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求職吸引力 

    目前已有許多公司瞭解到組織的吸引力、維持高技能和保有優秀的員

工是組織競爭力的必要因素（Pfeffer,1994；Teece,1998；Turban & 

Greening,1997）。而在招募的研究中，亦經常以組織吸引力為招募成效的

指標之一，有時亦稱為求職吸引力（applicant attractiveness）（Rynes.1991）。 

    組織吸引力係指求職者到某企業組織工作的意願（Aiman-smith,Bauer, 

& Cable,2001；Turban & Keon,1993）。而人才招募的目的即在於吸引和找

出潛在的員工，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先尋找符合條件的求職者，並吸

引他們前來求職、參與甄選，直到接受雇用（Barber,1998）。因此，我們可

以從招募的過程來探討求職吸引力的內涵。Barber（1998）從招募的三個

階段來討論求職吸引力。招募的第一階段在於使人力市場中的人們願意前

來求職，也就是成為應徵者。因此當求職者前往公司應徵時，即該組織對

求職者有吸引力。第二階段指的是組織使應徵者對此公司或工作保持興

趣，也就是應徵者能透過一些活動（如面試）持續地追求該工作機會，例

如當公司給予應徵者第二次面試的機會，應徵者是否願意前往面試。故當

應徵者願意參與後續的招募活動或甄選流程時，則代表該組織具有吸引

力。最後一個階段指的是讓應徵者接受此工作機會，成為企業的新血。在

此階段，公司將寄發錄取通知給應徵者，而應徵者必須決定要接受或放棄

該工作機會。對組織而言，當發放錄取通知給應徵者，仍須等待應徵者的

回應，若應徵者選擇接受該職缺，則表示其具有求職吸引力。許多學者運

用因素分析的方式來解析求職吸引力問卷結構，發現其中包含兩個因素：

對組織的正向情感與應徵者的求職意願。(Bauer & Aiman-smith ,1996；

Highhouse, Lievins & Sinar,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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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er和 Roehling（1993）發現當個體對工作或組織有較多的訊息，

受到組織的吸引也較多。而招募的最終目的是希望能夠吸引到合適的應徵

者進入公司服務，因此在招募過程中，透過真實工作預告，應徵者可以獲

得較多的訊息，進而對組織有正向的評價。本研究以蘇倍儀（2005）對組

織正向的感情與應徵者求職意願兩因素的概念所擬定的求職吸引力定

義，加以修訂成為本研究之求職吸引力定義，定義為「對於特定工作的正

向情感之程度，與參與甄選活動及接受職缺的意願」。 

 

第二節　真實工作預告（Realistic job previews；RJPs) 

　  組織的要求與工作應徵者能力之間是否能相符，以及工作應徵者的需

求與需要是否與組織的文化、氣氛相配合受到相當的重視（Wanous, Poland, 

Premack, & Davis ,1992）。所謂真實工作預告指的是「提供完整的工作訊

息，其中包含工作的正負向資訊」（Barber,1998）。根據過去研究發現真實

工作預告可以降低應徵者的預期，並且降低其流失率（Premack & Wanous , 

1985）。 

　  早期真實工作預告的研究，Wanous（1973）在其研究中，讓電話操作

員的應徵者分為兩組，一組呈現傳統的招募影片，另一組呈現實驗影片，

其內容包含該職位的正負向訊息，結果發現真實工作預告的實驗影片對接

受該職位的比例沒有影響，但確實降低了應徵者的工作預期。Wanous提

出真實工作預告對離職沒有影響，但對工作滿足確有正向影響。可見真實

工作預告最初的研究焦點在於員工的留職率。當個人需求與組織氣氛相配

時會降低流失率，也就是在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下，當應徵者得到正

確訊息比較有能力可以決定是否要這個工作（Wanous,1980）。再者，真實

工作預告可以增強預期的正確性（Reilly, Brown,Blood,&Malatesta,1981；

Rynes,1990）。也因為真實工作預告先透露了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難，或是

