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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討論與建議 

  本研究欲探討網路招募情境中招募廣告的不同特性對求職者知覺組

織吸引力的影響，以實驗法的設計方式，操弄「訊息呈現形式」（官方網

站形式、同仁現身說法）及「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呈現、不呈現）兩個

獨變項，依變項為組織吸引力，並測量其他研究相關變項：知覺訊息來源

相似性、知覺工作挑戰性、成就動機以及理性／感性等。 

  本章將分五大節進行討論：一、針對研究結果；二、其他變項分析與

結果；三、研究限制；四、後續研究建議；五、本研究對學術上的貢獻和

實務上的應用。 

 

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論 

壹、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 

  本研究假設一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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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發現，當以所有受試

為樣本進行分析，呈現負向訊息與否對於組織吸引力並無顯著影響，但當

以女性為樣本進行分析時，呈現負向訊息比不呈現負向訊息會導致較高的

組織吸引力，顯示在招募廣告中適當的呈現負向訊息，將有助於提高求職

者的組織吸引力。 

  研究者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在刺激材料中

之負向訊息只有一項，並不如 Wanous 在 1989 年建議 RJP 應約佔一半左右

的量，亦即負向訊息呈現與否的操弄並不明顯，而女性可能對實驗的投入

與細心程度較男性為高，導致女性較男性更認真參與實驗，如此一來女性

便較能偵測到負向訊息，因此在女性受試部分，負向訊息呈現與否的主要

效果便達統計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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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 

  本研究之假設三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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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發現，當以所有受試為樣本進行分析，訊息呈現形式

對組織吸引力並無顯著影響，但當以女性為樣本進行分析時，同仁現身說

法形式比官方網站形式會導致較高的組織吸引力，顯示以同仁現身說法的

形式呈現招募廣告，將有助於提高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 

  研究者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本研究操弄兩個型式

的差異不夠強，為了排除其他可能的混淆變項，官方網站形式的操弄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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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現身說法的操弄則以問答形式呈現訊息，並註明同仁姓名、部門

別、年資及電子信箱，亦即兩形式的差異只在「訊息來源」（人力資源專

員 vs.在職同仁）及「描述訊息方式」（條列式 vs.問答形式），兩者在「訊

息內容」上則完全相同，一旦只操弄到訊息來源和描述訊息方式而沒有操

弄兩形式下口語化的程度，其操弄差異可能過小，而同樣的，女性可能對

實驗的投入與細心程度較男性為高，導致女性較男性更認真參與實驗，如

此一來女性便較能偵測出形式上的差異，因此在女性受試部分，訊息呈現

形式的主要效果便達統計上顯著。 

 

參、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及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之假設五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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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發現，兩獨變項對組織吸引力的交互作用效果並未達

顯著，本研究認為，如同兩獨變項之主要效果不顯著之原因，交互作用效

果不顯著同樣可能是因為操弄不夠明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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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負向訊息部分，由於本研究使用之負向訊息只有一項—「績效要

求」，負向訊息的量可能過少，又由於訊息呈現形式操弄差異不大，上述

幾項限制都可能導致操弄失敗，導致兩獨變項之交互作用未達統計上顯

著。 

 

肆、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及知覺工作挑戰性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之假設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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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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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有受試為樣本進行分析，結果發現本研究所

操弄之兩獨變項對組織吸引力皆無顯著相關，因此其對組織吸引力的中介

效果也不存在。當以女性為樣本進行分析，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組織吸引

力則有顯著影響，呈現負向訊息較不呈現負向訊息要有較高的組織吸引

力；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也有顯著影響，同仁現身說法較官方網站

呈現形式要有較高的組織吸引力。進一步檢驗「知覺工作的挑戰性」及「知

覺訊息來源相似性」是否為各獨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中介變項，結果發

現，「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知覺工作的挑戰性」並無顯著影響；「訊息

呈現形式」對「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也無顯著影響。 

  本研究推論假設二不顯著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呈現的負向訊息其負

向的程度不夠，導致受試者並未因此知覺到工作具有挑戰性。在假設四的

部分，本研究推論此假設不顯著的可能原因是，在以同仁現身說法的形式

呈現訊息的狀況下，並沒有特別註明出此分享的同仁所處的單位即是受試

者將來進公司會服務的單位，或者也沒有註明此分享的同仁便是受試者將

來進公司的同單位同事，如此一來受試者便不會認為現身說法的同仁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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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位置較為接近，其與人力資源招募專員的地位便沒有太大差異，導致

