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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這一節主要分為五大部份，首先針對職缺接受意圖與工作選擇決策進行定

義，檢視過去有哪些會影響職缺選擇的相關因素，如組織特性、職缺屬性、面試

官人格特質等，並且說明薪資水準相較於其他因素，對於職缺選擇所扮演的重要

角色；第二部份則藉由期望理論，來探討眾多職缺屬性間之互補效果，以進一步

削弱薪資的影響；再者，本研究透過 Alderfer (1967) 的 ERG 理論，將職缺屬性

分為三大類：生存類屬性、關係類屬性以及成長類屬性；並且，進一步分別討論

關係類職缺屬性、成長類職缺屬性間與薪資水準間互補效果，對職缺選擇之影

響；最後則說明不同的個人特性 (親和需求、成長需求)，分別與對應職缺屬性 (關

係類、成長類職缺屬性) 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求職者對於相對低薪職缺的選擇

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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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薪資水準對求職者職缺選擇之影響 

Chapman 等學者 (2005) 將工作選擇決策 (Job choice) 定義為：求職者面臨

一份工作機會，而其抉擇是否要接受；而職缺接受意圖 (Job acceptance intention) 

則為：求職者對於一個可得到的職缺，其是否會願意接受之可能性。過去研究者

曾提出眾多會影響到求職者職缺選擇之因素，像是工作 (或組織) 本身特性、招

募者特質、以及應徵者與工作 (或組織) 間契合度或招募過程中的知覺等因素，

以下將分別陳述各學者觀點： 

Behling、Labovitz 與 Gainer (1968) 認為求職者主要是依據對於該工作的工

作屬性或職缺特性之評價，做出職缺接受與否決定，其中這些特性包含工作本身

之屬性，像是薪資、福利或工作類型等，也包含組織方面之屬性，如公司形象、

公司規模或求職者對公司的熟悉度等。另外，有學者則主張求職者對於工作特性

通常沒有擁有充分資訊，因此他們會容易被招募者影響，像是招募者的特性 

(如：年齡、性別) 、所展現的行為 (如：可信賴程度、專業能力) (Rynes, Bretz, & 

Gerhart, 1991)。此外，Schneider (1995) 提出求職者會尋找與組織間的契合

(Person-Organization fit; P-O fit) 或是與工作間的契合 (Person-Job fit; P-J fit)，當

契合度愈高，求職者愈有可能會選擇接受該工作。其他學者則認為在招募過程的

知覺，會影響到求職者最後的職缺選擇決策，像是求職者在過程中是否有被合理

的對待、甄選工具是否具有表面效度，或是在甄選程序上是否知覺到公平 

(Bazerman, Schroth, Shah, Diekmann, & Tenbrunsel, 1994)。 

然而，眾多會影響職缺選擇之因素，究竟何者對求職者影響最大，各家學者

爭論不休，但依據 Chapman 等人 (2005) 的整合分析 (Meta analysis) 結果，可

以得知工作、組織特性最能夠預測職缺接受意圖  (r= .47, 信賴區間為  .55 

- .59)，其中工作特性的預測力 (r= .39, 信賴區間為 .42- .49) 高於組織特性 

(r= .31, 信賴區間為 .34- .39)；而其他因素如招募者特性、招募過程之知覺與求

職者所知覺到之契合度，與職缺接受意圖的相關分別為 .25、 .33 與 .32。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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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er (1998) 認為雖然影響職缺選擇的因素很多，但是求職者在決定是否要接

受該職缺時，主要是依據工作本身特性，因為其他因素在決定是否投遞履歷、是

否願意接受面試等招募前期階段，求職者就會先篩選，之後再進行可接受職缺的

選擇決策；並且，職缺特性像是薪資福利等因素，對於求職者來說不僅很重要，

也是雇主可以適度調整的，Rynes 等人 (1991) 亦認為這些因素應該在招募的研

究中，更加直接地被研究與探討，故本研究主要探討職缺屬性對於求職者職缺選

擇之影響。 

而各職缺屬性中，本研究將關注焦點鎖定在職缺的薪資水準，主要有以下幾

個原因： (1) 過去薪資一直是大眾認為影響職缺吸引力和求職者職缺接受意圖

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Jurgensen, 1978)； (2) 求職者之所以加入組織，往往希望能