可能會有的危險，因此使得進入公司的新人壓力管理較佳，而且較少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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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亂（Suszko & Breaugh,1986），這也是降低離職率的可能原因之一。 

後來有學者將傳播方式納入考量，因為以往的研究往往只採用單一呈

現方式，大部分是書面的小冊子或是錄影帶，也有用口頭呈現、電訪的方

式，以及工作樣本。最主要被討論的兩個方式是書面的小冊子或口頭告

知。書面的小冊子是早前用來呈現真實工作預告最流行的方法（Avner, 

Guastllo, & Aderman,1982；Dean & Wanous, 1984；Ilgen & Seely,1974；Reilly, 

Tenopy & Sperling, 1979）。而口頭告知則是在面試應徵者時由面試者告訴

其真實的工作相關訊息。在說服和態度改變的文獻中認為面對面的溝通真

實工作訊息可能比書面溝通的效果更大（Petty & Capioppo,1981）。此外，

Colarelli（1984）發現面對面的溝通真實工作訊息比書面的溝通更有效。

由此可知，在員工面試時以口頭方式告訴對方會加強真實工作預告的效

果。 

 

　  在 90年代，研究者探討（1）是否真實工作預告的效果是否會因為媒

介（書面或口頭）而有所不同（Saks & Cronshaw,1990）；（2）先前是否接

觸過該工作會調節（moderate）真實工作預告的影響

（Meglion,Ravlin,&DeNisi,1997）；（3）是否真實工作預告會讓較優秀的應

徵者減少接受該工作的意願(Bretz & Judge, 1998)。例如：Meglino,Ravlin

和 DeNisi（1997）的研究發現先前接觸過該工作在決定真實訊息效果上是

一個關鍵角色。當應徵者先前有過直接接觸該工作的經驗，可能會將工作

中真實描述的負面或有害之訊息放大，結果造成接受該工作的願意降低。

相反地，真實的訊息對先前沒有接觸過該工作的應徵者而言，反而有不一

樣的效果。因為他們較不會擴大有害的工作要素（job elements），會以較

正向的態度來看待該工作，也因此較有可能接受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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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illips（1998）發現真實工作預告和較高的工作績效有關，而且會降

低最初的工作預期和招募過程中的耗損，以及自願性離職。Phillips的研究

還發現透過口頭闡述，真實工作預告的效果會比透過書面或影片來得強。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由於真實工作預告完全告知應徵者真實工作狀

況，讓應徵者感覺到自己對選擇的自由性很高，因而對決定有較高的責任

感與忠誠度（Salancik,1977）。在 Premack 和Wanous（1985）對工作真實

預告的整合分析研究中對這點也是提出了相當的支持。 

Breaugh(1983)總結出真實工作預告降低離職的四種機制：符合預期

（met expectation）、處理能力(ability to cope)、誠實的氛圍(air of honesty)、

自我選擇(self-selection)。由於真實工作預告可以降低一開始的工作預期，

而和真實的工作經驗一致，因此降少了離職。也就是說，當員工未受雇用

時的預期和真實情況較相符的話，比較會留在該職位。當員工未受雇前的

預期和真實清況較不相符時，則較容易對工作不滿意，進而離職。第二，

員工透過真實工作預告，能夠事先預期會遇到什麼挑戰，進而發展出處理

的技巧而能面對這些挑戰，也或許是先計畫好該如何應對。第三，接收到

真實工作預告，會讓應徵者感覺到雇主的誠意，對組織會有較強的承諾

感，因為他是在接收了完整的訊息後決定要接受該工作的。最後，真實工

作預告可能讓應徵者感受到可自我選擇，當他對這個工作感到不滿意時，

他就不會接受這份工作，相對地，當他接受了這份工作，也就比較可能會

留職。 

    直到晚近，有學者開始著眼於過程中的訊息處理。從過去的文獻中，

我們不難發現其實真實工作預告是一連串的訊息傳遞，由應徵者接收後，

再將之處理，最後形成決策。因此，訊息的本質、傳遞的方法，以及應徵

者如何接收、解讀就成了重要的課題。而在訊息呈現的研究中，框架效應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因此，接下來就框架效應來探討其與真實工作預告間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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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框架效應（Framing effect） 