受試者並未知覺到在職同仁與自身具有較高的相似性。 

 

伍、成就動機與「理性／感性」的調節效果 

  本研究也希望檢驗受試者人特特質的不同，對組織吸引力的形成是否

會有影響；假設六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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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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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迴歸方式檢驗，結果發現知覺工作的挑戰性與成就動機之間有顯著

交互作用效果，顯示成就動機的確對知覺工作挑戰性和組織吸引力之間有

顯著調節效果。但在「理性／感性」一分類向度上，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

與「理性／感性」間的交互作用不達顯著，顯示「理性／感性」在知覺訊

息來源相似性和組織吸引力之間沒有顯著的調節效果。 

 

陸、獨變項主要效果不顯著的其他可能原因 

  除了分別探討以上各研究問題的結果，本研究也試圖歸納出獨變項之

主要效果不達顯著的原因。研究者認為，影響組織吸引力的因素很多，一

個線上網站當中就可能包含許多會影響組織吸引力的變項存在，例如網站

美觀程度、使用上手程度等，都是過去研究證實會影響求職者知覺組織吸

引力高低的因素 (Cober, Brown, & Levy, 2004) ，本研究並未將這些變

項也納入測量，建議後續研究可考慮多納入可能影響組織吸引力的變項測

量，如此才方便進行可能的共變量排除，單純看研究所關心的變項是否對

組織吸引力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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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其他變項分析與結果 

  本研究共收集了九個控制變項，分別為性別、年齡、目前就業狀態、

就讀學院、工作經驗、是否正準備找工作、使用過之人力銀行數目、學業

成績、以及公司名聲等。以下分別探討各控制變項與組織吸引力之間的關

係，並且探討由 MBTI 所測得的其他向度之調節效果。 

 

壹、控制變項與組織吸引力間的關係 

  以單因子 ANOVA 檢驗各控制變項對整體組織吸引力得分之影響，結果

發現：(1) 性別對組織吸引力有顯著影響，女性的組織吸引力評分顯著高

於男性，F(1.823)=5.80，p<.05；(2) 年齡對組織吸引力有顯著影響，

F(2,822)=4.45，p<.05，年齡越高者其對組織吸引力的評分越高；(3) 工作經

驗對組織吸引力有顯著影響，F(6,818)=2.53，p<.05，工作經驗越多年者其對

組織吸引力的評分越高；(4) 是否正在找工作對組織吸引力有顯著影響，

F(1,823)=7.26，p<.01，正在找工作的受試者其組織吸引力評分顯著高於沒有

在找工作者。 

  首先，性別與組織吸引力有顯著相關，女性在組織吸引力上之得分顯

著高於男性，研究者認為，造成此一現象之可能原因包括：1) 本研究採

用之虛擬工作實際上並非中性，甚至可能存在著一些性格刻板印象，導致

此工作被受試者認為是一個較適合女性的工作，進而導致女性較男性喜愛

這份工作；2) 網頁製作風格較為溫暖、或較合女性胃口，導致女性較男

性喜愛這份工作。 

  年齡與組織吸引力也有顯著相關，年齡越高者其組織吸引力之評分也

越高，另外在工作經驗部分，工作經驗年數越高的受試其組織吸引力的評

分也越高，研究者認為，造成以上現象的可能原因為：1) 本研究所設計

之虛擬工作具有較為居家的特質，而年齡越高的受試其已成家立業的機率

也越高，導致年齡越高的受試對於居家布置較有同理及興致，進而有較高

的組織吸引力；2) 所設計之虛擬工作具有較穩定的特質，年齡越高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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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越不願冒高風險，導致年齡越高的受試越喜愛具備穩定特質的工作，進

