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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 

  以下共分為三節加以說明：一、研究樣本；二、網站設計與實施程序；

三、前測；四、實驗設計；五、測量變項。 

 

第一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資料收集時間為期三星期，共得到 825 筆有效資料。男性樣本

有 346 人（佔 41.94%），女性樣本有 479 人（佔 58.06%）。在目前就業狀

態部分，在職者共 234 人（佔 28.4%），有工作經驗的待業者有 66 人（佔

8.0%），無工作經驗的待業者有 32 人（佔 3.9%），應屆畢業生有 212 人（佔

25.7%），非應屆畢業的學生有 281 人（佔 34.1%），整體而言以學生族群為

最多，共佔 59.8%。 

  年齡部分，21 至 30 歲的有 753 人，31 至 40 歲的有 57 人，41 歲以上

的則有 15 人。學生就讀的學院分散在十九類學院中，人數最多的前五個

學院為理學院 (12.7%) 、工學院 (8.5%) 、管理學院 (7.5%) 、社會科

學院 (6.8%) 、電機資訊學院 (3.8%) 。工作經驗部分，完全沒有工作經

驗者佔 7.9%，一年以下佔 25.1%，一至兩年佔 26.3%，兩至三年佔 13.2%，

三至四年佔 10.7%，四至五年佔 4.5%，五年以上者則佔 12.4%。在是否準

備求職的比率上，準備求職者佔 38.4%，未準備求職者則佔 61.6%。受試

者使用過的人力銀行網站數目主要為 0 至 2 家，其比率分別為 26.2%、

27.4%、34.8%。在大學四年班上的排名分配上，前 1/4 約佔 41.5%，前 1/4

至前 1/2 約佔 34.3%，後 1/2 至 1/4 約佔 17.5%，後 1/4 則佔 6.8%。本研

究各實驗處理細格人數見下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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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各實驗處理細格人數 

訊息呈現形式 
訊息呈現

形式

負向訊息 

呈現與否 
官方網站 同仁分享 

呈 現 138 271 

負
向
訊
息
呈
現
與
否 

不呈現 150 266 

N=825 

 

第二節 網站設計與實施程序 

  為模擬真實網路招募的情境，本研究採用個人電腦作為虛擬求才網頁

之伺服器，並在伺服器上建置一個呈現實驗刺激材料與填寫問卷資料的網

站。 

  本研究以虛擬的公司及職位進行設計，設定的公司產業類型為「生活

用品零售相關產業」，公司名稱虛擬為「季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招募職

缺則為「產品企劃專員」，使用上述職務之原因是此職務較不需特定專業

背景，其科系與學歷的進入門檻沒有限制，避免實驗效果因受試者的科系

背景不同而受到影響。另外，由於本研究欲使虛擬之求才網頁擬真程度盡

量提升，以讓受試者實際覺得有該公司的存在，因此在參考國內各企業求

才網頁及人力銀行網頁後，設計網頁中將呈現的招募廣告包含公司相關訊

息與工作相關訊息兩大部分；公司相關訊息包含產業描述、員工人數、資

本額、公司簡介以及經營理念等，其中公司簡介包含企業成立時間、行業

別、員工總人數、營業額、服務據點及產品概況，經營理念包含價值觀、

願景及未來展望等；工作相關訊息內容則包含擔任產品企劃專員必須擁有

的條件、薪資福利以及真實工作訊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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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首先以「政大心理系工商心理學組企業徵才專案團隊」為名，