　  框架效應指的是兩個邏輯本質相同的決定性問題，因為陳述的方式不

同，而造成人們產生偏好逆轉的現象。最早的框架效應研究為 Tversky 和

Kahneman（1981）所做的研究，其研究包含兩組決策題目，每組題目由一

個「故事（cover story）」與兩個計畫方案所合成（這兩個計畫：一為高機

率方案，另一為低機率方案）。兩組題目雖採相同的「故事」，但描述計畫

方案的關鍵詞彙則是對立的。在此設計下，這兩組題目的結構邏輯上依然

維持等同的型態。兩組受試分別對針對一組題目中的兩個計畫作偏好選

擇。兩組題目範例如下（邱耀初，2003）： 

1.關鍵詞彙為「獲救」的題目 

想像美國正準備對抗一種不尋常的亞洲疾病，估計此疾病將使 600人死亡，現在已

提出可從中擇一的兩個計畫來對抗此疾病。此兩個計畫依據科學精確的評估分別如下： 

如果採用計畫 A，將有 200人獲救；如果採用計畫 B，將有三分之一的機率 600人全部

獲救，三分之二的機率沒有任何人獲救。請問你會選擇哪一種方案？ 

2.關鍵詞彙為「喪命」的題目 

　   故事同上，如果採用計畫 C，將會有 400人喪命；如果採用計畫 D，有三分之一

的機會沒有任何任人會喪命，但有三分之二的機會 600人都喪命。 

　  對照上述的計畫會發現，A方案等於 C方案，而 B方案等於 D方案，

唯一不同的是在於結果的描述，正向框架中強調獲救的人數，而負向框架

中是強調喪命的人數。 

　  結果發現，受試者在正向框架中，選擇 A方案的有 72％，選擇 B方

案的有 28％；但是在負向框架中，選擇 C方案的只有 22％，而選擇 D方

案的卻有 78％。這種陳述上的改變，使得人們從偏好避免風險的選項（A

方案）轉為偏好尋求風險的選項（D方案）。Tversky和 Kahneman（1981）

總結出：當人們面對意味著「得」（gain）的選擇，態度常常是避免風險

（risk-aversion）；而當面對意味著「失」（loss）的選擇時，態度常常是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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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風險。 