而提升其組織吸引力；3) 工作經驗越少者對工作的想像程度較低，因此

較難被吸引之，導致組織吸引力較低；4) 由於年齡較高者會具有的工作

經驗普遍較為制式化，剛好本研究設計的虛擬工作為此族群較不曾從事過

的工作，一旦有此工作機會，反而提升了此族群的組織吸引力。 

  最後在是否正在找工作的控制變項上，正在找工作者相較沒有正在找

工作者，其組織吸引力評分較高，可能是因為正在找工作者對於工作是較

為渴望的，因此不論面對怎樣的工作，其應徵意圖或對公司印象都會比沒

有在找工作者高。 

 

貳、其他變項的調節效果 

  由於 MBTI 可測得共四個向度，分別為內向／外向、辨識／直覺、理

性／感性、果斷／熟思。除了原先預期的理性／感性可能為知覺訊息來源

相似性與組織吸引力之調節變項以外，本研究也以雙因子 ANOVA 檢驗其他

MBTI 向度。結果發現如下： 

 

一、「辨識／直覺」的調節效果 

  「辨識／直覺」的調節效果發生在訊息呈現形式與知覺訊息來源相似

性之間：訊息呈現形式與「辨識／直覺」對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之交互作

用達統計上之顯著 (F(1,578)=3.31，p<.1) ，亦即受試者的「辨識／直覺」

會調節受試者對「訊息呈現形式」與「知覺訊息來源相似性」間的關係；

相對於直覺型者，同仁現身說法形式將有助於提升辨識型者知覺訊息來源

的相似性，ANOVA 結果摘要表見表十一，交互作用圖見圖三。 

  本研究認為，發生此現象的可能原因在於，由於辨識型者講究具體根

據、實際、並注重經驗，因此會認為在職同仁分享形式較官方網站形式更

能引發其與自身經驗的共鳴，進而提升其相似性的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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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辨識／直覺」之調節效果雙因子 ANOVA 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訊息呈現形式(Ａ) .16 1 .16  .25 
辨識／直覺(Ｂ) .29 1 .29  .47 

交互作用(ＡxＢ) 2.06 1 2.06  3.31
知覺訊息來源 

相似性 

組內 358.41 576 .62    

n=580, p<.1 

 

 
 
 
 
 
 
 
 
 
 
 
 
 

圖三  「辨識／直覺」之調節效果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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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果斷／熟思」的調節效果 

  「果斷／熟思」的調節效果發生在兩處：(1) 「果斷／熟思」與「負

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組織吸引力」之交互作用達統計上之顯著 

(F(1,555)=4.21，p<.05) ，亦即受試者的「果斷／熟思」會調節受試者對「負

向訊息呈現與否」與「組織吸引力」間的關係；相對於熟思型者，呈現負

向訊息將有助於提升果斷型者之組織吸引力。(2) 「果斷／熟思」與「負

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知覺工作挑戰性」之交互作用達統計上之顯著 

(F(1,555)=8.96，p<.01) ，亦即受試者的「果斷／熟思」會調節受試者對「負

向訊息呈現與否」與「知覺工作挑戰性」間的關係；相對於熟思型者，呈

現負向訊息將有助於提升果斷型者知覺工作的挑戰性，ANOVA 結果摘要表

見表十二，交互作用圖見圖四。 

  本研究認為，造成上述現象的可能原因在於，由於果斷型者有計畫

性、講究方法、並且按時所驥，因此一旦果斷型者看到呈現負向訊息的招

募廣告，便較容易將招募廣告中的訊息當真，實際上去想像未來進入工作

中的情形。相對來說，熟思型者較為自由自在，秉持著最後一秒鐘哲學，

因此熟思型者可能較不會根據招募廣告中的訊息想像未來工作可能的狀

況，如此一來，果斷型者在看到呈現負向訊息的招募廣告時，就會知覺到

較高的工作挑戰性。另外，因為負向訊息的呈現讓果斷型者能更早有心理

準備及計畫性的面對未來工作，其組織吸引力也因此而提高。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結果，假設一、三部分支持，假設六獲得支持，其

他假設未獲支持；加上本節描述之其他變項分析結果，亦即新增的調節效

果部分，原先架構修正如圖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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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果斷／熟思」之調節效果雙因子 ANOVA 表 

變項 變異來源 SS df MS F 

負向訊息的有無(Ａ) 1029.85 1 1029.85 4.79*
果斷／熟思(Ｂ) 152.01 1 152.01 .71 

交互作用(ＡxＢ) 907.34 1 907.34 4.22*
組 織 吸 引 力 

組內 118971.07 553 215.14  
負向訊息的有無(Ａ) 4.00 1 4.00 6.23*
果斷／熟思(Ｂ) .03 1 .03 .05 
交互作用(ＡxＢ) 5.74 1 5.74 8.96**

