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討論與建議 

第一節　討論 

一、框架效應對求職吸引力的影響 

本研究的假設一為「框架效應會影響求職吸引力」，假設三為「認知

需求會調節框架效應與求職吸引力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在三因子變異數

分析（表4-2）的結果發現，認知需求主要效果(F(1,196) = 3.49，p=.063)達

顯著（p=.10），可見認知需求對求職吸引力可能有影響；而學院別和框架

效應的交互作用效果(F(1,196)=3.32，df=1，p=.070)亦達顯著（p=.10），

由此可知，不同的學院別對應不同的框架訊息對求職吸引力可能是有影響

的。又表4-1顯示出，商學院的受試者正向框架訊息組接受工作意願的分

數（M=14.91）都高於負向框架訊息組（M=14.13）；但非商學院的受試卻

恰恰相反，正向框架訊息組接受工作意願的分數（M=13.09）都低於負向

框架訊息組（M=13.61），和理論假設不符。關於其可能原因，研究者認為

可尋訪非商學院的受試進行訪談，以瞭解可能的原因。研究者根據受試者

基本資料，尋訪 3位受試者進行訪談，以瞭解框架效應操弄的效果，整理

結果如下： 

1. 受試者本身即認為「理財專員」這份工作很不錯，因此無論研究者呈

現何種訊息都對其沒有影響。 

2. 受試者對「理財專員」這份工作已經有初步的瞭解，或有學長姐分享

過相關工作經驗，因此對於訊息的內容沒有特別的想法。 

3. 對於「有百分之十五的在職者很不喜歡，也很不滿意這份工作」這個

訊息，會認為這只是小部分的人，將之視為正常，並且認為有人就是

「無論作什麼工作都會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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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ous（1989）指出，真實工作預告的內容可分為描述性

（descriptive）和判斷性(judgmental)，描述性指的是起薪、昇遷的時

間、工作時數等，而判斷性指的是告訴應徵者這個工作是否可滿足在職者

等。兩者的描述各有優點，而本研究在描述性部分有具體指出工作內容及

職責，以及所需的知識、技巧和證照，在判斷性部分則以框架訊息方式呈

現對此工作滿意的在職者百分比。操弄結果沒有成功需考量到是否研究者

所呈現的內容不是應徵者所重視的，根據研究發現徵才廣告中，企業越強

調員工訓練（Cober, Brown, Levy, Cober & Keeping, 2003; 顏莉真，

2002)，越強調以能力為升遷依據（顏莉真，2002)、晉升機會越多(Aiman- 

Simth, Bauer & Cable, 2001)，求職吸引力會越高；而本研究在操弄框

架效應時，僅操弄對工作滿意的在職者百分比，並未提及在職者是對工作

的那一部份（如昇遷、訓練）感到滿（不）滿意，因此本研究對框架效應

之操弄可能過於模糊，導致框架效應的效果並不顯著，同時也間接導致框

架效應和認知需求之效果不顯著。雖然根據 Petty和 Gleicher(1992)的研究

顯示，如果個體願意思考時（如高認知需求），正負向訊息（如框架效應）

應該會對個體決策所有影響，但是若本研究所操弄之框架訊息並非重要訊

息或者過於模糊，那麼即使個體為高認知需求者，此種不重要訊息似乎難

以促發其思考之動機。建議未來研究對框架效應的操弄應更為具體明確。 

 

二、框架效應對工作預期的影響 

本研究的假設二為「認知需求會調節框架效應與預期之間的關係」，

本研究在三因子變異數分析的結果發現，從工作預期來看，框架效應和學

院別在主要效果和交互作用效果都未達顯著。但根據過去研究發現真實工

作預告可以降低應徵者的預期，並且降低其離職率（Premack & Wanous , 

1985）。為何本研究未發現此一效果，研究者推測這可能是因為框架訊息

的操弄效果不佳，因為框架效應之操弄在正向框架訊息僅呈現「有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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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的在職者都很喜歡、也很滿意這份工作」，而負向框架訊息僅呈現