夠獲取經濟性報償來滿足物質生活 (Cable & Judge, 1994)，因此愈能夠滿足求職

者物質生活的高薪職缺，愈能吸引求職者從事謀職活動 (例如：投遞履歷、參加

面試) (Chapman et al., 2005)。例如：Feldman 與 Arnold (1978) 曾以 62 位研究生

所進行的實驗，其結果亦發現薪資水準與福利是影響求職者職缺選取的最重要因

素 (r= .51)；Cable 與 Judge (1994) 以 171 位大學生進行實驗，同時又蒐集這些

學生對真實公司的謀職傾向，兩者均發現薪資水準與職缺選取 (r＝ .44) 和謀職

傾向為正相關 (r＝ .24)； (3) Bazerman 等人 (1994) 的實驗結果同樣也顯示，

求職者面對薪資水準高低不同的兩個職缺時，大多數會偏好選擇高薪的職缺，而

拒絕薪資水準較低的工作機會。綜合上述，在過去的研究中，許多學者皆認為薪

資水準對於求職者的職缺選擇，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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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職缺屬性之補償效果 

對於求才企業來說，難道只要薪資水準較其他公司低，就無法吸引到求職者

嗎？現實生活中其實不一定必然發生，仍有求職者選擇接受相對低薪的職缺，那

麼要如何解釋這種情況呢？依據過去研究結果，對於求職者來說，除了薪資水準

外，似乎也有其他重要的因素，會影響到他們職缺選擇，例如 Boswell 等人 (2003) 

以縱貫性研究設計，調查 96 位應屆畢業生接受工作機會的理由，結果發現工作

內容 (37.6%)、工作地點 (37.6%)、公司文化 (36.5%)、發展機會 (25.8%) 等因

素，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此外，依據 Chapman 等學者 (2005) 的整合分析發現，

薪資與求職者的職缺接受意圖之間關係，為中度的正相關 (r= .28，信賴區間

為 .21- .35)，由此可推斷求職者進行職缺選擇時，薪資水準雖然有一定的影響

力，但是並非全然由薪資所主導，求職者仍可能受到其他職缺屬性之影響，因而

產生求職者接受相對低薪的職缺機會，亦即，其他職缺屬性將削弱薪資水準對於

求職者職缺選擇的影響。 

這些職缺屬性與薪資水準之間是如何產生交互作用呢？依據期望理論的觀

點，求職者對於各職缺的整體吸引力，是由各個職缺屬性的吸引力所組成，而各

職缺屬性的吸引力取決於求職者對各屬性的價值評價 (Valence)，亦即單一求職

者對於各職缺屬性之重視程度 (例如：求職者較重視薪資水準，而較不在乎通勤

時間，則求職者就會給予薪資水準較高的價值評價)；以及各職缺不同屬性的工

具性值 (Instrumentality)，亦即各職缺在單一職缺面向上所擁有屬性之程度高低

(例如：在薪資水準面向，A 職缺提供 30,000 元，而 B 職缺給付 40,000 元，則 B

職缺對於求職者來說，具有較高的工具性值)。彙整各個職缺屬性的吸引力 

(Overall attractiveness＝∑ × IV ) 後，可得出各職缺的整體吸引力，而求職者會

傾向選擇整體吸引力最高的職缺 (Wanous et al., 1983)。舉例來說，某求職者目前

已獲得兩份職缺的任用機會，若他（她）僅考慮薪資水準和通勤時間兩個屬性，

其中他（她）比較重視薪資水準，而給予薪資水準 6 分的價值評價 (以 6 點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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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而通勤時間只有 4 分，此時，第一份職缺給予的薪水為 30,000 元，通勤