知覺工作挑戰性 

組內 354.53 553 .64  

n=557, *p<.05, **p<.01 
 

 

 

 

 

 

 

 

 

 

 
 

 

圖四  「果斷／熟思」之調節效果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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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負向訊息呈現與否 

呈現 

不呈現 組織吸引力 

A. 對工作的態度 
    工作吸引力 
    求職行為意圖 

B. 對公司的態度 
    組織正向情感 
    組 織 聲 望 

訊息來源的相似性 

成就動機 

招募訊息呈現形式 

官方網站形式（ＨＲ） 

同仁現身說法 

知覺工作的挑戰性 

理性／感性 

負向訊息呈現與否 

x 

招募訊息呈現形式 

H3 

(+) 

H6 

辨識／直覺 

果斷／熟思 

果斷／熟思 

圖五  經修正後之理論架構 

56 

註：虛線表示無關連，粗實線為兩變項間達顯著相關，較淡色實線則

表示部分顯著（H1&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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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以下主要分為兩部分說明本研究之限制：壹、實驗操弄；貳、樣本選

取及實驗程序。 

 

壹、實驗操弄 

一、負向訊息的量可能過少 

  在負向訊息呈現與否的操弄下，本研究此次操弄的五項工作特徵訊息

中，只有一項「績效要求」並非正向，其他四項工作特徵全以正向方式描

述。Wanous 在 1989 年時曾提出，招募廣告中負向訊息的量約一半其效果

最好，而本研究所呈現給受試者之資訊眾多，負向訊息的量相對來說顯然

較少，如此一來是否可能影響實驗結果，受試者甚至可能沒有看到本研究

的操弄描述，造成操弄可能無效之虞。 

 

二、負向訊息的種類有限 

  本研究延續 Thorsteinson 等人 (2004) 的研究，目前僅針對「績效

要求」這一類工作特徵訊息的描述方向進行操弄，如此一來研究結果就無

法推論至各種類別的負向訊息呈現情形，外在效度可能受到限制。 

 

三、負向訊息的描述與實際情形有所出入 

  本研究挑選「績效要求」一項目作為操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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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負

向訊息的描述。然而，就實際職場上的情形而言，達不到績效目標便影響

績效獎金的作法，也許已被社會大眾視為理所當然；檢視本研究的操弄檢

核題結果也發現，呈現負向訊息組在檢核題上的評分為 3.25，沒有呈現負

向訊息組評分則為 3.09，兩者間雖達統計上之顯著差異，但兩者的評分皆

偏低，如此一來，這樣的負向描述就不算是真正的負向，而中性描述（如



 58

果沒有達成目標，對績效獎金和年終獎金沒有什麼影響）更可能反而讓受

試者感到驚訝，認為其與現狀不符合，如此一來，研究結果的推論可能就

會受到限制。 

 

四、不同訊息呈現形式下的差異可能過小 

  本研究在操弄訊息呈現形式時，擔心兩者過多的差異反而形成混淆變

項，對組織吸引力造成影響；又由於同仁現身說法形式在呈現工作相關訊

息時，以段落式方式陳述較為合理，因此為了不讓同仁現身說法與官方網

站的形式差異太大，同仁現身說法與官方網站形式幾乎沒有差異，差別只

在前者會寫出分享同仁的姓名、部門、年資、E-mail 等，內容除了是否呈

現績效要求負向訊息的操弄外，其餘內容都維持相同，包括陳述方式也皆

是以段落方式表示；如此控制雖然少了可能有混淆變項的威脅，卻多了兩

種實驗處理操弄差異過小的顧慮，且未考慮到兩者之間本來一重要性的差

異—口語化。 

 