「有百分之十五的在職者很不喜歡、也很不滿意這份工作」，也許是因為

訊息量不足，無法影響受試者對工作的想法，由於訊息量不夠，無法讓受

試者看到工作全貌。而真實工作預告的精神是儘可能提供充份訊息，以讓

受試者瞭解工作的實際狀況，本研究僅提供少量訊息，可能因此而無法達

到真實工作預告的效果。 

再者，研究者在呈現訊息後，請受試者要填選上一頁看到的訊息是百

分之幾，例如：「如前所述，有百分之幾的在職者都很喜歡、也很滿意這

份工作」或是「如前所述，有百分之幾的在職者者很不喜歡、也很不滿意

這份工作」，若受試者填答錯誤，會再以完整的句子呈現一次正確的百分

比，如「正確的答案是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在職者都很喜歡、也很滿意這份

工作」，雖然再一次提示受試者，但可能重點不在受試者是否接收到這項

訊息，而是這項訊息是否強烈到影響受試者對此工作的想法，也許框架的

方式沒有問題，而是訊息品質的問題，也就是所呈現的訊息是不是關鍵

的、受到重視的等。Wanous在1989年討論真實工作預告的文章中提到，

所呈現的負面訊息的負面程度的影響，文內談到其實應徵者會根據自己的

判斷來找出缺點，因此當呈現真實工作預告時，不會有太大的影響。根據

本研究訪談受試亦發現，受試會認為百分之十五的在職者不喜歡也不滿意

這份工作，是一件小事，不會覺得很嚴重。因此受試者不會特別注意這項

訊息。 

回到思考可能性模式的脈絡，其實工作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受試者

都有認真地思考，因此大多數受試者都是採取中央途徑，而框架訊息是屬

於周邊途徑，因此框架效應的結果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最後，在進行測驗當中在本研究中，為了瞭解工作預期是否會受框架

訊息不同，施測時共進行前測（框架訊息操弄前之工作預期測量）、和後

測（框架訊息操弄後之工作預期測量），有受試者填答第二次工作預期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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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時提出疑問，表示為何要再做一次一模一樣的量表，是否程式出現錯

誤，經過現場的施測人員解說，才繼續進行測驗。這顯示出，兩份測驗間

隔過短，使得受試者產生疑惑，打亂受試者的思緒，造成操弄效果不佳。 

 

三、個人與工作適配度對求職吸引力的影響 

    本研究的假設四為個人與工作適配度與求職吸引力有正相關。結果顯

示假設四獲得支持，表示當個人與工作適配度愈高，則求職吸引力愈大。 

這回應了先前文獻探討討論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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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當個人評估與工作適配程度

越高，則該工作對個人的吸引力也就越大。 

     

四、認知需求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在三因子變異數分析（表4-2）的結果發現，認知需求主要效

果(F(1,196) = 3.49，p=.063)達顯著（p=.10），可見認知需求對求職吸引力可

能有影響，建議未來研究需考量認知需求。 

    假設五認為認知需求對個人與工作適配度和求職吸引力之間的關係

具有調節效果。分析結果顯示，認知需求和個人與工作適配度以及學院別

和個人與工作適配度的交互作用效果均達顯著，但在認知需求、學院別和

個人與工作適配度三因子交互作用效果則未達顯著。 

　  根據過去研究發現影響工作選擇的重要因素有薪資、昇遷機會、工作

地點、福利、自主性、彈性和工作類型（Cable & Judge,1994；Rynes,1991；

Rynes et al.,1983），而喜愛「理財專員」這份工作還不用到決定是否要接受

該工作，也就是說所需的判斷比較少，只要有工作的訊息即可，而接受工

作可能還要考量到上述研究所發現的各項因素等等，因此根據本研究所給

的訊息可能還不足以做出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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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思考可能性模式推論高認知需求者有較高的內在動機去思考，採

取中央途徑，會對真實工作預告內容有較多訊息處理，因此會較低認知需

求者更考量個人與工作的適配，一旦評估個人與工作適配度高則會更喜愛

工作和研究推論相符。 

　  從個人與工作適配度和學院別對求職吸引力交互作用圖中，可以清楚

看到商學院學生在不同程度的個人與工作適配度上對工作喜愛程度的差

異大於非商學院學生，這是因為學院別會影響個人的專業背景，而本研究

所採用之研究材料為「理財專員」，因此對商學院學生而言，這是自己有

機會去作的工作，因此根據思考可能性模式，我們可以推測商學院學生是

有動機去思考的，又有商學背景，對求職吸引力就會受個人與工作適配度

的不同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心理學所談的促發（priming），問卷一開始即

表明此為「理財專員」的工作，無論是對商學院學生或非商學院學生都可

能產生促發效果，商學院學生會依據自己的商學背景對理財專員的瞭解預

先設想內容，而後較會印證自己的專業背景是和該工作相符的；相對地，

非商學院學生一開始看到「理財專員」，就認為這種工作應該不適合自己，

之後呈現的內容是更讓非商學院受試者印證自己的不適合。 

 