時間為半小時，第二份職缺提供之薪水則為 40,000 元，通勤時間為一小時。同

樣亦請求職者填寫各職缺屬性的工具性值，以 6 點量表為例，第一份職缺薪水之

工具性值為 3 分、通勤時間為 6 分；第二份職缺薪水之工具性值為 4 分，而通勤

時間則為 3 分。根據上述期望理論的預測，第一份職缺的整體吸引力為 6×3（薪

資水準）+ 4×6（通勤時間）= 42 分，而第二份職缺則為 6×4（薪資水準）+ 4×3

（通勤時間）= 36 分，求職者最後將選擇第一份職缺。由此可知，求職者決定職

缺選擇的決策時，各職缺屬性間會彼此補償，亦即，若某職缺擁有一些較低工具

性值的職缺屬性 (如：薪資水準較低)，但是其他的職缺屬性擁有較高之工具性

值 (如：通勤時間比較短)，這些高工具性值的職缺屬性，將有助於提升求職者

對該職缺的吸引力，補償了低工具性值的職缺屬性所帶來之不利影響。 

此外，對於每個求職者而言，他 (她) 對於特定職缺屬性的偏好係屬於不易

改變、較為穩定之個人特性，所以透過工具性值之改變，提升職缺之整體吸引力，

進而影響求職者最終的職缺選擇，是比較容易且實務上亦較為可行的方式。舉例

來說，雖然低薪工作在薪資水準之工具性值低於高薪工作，職缺整體吸引力是低

於高薪工作機會，但是若能提升低薪工作在其他職缺屬性上的工具性值 (如：與

未來上司建立良好關係、擁有較佳的自主性)，將增加低薪職缺的整體吸引力，

提高求職者選取低薪職缺的可能性。故不同的職缺屬性組合，可能會影響到求職

者對於低薪工作的職缺接受意圖與工作選擇決策。 

然而，各企業要如何去改變屬性的工具值呢？以台灣的中小企業為例，相較

於大企業，雖然無法提供一樣優渥的薪水，但是因為公司人數較少，成員之間互

動頻繁，常需要一同完成任務，彼此易產生革命情感，此時成員間互動扮演著重

要角色，故中小企業若能透過各種招募管道，呈現出比大企業更好的上司、同事

關係等資訊，將進一步影響求職者的職缺選擇決策；或是主管在面試過程中，可

以向求職者說明，職缺本身具備高度的工作自主性，以及讓其發揮長處的機會，

甚至提供一些挑戰性的任務，藉此增加非金錢類中小企業成長類職缺屬性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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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值，依期望理論的觀點預測，應該能有效提升求職者接受該職缺的意願，並且

使求職者決定接受該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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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職缺屬性之分類 

求職者經過一連串的求職活動獲得任職機會，謀職過程當中會取得許多有關

職缺的資訊，這些資訊將成為求職者職缺選擇的重要參考，然而 Wanous (1992) 

認為求職者決定接受職缺與否時，僅考量少許的職缺屬性，通常比過去依據期望

理論之研究，所預期的數目還要少，故本研究欲選擇較精簡且重要的職缺屬性。

然而，過去職缺選擇之研究，對於哪些是重要的職缺因素，並沒有一致的共識，

有些學者會進行重要職缺屬性的調查，如 Ng 與 Burke (2006) 曾於 2004 年針對

加拿大 20,771 位商學院的學生進行調查，發現前六項他們最想要的工作和組織

屬性 (平均數皆大於 4.0，五點量表)，分別為：昇遷機會、好的訓練機會 (發展

新的技能)、好的同事、好的主管、工作挑戰性與不錯的薪水。 

另外，有學者則是在從事相關實證研究時 (Judge & Bretz, 1992; Slaughter, 

Richard, & Martin, 2006)，會先進行前導研究 (Pilot study)，尋找與之後受試者性

質相近的樣本，進行重要職缺屬性之調查，給予他們 20 到 30 項與職缺相關的屬

性，要求對各屬性進行排序，或是填寫各屬性對於進行工作選擇決策之重要性，

找出最重要的前幾項屬性，作為之後實驗操弄的基礎。如 Slaughter 等人 (2006) 

在進行工作選擇決策研究前，先依據 Konrad、Ritchie、Lieb 與 Corrigall (2000) 研

究中所找出的 12 項職缺屬性，再請 244 名大學生填寫在尋找全職工作時，他們

比較重視的職缺屬性，最後共整理出 14 項職缺屬性，條列如下：薪資、同事、

工作有趣性、主管、工作聲望、升遷機會、彈性工時、工作地點、通勤時間、權

力、工作自主性、穿著制服、工作挑戰和領導責任。 

再者，也有學者則依據相關理論，將職缺屬性予以分類，如有學者使用 ERG

理論，因個體的需求區分為生存-關係-成長等三種不同的需求 (Alderfer, 1967)， 

同樣地，職缺資訊也可依此做為分類之依據。如 Wanous (1992) 曾提及個體特定

的工作需求，其中生存需求之資訊，包含薪資水準、相關福利、薪資公平性、身

體上的安全、工作環境的物理條件；關係需求之資訊，則包含與友善的人們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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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人得到尊敬、從他人獲得支持、與他人進行開放性的溝通、獲得他人對自己