說明本團隊常被委託的專案內容，並以這次本團隊接受希望至國內設經營

據點的海外知名企業委託將與某組織（虛擬）合作進行招募研究，受到希

望瞭解不同人格特質的人對招募廣告的看法與感受為由，邀請使用者進入

網站閱讀招募廣告並填寫問卷。 

  初步鎖定填寫對象以正準備求職的應屆畢業生為主，研究者透過各大

專院校之電子布告欄系統 (BBS) 、班級宣傳等管道，公告本研究將與某

組織（虛擬）合作進行招募研究，希望瞭解不同人格特質的人對招募廣告

的看法與感受，並在實驗最後讓受試者們進行一份使用率高又準確的性格

量表，實驗結束後呈現該測驗結果報表給該受試者，除此之外本實驗也在

資料收集完畢之後舉辦抽獎活動，藉此吸引受試者前來填答。在班級宣傳

部份以政治大學為主，另外再請其他學校老師、同學們協助，邀請其認識

之應屆畢業生上網進行實驗。除此之外，研究者也請自己的親朋好友協助

宣傳實驗，透過 E-mail 及 MSN (Messenger) 等即時通訊軟體，將本實驗

網址及宣傳說明傳送出去，因此也收集到了許多在職者的資料。招募受試

者填寫問卷的宣傳說明見附錄一，受試者將根據宣傳中的網址自行登入網

頁進行實驗。 

  受試者根據研究者宣傳中給予的網址登入實驗網頁，進入網站後會先

進入頁一：實驗首頁，首頁介紹研究內容與實驗目的、預告接下來的實驗

程序，並請受試者以身份證字號末五碼及出生日期進行登入，隨後便進入

正式實驗情境，首先呈現的是實驗指導語（頁二）；再來是頁三：公司相

關訊息與招募職缺之職務說明；頁三閱讀完畢後，受試者點選下一頁，便

會進入頁四：工作相關訊息，此時網站會隨機分派受試者至各個實驗情

境，讓受試者閱讀不同實驗情境下的真實工作訊息；待受試者閱讀完所有

招募資訊後，便請受試者填答研究問卷，包含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量表、

知覺工作挑戰性量表、組織吸引力量表、成就動機量表及個人風格量表等

共 74 個題項（所有量表題目將在三個頁面中呈現）；問卷填答完畢後，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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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線上呈現個人風格量表結果報表（頁八）；最後，考量填寫基本資料

時可能引發受試者與實驗有關的態度或想法，造成實驗偏誤，因此這些基

本資料將放置在最後讓受試者填寫，包含性別、年齡、目前就業狀態、就

讀學院類別（僅當受試者為學生時才請受試者勾選）、工作經驗累積、是

否正準備找工作、使用過的人力銀行網站數目、以及學業成績（以大學四

年在班上排名的方式請受試者填寫）等，另外為當受試者中獎時順利寄達

獎品，邀請受試者填寫聯絡方式，包含稱呼、電子信箱、通訊地址（頁九）；

填寫完基本資料後點選下一頁，將會進入最後一頁，此頁面呈現簡單的致

謝詞，感謝受試者協助完成本調查（頁十）（網頁全部內容見附錄二，共

十個頁面）。 

  在網站程式設計上，為保持情境的一致性及單純性，所有使用者皆只

能以一組身份證字號末五碼及出生日期登入一次，重複登入者將無法看到

網頁，而全部填答完畢的受試者若重複登入，則可以再次看到自己的測驗

結果報表。另外，為確保實驗操弄的一致性及測驗填答的單純性，受試者

在閱讀網頁時無法返回上一頁閱讀廣告或重新填寫測驗，研究者希望藉此

控制讓所有受試者閱讀招募廣告的次數相同，測驗也只能填寫一次。當受

試者漏答時，系統會出現漏答警告視窗，藉此提醒受試者將題目全數作答

完畢，唯有在聯絡方式部分，為考量研究倫理及隱私問題，系統設計讓受

試者可以選擇不填寫聯絡方式，一旦受試者在聯絡方式部分欄位空白，系

統便會跳出警告視窗詢問受試者是否放棄抽獎機會。 

 

第三節 前測 

壹、真實工作訊息的內容選擇 

  前一節已提過，工作相關訊息內容包含擔任產品企劃專員必須擁有的

條件、薪資福利以及真實工作訊息等，前兩項並非本研究關心的操弄議

題，「真實工作訊息」才是本研究關心的操弄，其中「績效要求」便是呈

現在此一項目之下。然而，除了績效要求此一項目外，究竟還應該挑選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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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訊息呈現在真實工作訊息中？ 

  首先，研究者參考了以下資料，找出各項工作特徵：Donald (2006) 的

調查結果8、Bretz & Judge (1998)、Thorsteinson (2004) 、蔡志明 (2006) 