  Levin　 、Shneider及 Gaeth（1998）回顧框架效應的文獻，將框架效果

細分成三種類型：風險選擇框架（risky choice framing）、屬性框架（attribute 

framing）和目標框架（goal framing）。分述如下： 

1. 風險選擇框架 

  　 風險選擇框架是最典型的框架，受試者面對兩個選擇，一個是確定的

選項，另一個是風險的選項。在正向框架中，兩個選擇的描述都是「得」；

在負向框架中，兩個選擇的描述都是「失」。風險選擇框架最典型的例子

為 Tversky & Kahneman（1981）的亞洲疾病問題。風險選擇框架主要會影

響風險偏好（risk preference），個體在面對「得」的選擇時（正向框架），

會傾向避免風險；在面對「失」的選擇時（負向框架），會傾向尋求風險，

因而產生選擇逆轉（choice reversal）的現象。 

2. 屬性框架 

    屬性框架是最簡單的框架形式。其在訊息內容中操弄一種屬性，在正

向框架中呈現令人愉悅的訊息，而在負向框架中呈現令人不愉悅的訊息，

例如成功率和失敗率，或生存率和死亡率。屬性框架主要是影響項目的評

價（item evaluation），一般而言，個體對於正向框架有較高的評價，而對

負向框架有較低的評價，即產生評價一致性的轉移（valence-consistent shift）

（顏淑玲，2004）。例如，Levin和 Gaeth（1988）的研究中，要求受試者

評估已磨碎的牛肉品質，正向框架訊息為此牛肉百分之七十五為瘦肉，而

負向框架訊息為此牛肉百分之二十五為肥肉。結果發現，相較於接收負向

框架訊息的受試者，接收正向框架訊息的受試者對牛肉品質的滿意度評估

有較高的評價。類似的結果也被 Donovan和 Jalleh（1999）所驗證。 

3. 目標框架 

    目標框架是操弄一個行動或行為的目標，例如，正向框架是做某行為

可以有什麼樣的好處，而負向框架為不做某行為會有什麼樣的損失。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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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和前兩者的不同主要在於，其正負向框架均在說服個體以達到相同的

結果，以及目標框架主要是探討說服的作用(impact of persuasion)。一般而

言，負向框架的訊息比正向框架的訊息更具有說服力。例如，Ganzach和

Karsahi（1995）發現消費者在接收負向框架的廣告訊息（可以提升信用）

後，其信用卡消費行為有顯著增加的現象。 

表 1三種框架類型的差異摘要表 

框架類型 什麼被框架 什麼被影響 影響如何測量 

風險選擇框架 各選項擁有不同的

風險層次 

風險偏好 比較風險選項的選擇

屬性框架 事物的屬性或特性 項目的評價 比較單一項目的評估

目標框架 行為其目標的結果

或意涵 

說服的作用 比較採用此行為的比

例或接受度 

摘自顏淑鈴（2004）個人涉入和事件風險對目標框架的影響，中原大學心理研究所碩士

論文。P.12 

  　從上述的文獻回顧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瞭解到訊息框架依其框架對象

而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是希望瞭解，當人們接收了真實工作預告後，再

給予框架訊息，是否會影響其評估，因此框架的對象，非真實工作預告的

內容，而是該工作的屬性或特性，例如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在職者喜歡這份

工作。故本研究所採用的是屬性框架。接著來看框架效應的效果。 

　  研究指出，相較於正向框架訊息，人們可能會對負向框架訊息更注意

（Smith & Petty,1996），也就是一般來說人們會對負向框架訊息更仔細檢

驗，所以負向框架訊息比較有可能可以降低預期。當訊息和預期相違背

時，會受到較多的檢驗（Baker & Petty,1994）。這可用負向偏誤假定

（Negativity bias hypothesis）來解釋，此假定認為個體在處理訊息時，對

負向訊息投入較多的注意力，因而比正向訊息引發更大的衝擊；同樣地，

因為負向訊息在知覺上較正向訊息突顯，所以負向框架比起正向框架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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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的加權，因此負向框架有較大的影響力。在真實工作預告的情境下，

可將訊息以正負向框架的方式呈現，也就是正向框架訊息（positively 

framed message）是說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在職者喜歡這份工作，而負向框

架訊息（negatively framed message）則指出只有百分之十五的在職者不喜

歡這份工作。以線索效果來看的話，其是假定正向詞語會導致有關於態度

議題的正向聯結，因此正向框架會較負向框架有說服力。也就是說正向框

架會導致應徵者對該工作有正向連結，因而較有可能接受該工作，對該工

作的評價也會較為正向。相對地，負向框架由於在知覺上較正向訊息突

顯，因此呈現負向框架可能會讓應徵者產生更多的檢視，也就是應徵者更

會去考慮是否接收該工作，造成應徵者選擇接受該工作的意願降低。 

 