五、未進行訊息呈現形式之操弄檢核 

  本研究為吸引受試者前來填答，因此設計禮券抽獎活動提升受試者前

來填寫問卷之動機，然而這樣的方式可能導致受試者上網填寫問卷只是為

了得到禮券，如此受試者就可能隨意填答，造成實驗結果偏差。在這樣的

情形下，操弄檢核相對來說就重要許多，可惜本實驗只有確認受試者是否

看到招募廣告中的負向訊息，而沒有確認受試者看到訊息呈現形式中的哪

一類處理，如此便無法確認受試者是否真正進入實驗情境，建議後續研究

可針對形式中的訊息來源進行確認，例如詢問受試者看到提供招募廣告的

來源是人力資源專員或者在職同仁、在職同仁是男性或女性等；另外在負

向訊息呈現與否的操弄檢核中，也可加入對負向訊息「內容」的檢核，詢

問受試者在廣告中看到的績效要求是否會影響績效獎金，以確認受試者的

確進入實驗操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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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未測量其他可能影響依變項之控制變項 

  在控制變項部分，本研究收集關於受試者性別、年齡、就業情形、工

作經驗、是否正在求職等，但尚有許多可能影響組織吸引力的控制變項並

未進行收集；例如受試者有興趣的行業別、正處於何種行業、想做的工作

或正在從事的工作種類等，當受試者想做的工作與產品企畫專員、有興趣

的行業與生活用品零售相關產業差異甚遠，其組織吸引力便可能較低，而

其若恰好是受試者想做的工作或行業，組織吸引力就可能提升許多，然而

本研究並未收集此重要控制變項，導致無法去除此一變項對組織吸引力的

效果，進而單純探討各獨變項之主要效果。 

 

七、共同方法變異 (Common method bias) 的發生 

  在相關分析中發現，本研究收集到之各變項相關幾乎皆達統計上之顯

著，研究者認為其中可能有共同方法變異的發生。由於本研究測量上皆以

受試者本身進行問卷填答，如此得到的量表分數可能會受到受試者本身某

些因素影響，造成系統上的誤差，導致變項間相關係數的膨脹。 

 

八、虛擬公司行業類別與職務限定導致外在效度降低 

  由於本研究採用虛擬之公司行業類別為生活用品相關產業，職務則為

產品企畫專員，因此在後續推論上，無法將結果推論至其他相去甚遠之產

業別或工作類別，導致外在效度受到限制。 

 

貳、樣本選取及實驗程序 

一、網站中公司與工作訊息內容未經前測確認其合理性 

  本網站中之公司是研究者自行虛擬的，其中之公司與工作相關訊息也

都是參考其他相關資料進而編撰出來的，在正式上線前，除了操弄經過預

試確認以外，便沒有再針對其他部分進行前測確認；如招募廣告內容長

度、適合度等。研究者在實驗過後詢問受試者的意見，便有受試者反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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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招募廣告與實際工作經驗情形不符合之處，例如：日系公司福利可能不

如網站描述這般優良、對招募廣告中出現「對績效獎金沒有什麼影響」之

字樣感到與實際招募廣告內容有些出入等。 

 

二、無法掌握標準化的實驗情境 

  由於受試者是自行上網閱讀招募廣告並填寫問卷，研究者這一端完全

無法控制實驗情境，只能以程式設計的方式盡量讓每位受試者填答情形相

同（如只能填答一次或無法返回上一頁），但實際上還是無法掌握受試者

填答情形；不同受試身處的情境可能都不盡相同，這些不同可能影響受試

者是否能閱讀完所有招募內容，進而影響填答的結果。 

 

第四節 後續研究建議 

  綜合前一節提到的研究限制，並根據未來可能研究方向，本研究針對

後續研究提出下列建議： 

 

壹、審慎操弄負向訊息的量與呈現形式的內涵 

  本研究操弄之兩大獨變項—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及訊息呈現形式，兩獨

變項之下的操弄水準差異皆過小；在負向訊息呈現與否部分，呈現在網站

上的工作相關訊息共有五項，本研究只操弄其中的「績效要求」為負向或

中性，其他四項工作訊息皆以正向描述，負向訊息相對來說所佔比率太

低，導致操弄不明顯，建議後續研究可採用 Wanous (1989) 的建議，使用

之負向訊息比率約佔所有工作相關訊息之一半為佳；另外在訊息呈現形式

部分，本研究為降低混淆變項的產生，在兩形式上所呈現的內容是完全相

同，然而如此一來卻忽略了同仁現身說法的重要特性—口語化程度，同樣

導致操弄可能不夠明顯，建議後續研究在同仁現身說法的情境中可以加上

同仁照片，並且讓同仁現身說法形式之陳述內容相對來說更口語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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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但可增加實驗擬真性，也增加了不同呈現形式操弄的差異。 