所採用的實驗材料、Hackman & Oldham (1980) 年提出的工作特徵模式 

(job characteristic model) 9、Jackson, Wall, Martin, & Davids 提

出測量工作特徵的新構面10（黃錦淑，2002）等，透過以上資料編制「工

作特徵重要性問卷」（見附錄三）進行預試，問卷目的在挑選出與績效要

求之重要性同等重要的另外四項工作特徵，與績效要求一同作為本研究欲

呈現的真實工作訊息，預計實驗中將呈現五項真實工作訊息。 

  問卷中請受試者想像自己正在應徵「產品企劃專員」，並說明此職務

的工作內容，然後呈現各項工作特徵及其定義，詢問受試者希望在招募廣

告中看到哪些訊息，進而以希望在招募廣告中看到的程度作為各工作特徵

重要性的評定。填寫本預試問卷的受試者共有 27 位，其中包括 11 位男性

及 16 位女性，年齡在 22 歲 32 歲之間，重要性程度評分結果如表二所示，

前五高分的工作特徵為：訓練及進修的機會、績效要求、與他人互動、工

作重要性程度、以及每天約需工作的時數等；以上五項便是呈現在本研究

虛擬網頁中之真實工作訊息的項目。 

 

貳、績效要求之描述的方向性確認 

  有關「負向訊息呈現與否」之操弄部分，「呈現」的操弄下將以負向

方式描述績效要求，「不呈現」下則以中性方式描述。為確認中性與負向

的操弄方向無誤，正式實驗前同樣進行預試，以中性和負向之描述方式呈

現績效要求，分別以一個題項測量受試者認為此描述為正向或負向的程

                                                 
8 結果顯示，畢業生在找工作時，普遍希望看到招募訊息中含有訓練與進修機會 (44%) 、與他

人互動情形 (42%) 及工作與生活平衡 (37%) 等訊息。 
9 工作特徵模式中提到，技能多樣性、工作完整性、工作重要性、自主性與回饋性等五項工作特

徵，將會激發三種不同的心理狀態，繼而產生高度工作滿意及工作表現。 
10 Jackson 等人 (1993) 認為，現代化製造業創造出許多新的任務，而這些任務通常是知識密集

的工作，不同於傳統工作設計者所考慮的勞力密集的工作。因此 Jackson 等人以高科技公司為研

究對象，重新衡量工作特徵，將工作特徵分為三部分：工作控制、認知需求及生產責任，其中工

作控制再分為時間控制與方法控制，認知需求則分為監督需求及問題解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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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請問您覺得此描述為正向或負向描述？」以 Likert 七點量表形式請

受試填答，點數越少為負向，越多則為正向。此預試問卷如附錄三後半部

分所示。 

表二 工作特徵重要性評分結果 

工作特徵 重要性評分 (M) 

訓練及進修的機會 5.22 

績效要求 5.22 

與他人互動 4.85 

工作重要性程度 4.81 

每天約需工作的時數 4.67 

工作與生活平衡 4.67 

工作自主性程度 4.63 

資源提供 4.59 

工作技能多樣性程度 4.56 

時間控制 4.48 

回饋性 4.44 

時間壓力 4.41 

工作變化性程度 4.41 

工作權責劃分情形 4.30 

工作完整性 4.30 

生產責任 4.19 

監督需求 4.15 

方法控制 4.08 

工作地點交通便利程度 4.07 

問題解決需求 4.00 

工作環境舒適程度 3.81 

固定的短暫休息時間 3.41 

註 1：本量表以六點量尺評分。註 2：以粗斜體標示者即為本研究挑選欲呈現之真實工

作訊息。 

 

  填寫本預試問卷的受試者即第壹部分前測的受試者，共有 27 位，其

中包括 11 位男性及 16 位女性，年齡在 22 歲 32 歲之間，以成對樣本 t檢

定進行分析，結果發現，以中性和負向方式描述績效要求，中性描述之

M=5.41，SD=1.39，負向描述之 M=3.33，SD=1.27，亦即呈現與績效要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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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負向訊息在得分上為 3.33，其較偏向七點量表中之左端，代表此描述