假設一：框架效應會影響求職吸引力。負向框架訊息組的求職吸引力比　 

　 　正向框架訊息組低。 

第四節　個人認知需求（need for cognition） 

真實工作預告某個程度上也是操弄了態度，也就是說本來所存有的態

度、想法、預期，會因為真實工作預告而有所不同，也就是真實工作預告

影響了我們對工作和企業組織的態度、想法。而當我們要討論在真實工作

情境中操弄框架訊息時，不得不考慮到每個人處理框架訊息的能力與想要

盡多少力去做判斷是有很大的個別差異的。當個人在形成態度時，想要盡

多少力去做相關議題思考是有系統性個別差異的（Cacioppo et al,1984）。

所以，我們可以從個人認知需求來探討這個問題。 

認知需求概念最早為 Cohen，Stotland，和Wolfe(1955)所提出，代表

個人在「將有關的情境建構為有意義與統整的形式上」需求高低，而此需

求的強度則因人而異。若在模糊曖昧的情境下無法滿足個人的認知需求

時，將導致緊張和挫折狀態(a state of tension and frustration)。此緊張情境

將促使個人主動去努力建構情境和增進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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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Cacioppo和 Petty(1986)在驗證其所提出的態度與說服理論

(Cacioppo&Petty,1981)時延用 Cohen等(1955)所提出的「認知需求」之概

念，發展出其所界定的「認知需求」，指的是「個人從事費心的認知活動

時之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 to engage in effortful cognitive 

endeavors)，特別著重於個人從事費心的訊息處理時的內在偏好傾向。此傾

向是長期地由問題解決經驗所形成。高認知需求者有較強的內在動機去從

事訊息處理或認知活動。例如，會以思考為樂，較喜歡學習新的思考方式，

或較喜歡去解決複雜的問題。相對的，低認知需求者則傾向去避免那些要

花很多心思去想的情境，從事思考的動機較弱，或較喜歡不需多想的工作

(高泉豐,1994)。 

目前已有許多研究發現高、低認知需求者會以不同程度和方式來處理

說服訊息(Ahlering ,1987；Axsom, Yates& chaiken,1987；Cacioppo , Petty ,& 

Morris ,1982；Cacioppo et al.,1986；Haugtvedt, Petty, & Cacioppo,1992，

Haugtvedt, Petty , Cacioppo,& Steidy,1988；Stayman , & Kardes,1992)。例

如，Stayman , 和 Kardes(1992)在他們的研究中呈現沒有包含訴求結論的廣

告，要求受試者回答有關訴求結論的問題，結果發現高認知需求者回答有

關訴求結論問題的反應快於低認知需求者。此結果顯示高認知需求者較能

從說服訊息中推論出訴求結論，也可以推論出高認知需求者有較高的內在

動機去思考說服訊息。 

在社會認知方面，高、低認知需求者在處理有關他人訊息時也表現出

預期的差異。例如 Ahlering和 Parker(1989)認為高認知需求者願意付出較

多的心力去處理訊息，因此若是先後呈現有關他人的訊息時，高認知需求

者應該比低認知需求者較不會忽視後來出現的訊息，高認知需求者所形成

的印象，也因此應該比較不會受到先出現訊息的過度影響，而表現初始效

果(primary effect)。研究結果發現，以不同的次序呈現有關他人的人格特質

形容詞之後，高認知需求者對他人的印象有初始效果的程度，確實比低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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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需求者來得小(高泉豐,1994)。而國內賴建民（民 88）在研究消費者的認

知需求程度對電子郵件的廣告態度與記憶效果的影響時發現，高認知需求

者比低認知需求者對電子郵件的廣告有著更好的訊息記憶效果。 

 　  在招募中，瞭解個人對認知需求的系統性差異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更瞭

解框架效應在真實工作預告中的效果。因為當個人本身就對於問題思考、

處理與分析有興趣，那麼就會對工作相關訊息作較多的思考，也就比較不

會受到框架效應的影響。也就是說他們的態度形成來自於訊息中工作資訊

的價值，而非如何呈現。 

　  相反地，當個人傾向知道結果而不重視思考過程，就容易受到框架效

應的影響。這個現象可以用說服的思考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來解釋（Petty & Cacioppo,1986）。思考可能性模式是用來分

