假設為： 

    Ｈ6：求職者的成就動機傾向會調節求職者知覺工作的挑戰性與組織

吸引力間的關係；相對於成就動機傾向低者，知覺到工作挑戰

性將有助於提升成就動機傾向高者之組織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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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測量人格方式種類繁多，其中個人風格量表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 便是著名量表之一，本量表是在 1940 年代，由

兩位美國學者 Katharine Cook Briggs 與其女兒 Isabel Briggs Myers 根

據美國心理學家榮格的理論發展出來，當時名為 Briggs-Myers Type 

Indicator，直到 1956 年正式更名為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此

量表在發展之後受到學術界與實務界的重視與肯定，在教育、團體動力、

員工訓練、領導訓練、婚姻諮詢、個人發展等領域皆有所貢獻，目前可說

是全世界使用率最高的性格量表 (Bess, Harvey, & Swartz, 2003) 。 

  MBTI 指標由四個向度構成，分別是人們表達活動力的方式（外向／內

向）、蒐集及應用資訊的方式（辨識／直覺）、訂定決策的方式（理性／感

性）及安排生活的方式（果斷／熟思），其中訂定決策的方式—以「理性

／感性」一向度做區分，理性的人會根據目標、邏輯與分析來訂定決策，

感性者則依賴個人價值觀來做決策，當求職者屬於感性者，其擁有情感導

向、富同情心、樂於助人、接受意見的程度高且較為柔和等特質；相對來

說，理性者講求邏輯、強調有理可循、且具批判性，屬於好奇寶寶、頑固

份子 (Myers, McCaulley, Quenk , & Hammer, 1998) 。 

  當招募訊息以「同仁現身說法」方式呈現，感性型者因較能接受他人

意見，在知覺到訊息來源與自己的相似性後，更能提升其組織吸引力，因

此本研究認為，相對於理性型者，當求職者屬於感性型者時，知覺訊息來

源相似性將有助於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因此本研究的第七個假設

為： 

    Ｈ7：求職者的「理性／感性」會調節求職者對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

與組織吸引力間的關係；相對於理性型者，知覺訊息來源相似

性將有助於提升感性型者之組織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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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 

壹、研究架構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網路招募訊息的不同特徵對組織吸引力的影

響效果，研究者假設招募訊息的不同特徵：「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及「訊

息呈現形式」，會分別透過「知覺工作的挑戰性」及「知覺訊息來源的相

似性」，對組織吸引力產生不同的效果，另外，知覺工作挑戰性與組織吸

引力之間的關係會受到求職者成就動機傾向的影響，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

與組織吸引力之間的關係則會受到求職者「理性／感性」的影響。研究架

構見圖一。 

 

貳、研究假設 

  依據文獻探討，本研究全部研究假設整理如下： 

    Ｈ1：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組織吸引力有不同的影響效果，呈現與績

效要求有關之負向訊息較不呈現與績效要求有關之負向訊息更

能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Ｈ2：負向訊息呈現與否會透過知覺工作的挑戰性之中介效果影響組

織吸引力，呈現與績效要求有關之負向訊息較不呈現與績效要

求有關之負向訊息更能使求職者知覺到工作有較高的挑戰性，

進而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Ｈ3：不同招募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有不同的影響效果，同仁

現身說法的呈現形式較官方網站的呈現形式更能提升求職者的

組織吸引力。 

    Ｈ4：不同招募訊息呈現形式會透過知覺訊息來源的相似性之中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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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影響組織吸引力，同仁現身說法的呈現形式較官方網站的呈

現形式更能使求職者知覺到訊息來源有較高的相似性，進而提

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Ｈ5：負向訊息呈現與否與招募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有交互作

用效果。以同仁現身說法的形式呈現與績效有關之負向訊息比

以官方網站的形式不呈現與績效有關之負向訊息更能提升求職

者的組織吸引力。 

    Ｈ6：求職者的成就動機傾向會調節求職者知覺工作的挑戰性與組織

吸引力間的關係；相對於成就動機傾向低者，知覺到工作挑戰

性將有助於提升成就動機傾向高者之組織吸引力。 

    Ｈ7：求職者的「理性／感性」會調節求職者對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

與組織吸引力間的關係；相對於理性型者，知覺訊息來源相似

性將有助於提升感性型者之組織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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