之方向性的確為負向；與績效要求有關之中性描述在得分上則為 5.41，其

得分也大約落在七點量表中間左右，顯示其描述之方向性大約為中性，且

兩者的描述方向性達統計上之顯著差異，t(26)=5.73，p<.05，顯示「負向

訊息呈現與否」之操弄的確有效。 

 

第四節 實驗設計 

  本實驗採實驗法，採 2×2 雙因子受試者間設計，分別操弄以下兩獨變

項：1. 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呈現、不呈現）；2.訊息呈現形式（官方網站

形式、同仁現身說法）。 

  有關「負向訊息呈現與否」之操弄，在真實工作訊息當中操弄「績效

要求」這個類別的描述方向性，「呈現負向訊息」將以負向方式描述績效

要求，「不呈現負向訊息」下則以中性方式描述績效要求。表三列出呈現

在真實工作訊息中之各項工作特徵訊息描述。 

  有關「招募訊息呈現形式」之操弄，官方網站形式以工作說明的格式

呈現工作相關訊息，並註明其資料來源為公司之人力資源處，同仁現身說

法則以訪問現職同仁之訪談問答形式呈現訊息，並註明同仁姓名、部門

別、年資及電子信箱；兩者的差異只在於格式及訊息來源部分，呈現內容

則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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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各項工作特徵訊息之描述 

工作特徵 方向 描述 

訓練及進修的機會 正 

公司內部提供全方位人才所需要的培訓課程及免費

的外訓機會，多元化的訓練與進修管道提昇了我們

的素質及整體競爭力 

中 

在績效部分，公司每季會為員工訂定該季的績效目

標，如果沒有達成目標，主管會與員工溝通，並給

予一段時間讓員工去改善，對績效獎金與年終獎金

沒有什麼影響 績效要求 

負 

在績效部分，公司每季會為員工訂定該季的績效目

標，績效考核結果將視目標達成率而定，如果沒有

達成目標，會影響績效獎金與年終獎金 

與他人互動 正 
團隊合作上，員工時常會與部門內團隊、其他單位

同仁、甚至是公司外部人員進行溝通與分工合作 

工作重要性程度 正 
由於分工採專案制，每個人會負責不同的專案，因

此工作成果可以很清楚的被衡量 

每天約需工作的時數 正 

本公司採責任制，自己分內的工作做完就可以做自

己喜歡做的事，每天規定之工作時數為八小時，通

常不太需要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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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測量變項 

  本研究之依變項為組織吸引力，中介變項為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及知

覺工作挑戰性，調節變項為求職者的「理性／感性」及成就動機傾向，以

下將分別介紹測量各變項之問卷內容與形式。 

 

壹、組織吸引力（依變項） 

  本研究探討之依變項為求職者對工作及公司的態度，對工作的態度包

含工作吸引力及求職行為意圖；對公司的態度包含組織正向情感及組織聲

望，因此在本研究的定義中，組織吸引力為「對於特定企業的正向情感、

評價聲望、對所開設職缺之吸引力及求職行為意圖」，預定採用

Highhouse、Lievens 及 Sinar (2003) 所發展的組織吸引力量表，由蘇倍

儀 (2005) 翻譯、並由蔡志明 (2006) 新增題數的版本。量表包含四個向

度，分別為組織正向情感、求職行為意圖、聲望評價及工作吸引力，在蔡

志明的研究中該量表之信度良好，其內部一致性係數 (α) 為.96，量表

共包含 15 個題項，以 Likert 六點量表形式請受試者填答（六點量表之網

頁填答呈現形式見附錄八），1到 6點分別為：非常不符合、很不符合、有

點不符合、有點符合、很符合、非常符合。四個向度的題目交叉呈現，各

向度題項見附錄四。 

  受試者在此量表上所填答之答案，除第 12、13 題是反向計分外，把

各向度的題目得分加總後平均，即代表組織吸引力各向度的指標，加總各

向度指標再平均，即可得整體組織吸引力之分數。 

 

貳、知覺訊息來源的相似性（中介變項） 

  本研究定義知覺訊息來源的相似性為「求職者在看了招募訊息後知覺

到該招募訊息來源與自己的相似程度」，本研究採用 Wangenheim 與 Bayon 

(2004) 所使用測量訊息來源相似性的量表，本量表只有兩題，分別為：「我

覺得招募廣告中提供訊息的人在價值觀上和我類似」、「整體而言，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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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招募廣告中提供訊息的人是很像的」，其內部一致性係數 (α) 