 

貳、繼續探討招募廣告中各變項對招募成效產生影響的可能中介歷程 

  研究結果發現，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組織吸引力造成影響的效果達統

計上部份顯著，但原先預期可能為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及組織吸引力間的中

介變項－知覺工作挑戰性，在中介變項的考驗裡，統計上並未達顯著，因

此究竟為何在呈現負向訊息時能提升求職者的組織吸引力，還是個待釐清

的重要議題，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此中介歷程繼續進行探討，並加上招募

廣告中其他可能影響組織吸引力的重要變項，深入了解各變項對招募成效

產生影響的各種中介歷程為何。 

 

參、使用合理性經確認的實驗材料 

  由於本網站中之公司與工作皆為虛擬，但在正式上線前，並沒有針對

所有訊息進行前測確認其合理性；如本研究採用日商及產品企劃專員的設

計，在實際上線前可訪問實際在日商工作以及擔任產品企劃專員的在職

者，以確認廣告中各項內容之合理性，建議後續研究在所有招募廣告編寫

完畢後，應針對內容先經過預試或專家會議等多方來源的確認，以免對受

試者而言發生招募廣告內容不合理，進而導致擬真程度下降等情形。 

 

肆、收集其他可能影響依變項的控制變項 

  如限制部分所提，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受試者有興趣的行業別、正處

於何種行業、想做的工作或正在從事的工作種類等進行資料收集。另外也

建議後續研究收集「填答時間」一資料，如此便可以將填答時間過短的資

料加以刪除，以確保所分析的受試者資料並非在填寫問卷時隨意閱讀或隨

意填答。 

 

伍、針對網路招募廣告的特性進行其他操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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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再納入網路招募的特性以及RJP不同的特性進行對

組織吸引力的探討，如 RJP 的種類（公司相關訊息或工作相關訊息皆可有

不同操弄）、訊息內容撰寫方式（框架效果的應用）、訊息呈現管道（影音

或文字）、網站美觀程度、使用上手程度等，相信不同網路或訊息的特性

都可能是招募階段呈現 RJP 時，與招募成效有關的影響變項。 

 

陸、針對不同公司行業別及工作特性進行研究 

  本研究採用的虛擬公司與職務為百貨零售業的產品企劃專員，採用此

公司與職務的原因是此一職務通常較為普遍，且無科系上的限制或暗示，

較為普遍的職務類別相對來說屬於社會大眾較容易想像。本研究建議，也

許後續研究可以考慮將網路招募呈現RJP的方式導入更特殊或具危險性的

行業別，並實際探訪各行各業可能有的困難或遭遇，如此也許可以幫助社

會大眾對較難想像或理解的行業有更多的認識，並探討呈現 RJP 對招募此

類工作者時的成效。另外，由於招募不同職務時之招募策略可能有所不

同，或許也可進行關於管理職與非管理職差異的探討，以在招募實務上提

出更多的參考。 

 

柒、延用網路招募方式進行 RJP 與招募廣告之相關研究 

  研究者觀察到，現今在國內對於在網路招募階段中呈現 RJP 還是較為

少見，而網路招募成本低廉又方便，實為招募的便利管道；建議後續研究

繼續使用網路招募的方式進行有關 RJP 的研究，而為使實驗情境更佳擬

真，若有機會也可與真實公司行號合作，並且收集其他與 RJP 相關之依變

項，如新進同仁進入組織後的工作表現、滿意度等，提高實驗情境的真實

度與研究的廣度、外在效度。 

 

捌、審慎思考內在效度與外在效度的權衡拿捏 

  本研究採用實驗法，透過操弄招募廣告之不同特性，以了解求職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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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招募廣告下所感受到的組織吸引力。然而，為使實驗情境擬真度較

