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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與建議 

 

本章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分四個部分進行說明：（一）對整體研

究結果作摘要描述；（二）針對研究結果進行討論；（三）檢討本研究的限

制與需改進之處；（四）說明本研究對學術的貢獻，與實務上之應用。 

 

第一節  研究摘述  

研究者以實驗法的方式，操弄「負向訊息比例（10％、20％、30％、

40％、50％）」、「負向訊息重要性（高重要性、低重要性）」兩個獨變項，

並測量求職者對工作的期望（包括工作內容期望、公司期望、與一般性期

望）、對組織的信賴、求職者知覺求職市場競爭力、組織吸引力（組織正

向情感、求職行動意圖、聲望評價、工作吸引力）等變項，釐清上述研究

問題。本研究採用網際網路做為實驗情境，受試者不用在特定的實驗室中

進行實驗，而能在家中或其他有可連上網路的個人電腦的地點，直接進行

實驗，以此模擬求職者在網路上進行求職行為的環境，並透過網路問卷收

集受試者的各項資料。研究結果茲摘述於表二十。根據研究結果，研究者

提出可能的解釋，並分述其限制、未來研究方向、研究貢獻如後。 

 

第二節  研究結果討論  

一、 負向訊息比例、負向訊息重要性與組織吸引力的關係  

過去探討 RJP 招募效果的研究，探討的議題多著重在有無呈現 RJP 對

新進人員離職率的影響，與求職者接收到 RJP 後產生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效

果的研究並不多，多數研究探討 RJP 變項時，大多僅以 RJP 的「有、無」

呈現，卻忽略了 RJP 特有的正負向訊息組合的特性。招募廣告中呈現的多

種工作相關訊息，如何放置 RJP 的資訊並非全有或全無，當公司的招募人

員放入多一點與工作相關的負向資訊或是少寫一點，都有可能影響求職者

對於公司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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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  研究結果摘述表 

假設 假設內容 研究結果 

1.  負向訊息比例對組織吸引力有非

線性的影響效果。 

部分支持，負向訊息比例對整體組織

吸引力、組織正向情感、與工作吸引

力有非線性的影響效果。 

2.  不同程度的負向訊息重要性對組

織吸引力有不同的影響效果。 

假設成立，負向訊息重要性越高，整

體組織吸引力與各分量表的得分均越

高。 

3.  負向訊息比例與負向訊息重要

性對組織吸引力有交互作用效

果。 

未獲支持。負向訊息比例與負向訊

息重要性的交互作用未達統計上

的顯著。 

4.  負向訊息比例會透過求職者對工

作的期望的中介效果影響組織吸

引力。 

大部分支持，負向訊息比例會透過整

體工作期望、工作內容期望、與一般

性期望的中介效果影響組織吸引力。

5.  負向訊息比例會透過求職者對組

織的信任的中介效果影響組織吸

引力。 

未獲支持。負向訊息比例對組織信任

度的影響未達顯著差異。 

6.  負向訊息重要性會透過求職者對

工作的期望的中介效果影響組織

吸引力。 

部分支持。負向訊息重要性會透過工

作內容期望的中介效果影響組織吸引

力。 

7.  負向訊息重要性會透過求職者對

組織的信任的中介效果影響組織

吸引力。 

未獲支持。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不明

確。 

8.  求職者知覺的求職市場競爭力會

調節對工作的期望與組織吸引力

的關係。 

少部份獲支持，市場競爭力僅在公司

期望與組織吸引力之間有顯著調節效

果，以及在工作內容期望與組織正向

情感以及聲望評價之間有調節作用。

 

除了招募廣告中的負向訊息比例，負向訊息本身的重要程度也有可能

影響組織吸引力。雖然求職者希望能夠儘量多了解公司，有必要了解每一

項相關資訊，但在求職者決策判斷的歷程中，仍可能對於不同的資訊有著

不同的重要性權重，越重要的資訊會對求職者選擇工作有越大的影響。因

此在使用 RJP 時，負向訊息的重要性對於組織吸引力可能存在不同的影響

程度。 

本研究根據 Thorsteinson 等人（2004）以及 Crowley 與 Hoyer（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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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推論 RJP 的負向訊息比例與重要性會對組織吸引力產生不同影