達.84。以 Likert 六點量表形式請受試者填答，1 到 6 點分別為：非常不

符合、很不符合、有點不符合、有點符合、很符合、非常符合。將受試者

在此二題項所填答之得分加總後平均，即可得受試者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

的分數。 

 

參、知覺工作的挑戰性（中介變項） 

  延續 Thorsteinson 等人 (2004) 的研究採用的概念，本研究定義知

覺工作的挑戰性為「求職者在看了招募訊息後知覺到該應徵職務的挑戰程

度」，並以兩個題項測量之：「我覺得此份工作的挑戰性很高」、「我覺得這

份工作還蠻有難度的」。此部分量表以 Likert 六點量表形式請受試者填

答，1 到 6 點分別為：非常不符合、很不符合、有點不符合、有點符合、

很符合、非常符合。將受試者在前兩個題項所填答之得分加總後平均，即

可得受試者知覺工作挑戰性的分數。 

 

肆、求職者的「理性／感性」（調節變項） 

  本研究採取的調節變項為求職者的決策風格—「理性／感性」傾向，

此部分採用 Katharine Cook Briggs 與 Isabel Briggs Myers 發展的個人

風格量表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 MBTI) ，MBTI 指標是由四個

面向所構成：1) 人們獲得及使用能量的方式—外向型／內向型；2) 人們

蒐集及應用資訊的方式—辨識型／直覺型；3) 人們訂定決策的方式—理

性型／感性型；4) 人們安排生活的方式—果斷型／熟思型。 

  本量表總題數為 32 題，以強迫選擇形式請受試者填答，每題的兩題

項評分之和必須等於 5。計分共有四個面向、八個分數（四對分數），每個

分數皆為：外向型／內向型、辨識型／直覺型、理性型／感覺型、果斷型

／熟思型，各向度得分加總後，分別從每一對分數中找出數字較大者，即

為個人風格，如內向型 24、外向型 16，個人則為內向型的人。每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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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有程度上的差別，如果在相對應的兩個風格中，有一方的程度較強，即

表示另一方的程度較弱，若得分為 20 至 21 分，則表示兼具兩個風格的特

質，22 至 24 分則表示此風格較另一對應風格強一些。在分析時，本研究

視得分為 20 至 21 分者為兩風格差異不明顯，因此 20 至 21 分者將不納入

分析。本量表內容如附錄五所示，其中有網底的八題屬於測量「理性／感

性」的題目。 

 

伍、求職者的成就動機傾向（調節變項） 

  本研究採取的第二個調節變項為求職者的成就動機傾向，此部分採用

Helmreich 及 Spence (1978) 提出的定義，認為成就動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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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而成的「室內設計業者成就動機量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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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有良好的內部一致性信

度，α=.81，量表共包含 16 個題項，各向度題項見附錄六，打星號者為

反向題，預計以 Likert 六點量表形式請受試者填答，1到 6點分別為：非

常不符合、很不符合、有點不符合、有點符合、很符合、非常符合。三個

向度的題目交叉呈現。 

 

陸、求職者的個人資料（控制變項） 

  除了測量以上的變項外，本研究也測量以往在招募研究中建議控制的

變項，包含性別、年齡、目前就業狀態、就讀學院類別、工作經驗累積、

是否正準備找工作、使用過的人力銀行網站數目、學業成績等。另外為瞭

解受試者是否因單純受到「公司名聲」影響進而提升組織吸引力，本研究

以「即使不是做產品企劃專員，我也想去該公司工作」一題進行測量，並

以 Likert 六點量表形式請受試者填答，以控制公司名聲。 

 

柒、操弄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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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確認受試者受到關於招募訊息中含負向訊息內容的操弄，本研究在

問卷填答部分放入操弄檢核題，以「我覺得前面所看的招募廣告中提供的

工作訊息含有負向描述」一題進行測量，並以 Likert 六點量表形式請受

試者填答，1 到 6 點分別為：非常不符合、很不符合、有點不符合、有點

符合、很符合、非常符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