析說服溝通的認知反應。其主張，人是以深思熟慮的方式或自動化的情緒

化方式來反應某項溝通，在某些情況下，人會從周邊線索（peripheral cue） 

得到他們的結論，這些線索雖和這個溝通有關，但和論點的真正價值無關

（張滿玲,1990,P.235）。 

  　 根據 ELM，當個人有能力也有動機去做深度的訊息處理時，說服結果

來自於議題相關訊息的呈現。當個人沒有動機或無法處理議題相關訊息

時，呈現周邊訊息可能會產生態度改變。Petty & Cacioppo（1986）將說服

的中樞途徑（Central route）和周邊途徑（peripheral route）予以區分。運

用中樞途徑的訊息訊息接收者，對訊息的內容會投注相當程度的認知努

力，並且仔細評估；若訊息內容中肯、具說服性，則將衍生出更多有利於

主題的想法，而且朝提出主題的方向改變自己的態度。但當訊息內容是不

太可信或可疑時，訊息接收者反而衍生出更多不利於主題的想法，抗拒原

說服訊息，甚至產生反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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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途徑為周邊途徑，人們決定是否改變態度，並不是經由仔細思

考訊息內容，而是根據一些情境因素來作一些簡單的推論判斷。例如一個

人接受某一說服主張，可能僅僅只是因為傳播來源是專家，或因傳播來源

不具吸引力，或訊息太極端而拒絕改變態度。這些周邊線索都能使一個人

形成某種態度立場，卻不需要經過仔細思考訊息內容。 

許凱榮(2000)探討不同認知需求程度的消費者在購買行動電話門號

時，中央線索以及周邊線索對消費者訊息處理的影響。其結果顯示，中央

線索對高認知需求者的影響效果比對低認知需求者來得顯著。 

　  根據 ELM，當個人有能力也有動機去做深度的訊息處理時，說服結果

來自於議題相關訊息的呈現。當個人沒有動機或無法處理議題相關訊息

時，呈現周邊訊息可能會產生態度改變。在真實工作預告情境中的正負向

框架訊息就是一種週邊訊息。以 ELM為基礎，訊息框架的效果可能決定

於應徵者決定用甚麼方式來處理訊息，而應徵者的認知需求則決定了其在

真實工作預告中會用周邊路徑處理（peripheral cue processing）或中樞路徑

處理（central cue processing）（Cacioppo et al,1986）。當應徵者有較高的認

知需求時，在真實工作預告中會採用中樞路徑處理，以訊息的中肯度為判

斷來決定工作評價。反之，採用週邊訊息處理的低認知需求應徵者，會對

框架訊息特別敏銳，因而影響了他對工作的評價。 

　  在先前的文獻中，我們瞭解到真實工作預告產生作用的一個機制是降

低應徵者的預期。而 Smith & Petty（1996）讓受試者讀一篇廣告，接著請

受試評價這篇廣告，但在接收廣告前，研究者會操弄受試者的預期，也就

是讓受試預期可能會接收到正向或負向的廣告內容，而框架效應的操弄在

於廣告的標題，例如正向框架是「維他命 K可以幫助你擁有更長壽、更健

康的生活」（Vitamin K Helps You Live a Longer, Healthier Life），而負向框

架則是「不服用維他命 K會導致生命而縮短生命」（Not taking Vitamin K 

Can Lead To Illnesses that Shorten Life Spans）。結果發現，當低認知需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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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接收正向框架訊息，但接收到的是負向框架訊息時，會導致較多的訊

息處理；反之亦然。由上述我們可以推論，在真實工作預告的情境中，受

試者的認知需求程度，會影響框架效應對預期的影響。研究者推論低認知

需求者接收了負向框架效應，可能會產生更多的檢視，因而降低其原本的

預期。 

 

假設二：認知需求會調節框架效應與工作預期之間的關係。對低認知需求

的人而言，框架訊息對工作預期的影響高於高認知需求組。 

假設三：認知需求會調節框架效應與求職吸引力之間的關係。對低認知需

　　 　求的人而言，框架訊息對求職吸引力的影響高於高認知需求者。 

 

 