響，並以實驗法操弄負向訊息的比例以及負向訊息重要性，探討兩變項對

於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效果。本研究結果並非如同過去學者認為 RJP 的負向

訊息比例與組織吸引力之間有負相關（Bretz & Judge, 1998），而與

Thorsteinson 等人有類似的發現，本研究發現不同程度的負向訊息比例對

組織吸引力有不同影響效果，除了求職行動意圖與聲望評價兩向度，負向

訊息比例與整體組織吸引力、組織正向情感、以及工作吸引力都具有非線

性的關係，也就是當負向訊息比例在中等程度時，整體組織吸引力、組織

正向情感、與工作吸引力的得分會較高，而當比例在較低或較高程度時的

得分則較低。 

根據 Crowley 與 Hoyer（1994）提出的雙面訊息說服效果整合模式，

中等程度的負向訊息重要性，會有較高的正向態度。本研究操弄的負向訊

息重要性僅有高、低兩種程度，結果顯示負向訊息重要性越高時，整體組

織吸引力的得分也越高，在組織正向情感、求職行動意圖、聲望評價與工

作吸引力四個向度也有相同的結果。此結果不必然顯示與Crowley與Hoyer

的模式所預測的影響方向不同，而有可能是因為研究者是根據前測得到的

訊息重要性得分區分成相對重要性高、低兩組，仍有可能存在著重要性更

高的訊息，而本研究採用的高、低組負向訊息，或許只是中、低重要性程

度的負向訊息，因此中等重要程度的負向訊息組比低重要組的吸引力得分

高。 

兩獨變項對組織吸引力的交互作用效果的統計考驗沒有達到顯著，可

能是因為負向訊息比例對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效果是非線性的，而中和了交

互作用的效果，但仍能從平均數折線圖中看出在負向訊息比例程度時，不

同的負向訊息重要性會產生不同的組織吸引力。在低負向訊息比例時，不

同重要性程度差異不大；而在中、高比例時，較重要的負向訊息比較不重

要的訊息有較高的組織吸引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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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求職者對工作的期望及對組織的信任的中介效果 

本研究根據 Breaugh（1983）提出的 RJP 四種主要心理機制，認為負

向訊息會經由其他變項的中介效果而影響組織吸引力，研究者假設的兩個

中介變項為求職者對工作的期望與對組織的信任。結果發現負向訊息比例

在整體工作期望、工作內容期望、與一般性期望上有線性的影響效果，當

負向訊息比例越高時，求職者的整體工作期望、工作內容期望、與一般性

期望的得分會較低，比例越低，則期望越高；在公司期望上，負向訊息比

例則有非線性的影響效果，中等程度的負向訊息比例會產生較高的公司期

望。在組織信任向度上，負向訊息比例並沒有達到顯著的影響效果，但是

在負向訊息重要性方面則有顯著差異，當重要性程度較低時，受試者有較

高的組織信任。 

本研究以 ANCOVA 進行中介效果的檢驗，結果發現 RJP 的負向訊息

比例會透過整體工作期望、工作內容期望、與一般性期望的中介效果影響

組織吸引力。而在負向訊息重要性則會透過工作內容期望的中介效果影響

組織吸引力，組織信任的中介效果則未獲支持。本研究的結果發現工作期

望在 RJP 的負向訊息特性與組織吸引力之間扮演重要的中介變項的角色，

過去的研究認為 RJP 與工作期望之間的關係是線性的負相關（Premack & 

Wanous, 1985； Phillips, 1998），但在本研究中發現 RJP 的訊息特性會對工

作期望產生不同的影響，RJP 的負向訊息比例會對工作期望有非線性的影

響。因此未來在探討 RJP 的影響效果時，需要將 RJP 的訊息特性一併考量，

當實驗中呈現的 RJP 包含的負向訊息比例不同時，則可能不適合以線性的

關係預測 RJP 對工作期望與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效果。 

 
三、 求職者競爭力知覺的調節效果 

本研究也檢驗受試者知覺的求職市場競爭力在對工作的期望與組織

吸引力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果，研究者以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檢驗市場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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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與工作期望對於組織吸引力的交互效果有無達到顯著。結果顯示市場