高，本研究請受試者自行上網閱讀招募廣告並填寫問卷，如此一來，實驗

情境的標準化便會降低，內在效度就可能下降。另外，在本研究的操弄中，

為使混淆變項的產生機會降到最低，本研究盡量控制招募廣告的編寫及不

同形式的呈現方式，但如此一來，實驗的擬真度反而可能下降，外在效度

就可能降低。研究在實驗與真實情境中來回取捨，實為兩難，建議後續研

究重新思考研究定位，適當選擇研究希望達到的目標。 

 

第五節 研究貢獻 

  以下將分為對學術的貢獻及在實務上的意涵兩部分進行說明： 

 

壹、對學術的貢獻 

  過去有關 RJP 的研究，大多探討其與長期結果變項之間的關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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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者希望透過本研究，再次探討 RJP 究竟對求職者知覺組織吸引力有何影

響，並延續 Thorsteinson 等人 (2004) 的推論，認為只有某些特定類別

的招募訊息能提升組織吸引力，且提升組織吸引力的中介機制為「知覺工

作的挑戰性」，因此，本研究首先挑選「績效要求」這類工作訊息，研究

者認為，相較於不在招募廣告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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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年來有關 RJP 與組織吸引力的研究，較少將 RJP 呈現於網路招募

之脈絡下，而網路招募具有成本低廉、快速、便利等優勢，因此漸漸成為

這幾年內新興的重要招募管道，本研究特意將 RJP 的呈現放置於網路招募

的脈絡下，希望與以往 RJP 的研究有所區辨，並合乎現今網路招募已漸漸

成為趨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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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訊息呈現形式上，研究者也做了一個大膽的新嘗試，採用官方

網站形式與同仁現身說法兩種形式，希望瞭解訊息呈現形式的不同，對求

職者的組織吸引力是否可能造成不同影響，並驗證 Wanous 在 1989 年時提

出，實際在導入 RJP 時更有效的作法；亦即當呈現負向訊息時，同仁現身

說法會是比較適當的作法，其中則引 ELM 推論不同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

引力造成影響的可能中介歷程。 

  結果發現，呈現負向訊息與否對組織吸引力的主要效果在樣本為 21

歲以上女性時達統計上之顯著，但訊息呈現形式對組織吸引力的主要效果

則不顯著；然而在中介變項部分，知覺工作的挑戰性並不如研究預期，為

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及組織吸引力間的中介變項，因此，相較於在招募廣告

中不呈現負向訊息，呈現負向訊息的招募廣告為何能提升求職者之組織吸

引力，至目前為止還是尚待釐清的重要議題，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此議題

繼續深入探討。 

 

貳、實務上的意涵 

  研究者首先以求職者的角度出發，在現象場中尋找研究問題，鎖定網

路招募這個新興而快速的管道後，研究者發現國內企業求才網頁中往往缺

少關於真實工作預告的描述，其實這樣的作法可能違反倫理，且當求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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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業組織中人力資源專員的角度思考，或

許求才網頁中不願呈現與工作有關的真實、甚至負向情形，是因為害怕求

職者可能的流失，進而可能導致企業形象受損、招募成效降低。 

  在考慮招募訊息的特性後，本研究希望探討在招募過程中呈現負向訊

息，以及訊息呈現形式的不同，究竟對招募成效、組織吸引力有什麼樣的

影響。回到人力資源專員的角度，本研究希望可以回答，究竟在招募階段

中呈現負向訊息，是否會對招募成效有所損害？若負向訊息的呈現的確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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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招募成效造成損害，也可以以較有效的呈現方式（如同仁現身說法）降

低對招募成效可能發生的損害。 

  研究結果顯示，負向訊息呈現與否對組織吸引力的主要效果是部份顯

著的，而訊息呈現形式則對組織吸引力沒有顯著影響，其兩獨變項之交互

作用也未達統計上之顯著。雖在訊息呈現形式上由於許多因素，例如操弄

失敗以及人格特質影響等，其對組織吸引力並無顯著影響，但在負向訊息

呈現上，呈現負向訊息相對來說的確可以適當的提升組織吸引力。因此本

研究建議，往後在求才網頁的設計上，企業組織們可以在招募廣告中放心

的加入適量的與工作相關的真實負向訊息，如此不但可讓求職者對公司與

工作有正確的期待，進而降低新進員工離職率，也不需擔心因為透露公司

或工作相關的負向訊息導致招募成效的降低，反而還可提升求職者之組織

吸引力，達到人力資源管理雙贏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