第五節　個人與工作適配度（Person and Job fit，P-J fit）  

  　 組織的要求與工作應徵者能力之間是否能相符，以及工作應徵者的需

求與需要是否與組織的文化、氣氛相配合受到相當的重視（Wanous et 

al.,1992）。Cable & Judge（1994,1996）認為工作應徵者在工作選擇的過程

中會形成適配度（fit）的知覺，而過去研究也發現工作應徵者有各自偏好

的組織特質，並且在工作選擇決策中會評估適配度（fit）。Edwards(1991)

定義個人與工作適配度為個人能力與職務要求之間的適配程度（要求--能

力），或者個人欲求與職務供給之間的適配程度。 

　  回顧性研究發現知覺到的適配和真正的適配都和工作態度和行為有

關（Kristof,1996）。例如，已經發現個人與工作適配度和工作滿意、組織

承諾、留職傾向（intentions to remain）、工作投入、職涯成功（career 

success）、健康與適應、組織效率、以及降低離職和壓力有正相關

（Blau,1987；Bretz & Judge,1994a；Cable & Judge,1996；Chatman,1991；

Edwards & Cooper,1990；Meglino,Ravlin,& Adkins ,1989；Moos,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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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illy et al.,1991；Ostroff,1993；Stumpf & Hartman,1984；Vancouver & 

Schmitt,1991）。 

　  大部分適配的研究都以組織的觀點出發，也就是著重在如何透過招

募、甄選、和社會化歷程（socialization practices）來影響適配的知覺。其

中又大多著眼於應徵者的適配知覺與求職吸引力和工作選擇，而少有研究

探討應徵者如何透過工作搜尋的努力和行為來影響自己的適配知覺。 

    一般相信，如同組織，應徵者在工作搜尋（job search）與選擇過程中

也會發展出適配的知覺（Cable & Judge,1994,1996）。然而，應徵者對適配

的知覺之研究大多集中於應徵者的吸引力和選擇的決策(choice decision 

making)。這些研究已經發現個人對於某些組織特性有所偏好，而且在作選

擇決策時，會進行適配度的評估。例如，A型行為（Type A behavior）、成

就需求（need for achievement）、人個特質、自尊、工作價值（work value）、

應徵者吸引力（applicant attraction）以及工作選擇（Bretz, Ash, & Dreher, 

1989；Burke & Deszca, 1982；Cable & Judge, 1994；Judge & Bretz, 1992；

Saks, Wiesner, & Summers,1994；Turban & Keon,1993）。從上述我們可以發

現，人們的工作抉擇和他們的偏好、人個特質、價值觀、需求以及藉由組

織招募過程所知覺到的適配是一致的。 

  Buda & Charnov (2003)　 以框架效應來闡述思考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中的周邊路徑處理，但中央路徑處理是如何進行卻

未被提及，研究者推論高認知需求者受 P-J fit的影響大於框架效應，因為

P-J fit是應徵者根據工作實際內容及要求條件來評估自己是否符合工作所

需的知識、技巧、能力。因此，是以訊息的實際內容來評價工作，而非如

何呈現訊息。由此我們可以推論，當呈現真實工作預告後，再給予正負向

框架訊息，對高認知需求者的影響會低於低認知需求者，也就是說當我們

呈現了正負向框架訊息，由於高認知需求者有較高的內在動機去思考，且

由於真實工作預告的內容屬於中央線索，所以高認知需求者應該會對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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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預告有更多的訊息處理，因此考量的是工作所要求的知識、技巧和態

度是否與自己的能力相符，或個人欲求與職務供給之間的適配程度，也就

是考量個人與工作的適配(p-j fit)。根據上述回顧與推論，研究者提出假設

四與假設五： 

 

假設四：個人與工作適配度與求職吸引力有正相關。當個人與工作適配度

　 　 　愈高，求職吸引力愈高。 

假設五：認知需求度會調節 P-J fit與求職吸引力之間的關係。對高認知需

求者而言，P-J fit對求職吸引力的影響高於認知需求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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