競爭力知覺的調節效果並不明顯，僅在公司期望與組織吸引力之間有達到

統計的顯著效果，以及工作吸引力與組織正向情感、聲望評價的關係中有

調節作用存在。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一、 實驗操弄 

1. 本研究此次並未操弄組織訊息，僅依據 RJP 原始的定義，呈現的

RJP 資訊屬於僅與工作直接相關的資訊，而與工作無直接相關的

組織訊息，例如組織文化、組織氣候、內部制度規範等訊息，則

以恆定刺激的方式呈現，在本研究中並未探討組織訊息是否與工

作訊息擁有相同影響效果。然而在實際的求職行為過程中，這些

與工作無直接相關的組織訊息，也可能左右求職者的求職決策，

從本研究的結果則無法了解組織訊息產生的影響效果。 

2. 根據 Crowley 與 Hoyer（1994）提出的雙面訊息說服效果的整合模

式，中等的負向訊息重要性會導致較高的正向態度與購買意願。

然而本研究探討負向訊息重要性的影響效果時，僅操弄兩種不同

程度的負向訊息，因此無法檢驗負向訊息重要性程度可能產生的

非線性影響效果。本研究得到的結果顯示高負向訊息重要性的組

別有較高的吸引力得分，可能是由於本研究操弄的高重要訊息組

實際上屬於中等重要程度的負向訊息，在本研究操弄的訊息以

外，還有更重要的工作訊息存在，所以導致此種研究結果。 

3. 根據 Crowley 與 Hoyer（1994）提出的雙面訊息說服效果的整合模

式，會影響受試者態度改變的訊息特性不僅只有比例與重要性，

還包括諸如訊息次序、反駁訊息、特徵間的關連程度、與負向特

徵類型…等，這些不同面向的訊息特性在實驗中被控制而未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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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而無法更進一步了解這些訊息特性的影響效果。 

4. 本研究為了避免受試者先前經驗的影響，設計了一間虛擬公司為

研究中的招募單位，呈現的公司資訊也由研究者編造，以控制受

試者對於公司的既定印象產生的影響效果。然而這種方式仍存在

一些問題，研究者虛擬的公司資訊雖是參考現有公司的資訊而

來，但公司名稱與許多內容經過修改，有可能使受試者覺得實驗

中呈現的公司不夠真實，使受試者並非以求職時的心態進行實

驗，而使研究結果不能完全類推至真實求職情境的反應。本研究

有提供受試者填寫個人履歷以進行工作配對，但實際填寫履歷的

人數僅有 63 人，可能就是由於實驗情境仍不能完全模擬實際求職

歷程，所以多數的受試者不考慮填寫個人履歷表。 

5. 本研究以實驗法探討不同負向訊息比例與重要性程度對組織吸引

力的影響效果，但本研究並未對實驗操弄的效果進行檢驗，可能

無法確認實驗的結果是由獨變項的效果導致。未來研究可能需要

再針對實驗操弄效果進行檢驗，以確認不同程度的實驗操弄確實

有差異存在。 

 

二、 樣本選取 

本研究資料收集的對象為大四以上即將畢業的學生，Turban 和 Keon

（1993）指出應屆畢業生對組織特性的看法，可能有別於有工作經驗者，

所以本研究結果在類推時，應以應屆畢業生、或工作經驗較少者（約一、

二年）為主。 

本研究此次實驗情境並非封閉的實驗室環境，而是讓受試者透過身邊

的電腦連接至本研究的伺服器進行實驗，雖然有收集與受試者相關的個人

資料，但仍然無法確認受試者的真實身份，以致於不能精確掌握受試者的

個人特性。本研究嘗試透過抽獎活動的方式，告知受試者如果沒有正確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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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個人資料，將可能無法得到獎品，以鼓勵受試者以真實資料填答，但仍

無法確保所有受試者均符合本研究預先設定的條件。 

由於受試者並非統一在同一環境下進行實驗，而是藉由身邊的個人電

腦連結上實驗網頁，所以每位受試者進行實驗時使用的工具、實驗時間、

專心程度等，可能都不太相同。這些實驗環境的差異，可能影響受試者能

否仔細閱讀所有實驗資訊，進而左右填寫量表的結果。 

 

第四節  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此次僅探討兩種負向工作訊息特徵對於組織吸引力的影響效

果，未來的研究可以考慮納入其他面向的訊息特徵，如訊息呈現次序、反

駁訊息的呈現、各項訊息之間的關連性、工作訊息的類別、訊息的來源，

求職者對訊息的涉入程度、訊息呈現的時間、訊息內容撰寫方式、或是框

架效果的負向訊息呈現方式…等，這些訊息本身的特性，都可能是在招募

廣告中呈現 RJP 時，需要注意的影響變項。 

此次研究採用的虛擬工作為某一線上教學公司的產品專員，應該屬於

比較常見的工作類型，工作上可能遭遇的困難與可能面臨的危險都比較容

易想像。未來研究可以考慮將研究的工作類型設定為更具特殊危險性的工

作，例如電力工程、營建施工、貨物搬運、地下管線鋪設、或是飛行運輸

等職業，這些工作需要面臨相當大的風險與困難，沒有從事過這類工作的

人也較難想像可能的情形。因此未來研究可以這類職業為對象，探討呈現

RJP 對於招募此類工作人員時的效果。 

本研究使用網際網路做為實驗情境，結果顯示 RJP 能夠順利的利用網

路的方式呈現，而且不同的負向訊息特徵的確能夠產生影響效果，因此未

來的 RJP 相關研究可以考慮繼續以網際網路做為實驗情境，如此既能有效

率的呈現資訊，更方便回收實驗資料，也能夠跟上未來人力招募的潮流。

但是本研究也發現以虛擬公司與虛擬職位的方式進行研究，會使實驗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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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實度降低，受試者較不會以求職的心態進行實驗，而可能降低研究的