五、其他 

    從相關中（見表3）我們可以發現「框架訊息後的工作預期」和「求

職吸引力」間的相關高於「框架訊息前的工作預期」和「求職吸引力」之

間的相關（r=.83,p<.01；r=.84,p<.01；r=.76,p<.01/　 r=.78,p<.01；

r=.78,p<.01；r=.73,p<.01），這樣的結果顯示，雖然框架效應的結果不如預

期，但呈現框架訊息後，工作預期和求職吸引力相關提高高，可見框架訊

息的操弄並非完全沒有意義，框架訊息的提供，讓受試者多了一個參考的

訊息，因此提高了工作預期和求職吸引力的相關。Buda（2003）發現框架

 42



訊息呈現順序不同會有不同的影響，而本研究之框架訊息呈現於工作說明

書之後，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瞭解，框架訊息呈現順序的影響。 

 

 

第二節　研究限制 

一、樣本來源 

    本研究希望能瞭解在呈現真實工作預告的應徵情境，認知需求、學院

別和框架效應是否會影響求職吸引力和應徵者的工作預期以及認知需

求、學院別和個人與工作適配度是否會影響求職吸引力。然而實際的企業

應徵者樣本取得不易，故本研究無法全數採用合乎理想的受試者，僅以接

近畢業會有求職需求的大三大四學生為樣本。此學生樣本（尤其求職需求

較低的大三學生）特性不同於一般求職者，因此研究結果可否推論至一般

情境，值得考慮。未來研究在資源許可下，應儘可能採用真實求職者為研

究樣本，以強化外在效度。 

     

二、情境操弄 

    因本研究欲瞭解在呈現真實工作預告的應徵情境中，影響求職吸引力

的因素，因此實驗之情境應盡量使用或接近真實之甄選情境。研究者利用

政治大學徵才博覽會當天於服務台擺設筆記型電腦，邀請參觀徵才博覽會

的同學參與實驗。雖然情境與實際徵才情境很接近，但為顧及研究倫理，

研究者在研究測驗首頁即說明此為研究，非徵才之活動，因此可能降低了

受試者的真實感。研究者認為仍可以校園徵才博覽會為徵選情境，因為以

學生為樣本，該情境相當符合畢業生求職的情境，然而在資源許可下，應

儘可能與實際之招募公司合作，以強化研究之外在效度。 

三、獨變項操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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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在框架效應上的操弄均為未見效果，研究者回顧 Buda & 

Charnov (2003)的框架效應之操弄在正向框架訊息亦僅呈現「有百分之八十

五的在職者都很喜歡、也很滿意這份工作」，而負向框架訊息僅呈現「有

百分之十五的在職者很不喜歡、也很不滿意這份工作」，但只有負向框架

訊息有效果，可見此框架訊息之操弄可能還不完整。其餘可能原因已在討

論中呈現。 

　 

四、測量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工作預期量表，編譯自 Buckley, Fedor, Veres,和Wiese

（1998）所發展的工作預期量表，共有五個測量題目。接受框架訊息前的

量表有.75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接受框架訊息後的量表只有.66的內部一

致性信度，前後不一致且信度不高。主要是因時間的因素，在編製過程中，

只有請博士班學生確認內容與概念是否一致，沒有進行其他的效度驗證。

有可能因為整體量表的效度影響研究結果，所以建議未來可針對本研究所

使用的工作預期量表，作進一步效度驗證，並加以修訂，供相關研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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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進一步探討個人與工作適配度在甄選情境的認知歷程 

    研究結果顯示當個人與工作適配度愈高，則求職吸引力愈大。當個人

評估與工作適配程度越高，則該工作對個人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後續研究

可進一步探討個人與工作適配度在甄選情境中的認知歷程。 

　　 Salancik（19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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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ugh(1983)也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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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過程中除了自我選擇的機