外在效度。因此未來研究可以考慮與真正的企業組織合作，並以適當方式

控制求職者對公司印象的影響，以提高實驗情境的真實度與研究的外在效

度，甚至可以與專營網路招募的人力銀行一同合作，直接在現有的網路招

募環境下進行實驗操弄以及收集實驗的問卷資料，而能增進研究的效度與

實務上的效益。 

 

第五節  研究貢獻 

一、 對學術的貢獻 

過去關於 RJP 的研究，多集中在新進人員進入工作職場後產生的影響

效果，如離職率，這是屬於招募最後階段的結果，而較少研究探討招募前

期時發生的 RJP 與組織吸引力的關係，由 Hom 等人（2004）的研究顯示

RJP 對於離職率的影響過程中還有相當多的變項參雜其中，若是忽略了其

中的重要影響變項而直接探討 RJP 對於離職率等變項的影響，則可能會對

研究結果的解讀產生錯誤。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 RJP 的訊息特性對於組織吸引力的影響，以及

其間存在的中介變項，結果發現 RJP 對於組織吸引力的影響並非只是單純

的線性影響效果，RJP 的負向訊息比例對於組織吸引力有非線性的影響效

果，中等程度的負向訊息比例比起較低或較高程度的比例，有較高的組織

吸引力；而訊息的內容也會產生不同影響效果，招募廣告中呈現重要的負

向訊息會比呈現不重要的負向訊息，有著較高的組織吸引力。而負向訊息

的比例與重要性會透過求職者對工作的期望的中介效果影響組織吸引

力，同時組織吸引力還會受到求職者對組織的信賴的影響。未來的研究在

使用 RJP 資訊時，需要考慮如何呈現 RJP 中的負向訊息比例與訊息重要

性，才能更清楚的掌握 RJP 對於求職者的影響效果。 

網路招募是未來人才招募的重要方向，將來勢必會有更多網路招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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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以了解及釐清網路招募的特性與優缺點。本研究認為網路招募

的形式最適合用來呈現 RJP 資訊，因此採用網路的方式進行實驗程序，一

方面能符合未來的潮流，另一方面則是能夠解決過去的不足。網際網路具

有即時性、互動性、不受空間限制、電腦強大運算功能等特性，可以幫助

研究者探討招募議題時，模擬求職者實際在網路上求職的過程，並可進行

嚴謹的隨機操弄，求職者也能夠在閱讀完招募資訊後，立即填寫相關問卷

與履歷資料，而這些資料則在同時間傳送到招募人員手裡，網際網路的這

些對於研究招募資訊對求職者的影響效果具有相當大的助益， 

二、 對實務的貢獻 

過去大多數的研究注重觀察 RJP 產生的影響效果，對於如何使用 RJP

則較少著墨，以至於實務界不易將研究結果導入招募流程，使 RJP 的研究

與實務使用產生落差。本研究從人力資源人員的觀點，直接探討使用 RJP

時需面臨的問題：應呈現多少負向訊息以及是否該呈現重要的負向訊息，

本研究結果可作為招募人員在編寫招募訊息時，如何適當放置 RJP 資訊的

參考依據之一。 

本研究的結果試著打破過去傳統觀念，在招募廣告中呈現負向工作資

訊並不一定降低組織吸引力，只要控制負向訊息在適當的比例以及具有足

夠重要性，反而比只呈現正向訊息時有更高的組織吸引力。未來考慮採用

RJP 的招募人員可以參考本研究的結果，若不希望 RJP 的資訊降低組織的

吸引力，需注意負向訊息在整體工作資訊中佔的比例，以及這些負向訊息

的重要性程度，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當公司提供中等比例的負向訊

息，而且是屬於比較重要的資訊，組織會對求職者有較高的吸引力，而能

吸引較多人前來應徵。 

未來的招募管道的趨勢是網際網路，本研究也運用網路招募的優點－

可同時呈現大量資訊－探討 RJP 在網路招募的可行性。在實驗的進行過程

中，受試者僅需花費不到 5 分鐘的時間即可閱讀本研究呈現的招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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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結果也發現組織對受試者的吸引力的確會受到本研究提供的RJP而

有不同影響結果。因此本研究認為未來 RJP 在實務使用上，應該要配合網

路招募的管道進行，才能真正發揮 RJP 的效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