制，其實是否還包含了個人與工作適配度的考量，而真實工作預告是否是

應徵者獲取工作相關資訊的一個關鍵機制。因此研究者認為可在工作認同

方面，作進一步探討，個人與工作適配度和工作認同之間的關係是否和真

實工作預告有關，而真實工作預告所扮演的角色是中介變項或調節變項？

可以進一步瞭解。 

 

二、框架效應之操弄 

在檢驗操弄之有效性的問題中，針對正負向框架訊息是以「如前所

述，有百分之幾的在職者都很喜歡、也很滿意這份工作」或是「如前所述，

有百分之幾的在職者者很不喜歡、也很不滿意這份工作」的問題來確認受

試者是否接收到該訊息，若受試者填答錯誤，會再以完整的句子呈現一次

正確的百分比，如「正確的答案是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在職者都很喜歡、也

很滿意這份工作」，雖然再一次提示受試者，以確認受試者接收到該訊息，

但可能重點不在受試者是否接收到這項訊息，而是這項訊息是否會影響受

試者的想法，過去研究發現招募所呈現的訊息的仔細程度和求職吸引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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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關，也就是當招募的訊息是清楚的（如：薪資、職涯發展和福利）而

不是概略性訊息，會影響應徵者的求職吸引力知覺（Ryens & 

Miller,1983）。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增加框架訊息的深度和廣度來強化其

效果，如：增加框架訊息內容，而非只有呈現單一內容，或是呈現不同類

型的框架訊息內容來看是否會有不同的影響。另一個可以考慮的方向，即

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法，在進行正式研究前，先請4-6位畢業生參與討論，

訪談其在應徵時，最在意什麼？其考量的優先順序為何？以及原因為何？

將收集到的資料彙編後，找出關鍵的因素，以此關鍵因素為實驗題材，也

就是真實工作預告中，框架效應操弄的訊息。找出關鍵因素後，先進行小

樣本的預試，看看是否還有需要修正的部分，然後再進行正式的實驗。 

 

三、組織與個人適配度 

    自從 Tom（1971）提出人在一個能夠分享其人格特質的組織中最能達

到成功，個人與組織適配度（Person-Organization fit ,P-O fit）就引起注意

（Amy ,Ryan & Erin, 2005）。 也有學者指出在招募情境中，個人與組織適

配度會影響應徵者是否被組織吸引，也影響其決定留在工作環境和自己人

格特質最相符的組織，由此可見招募的研究中，個人與組織適配度的重要

性。由於本研究之設計僅針對工作部分，建議後續研究可增加個人與組織

適配度，以提供更廣的角度。 

    此外，個人與主管（Person-supervisor fit ,P-S fit）亦是近年來受到注目

的焦點，人們在作工作選擇時議會考量到主管的風格是否適合自己。而這

方面的研究有探討領導者與跟隨者（follower）之間的價值觀一致性

（Collbert,2004；Krishnan, 2005）、上司與部屬間的人格特質相似性

（Schaubroeck & Lam,2002）、經理然與員工之間目標一致性（Witt,1998）。 

建議後續研究可將之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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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貢獻 

一、對學術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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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

發現有任何相關研究提及。且本研究的結果獲得部分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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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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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考量個人與工作的適配(p-j fit)， 

這對後續相關研究提供的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研究採用在過去個人與工作適配度的研究上，已發展出的個人與工

作適配度之測量題目（Cable & Judge,1996；Judge & Cable, 1997；Saks & 

Ashforth,1997；Saks & Ashforth,2002），將之編譯為中文，結果所得之內部

一致性信度達.92。此可對將來在個人與工作適配度之研究提供可參考使用

的測驗工具。 

 

二、對工商實務之貢獻 

    根據研究者瞭解，其實真實工作預告在實務界已經實行多年，只是實

務人士大多沒有發現原來自己已經在進行真實工作預告，而本研究可提供

一個以電腦呈現真實工作預告的方式讓企業組織參考。 

再者，研究發現個人與工作適配度會影響求職吸引力，因此企業組織

在進行招募時，更應注意所提供的訊息，是否足以讓應徵者來作應徵的判

斷，除了工作所要求的是否在自己的能力所及範圍，還要提供相關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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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應徵者能夠知道這份工作或這個組織能夠提供甚麼來滿足他的需求，以

避免「因誤會而結合，因瞭解而分開」，造成日後的高流動率，而增加招

募甄選及各項人事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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