想要之聲望；成長需求之資訊，則是有工作挑戰性、工作自主性、發揮能力之機

會、工作涉入性和充滿自尊感。而 Barber 等人 (1994) 也透過開放性問卷方式，

調查 186 位應屆畢業生，得出 27 個會影響工作選擇之職缺屬性，再請兩位評分

者依 ERG 理論將其進行分類 (評分者同意度達 0.93)，最後得出三大類共 14 項

的職缺屬性： 

(1) 生存類職缺屬性：這類的職缺資訊主要與經濟因素較為相關，求職者加

入企業任職，無非是希望能夠藉由其投入，而能獲得相對應的經濟報

酬，以滿足其生活所需，包含「薪資水準」、「員工福利」、「工作時間」、

「工作保障」與「工作環境」五項屬性。 

(2) 關係類職缺屬性：這類資訊主要和人際互動有關，包含「同事關係」、「公

司氣氛與文化」、「上司關係」與「員工多樣性(公平就業機會)」四項屬

性。 

(3) 成長類職缺屬性：這類資訊和個人追求自我的知識、技巧、能力成長、

以及自我實現有關，包含「訓練機會」、「發揮長處機會」、「工作挑戰性」、

「工作意義性」與「工作自主性」五項屬性。 

綜合上述，本研究主要依據生存-關係-成長理論 (ERG theory)，做為職缺屬

性之分類方式，有以下幾個原因：首先，因本研究欲探討其他職缺屬性能否削弱

薪資水準對職缺選擇之影響，所以希望藉由一個精簡的職缺分類方式，較有助於

釐清和瞭解屬性間的補償效果；此外，這種職缺屬性分類方式較具有理論依據，

其所得結果不似單一研究結果，易受到研究時間、研究地區或樣本特性等因素所

影響；再者，該分類方式中的生存類職缺屬性，亦包含了本研究的主要變項—薪

資水準，根據陳俊州 (民 92) 的研究可知，薪資水準相較於其他生存類屬性，對

於職缺選擇有著最重要的影響，故本研究採用 ERG 理論分類的職缺屬性為基

礎，探討凸顯關係類和成長類職缺屬性，能否補償薪資水準對於求職者職缺選擇

的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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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職缺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選擇之影響 

壹、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 

求職者在謀職的過程中會取得與人際互動有關的職缺資訊。求職者透過媒體 

(例如：徵才廣告、企業網站)、透過參與求才企業的招募活動而與公司代表接觸 

(例如：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經由真實工作預告而與未來的同事 (公司內部

的員工) 和主管互動等，以及非正式管道 (例如：同儕、家人、朋友) 取得該職

缺之人際關係資訊，皆能夠用以推論未來工作的人際環境 (Behling et al., 1968) 。 

Turban、Campion 與 Eyring (1995) 以真正職缺決策為焦點，發現主管支持

(r= .40) 和友善的同事 (r= .47) 均與求職者接受職缺意圖為中度正相關，代表這

兩者對於職缺選擇決策有其影響存在。以期望理論來看，雖然某職缺的薪資水準

較低，但是求職者在謀職過程中，若感受到直屬主管較親切的態度、提供其較多

的關心，或是甚至彼此相談甚歡，增加該職缺於關係類屬性的工具值，進而提升

該職缺的整體吸引力，將增加求職者選擇該職缺的可能性。同樣地，若是求職者

接受到公司內部員工較佳的對待，或是留下比較好的印象，有助於之後同事關係

的建立，也會提升該職缺的整體吸引力。因此，當兩職缺間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

愈大，亦即低薪職缺相較於高薪職缺而言，能夠傳遞出愈多且正面的人際環境屬

性，增加低薪職缺在關係類屬性上的工具值，將愈能夠提升低薪職缺之職缺整體

吸引力，愈增加求職者接受低薪職缺的意願，並且選擇低薪職缺。因此，本研究

提出： 

假設一：當低薪職缺在關係類職缺屬性與高薪職缺差距愈大時，亦即低薪職

缺之關係類職缺屬性愈優於高薪職缺，將使得求職者愈會選擇低薪職缺。 

貳、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 

成長類職缺屬性與個體追求自我的知識、技巧、能力成長、以及自我實現有

關 (例如：訓練機會、有機會應用能力、工作挑戰性、工作責任以及工作意義)。

求職者或多或少均會希望能藉由工作提升個人能力、尋求個人成長，倘若職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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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傳遞出重視和發展員工的知識、技巧和能力，將能夠提升求職者接受職缺的意

願。蔡維奇、黃嘉雄與顏麗真 (民 96) 發現對於應屆畢業生而言，若該職缺傳遞

出較佳的訓練方面資訊，愈能吸引求職者加入組織貢獻心力。 

另外，工作特性 (Type of work) 也是影響求職者接受任用機會與否的重要屬

性 (Boswell et al., 2003; Turban et al., 1993)。根據 Hackman 與 Oldham (1975) 提

出的工作特性模式 (Job Characteristic Model; JCM)，工作所需的技能多樣性愈

高、任務愈是重要性、工作認同度愈高、工作自主程度愈高、以及愈是能夠立即

的回饋，企業內的員工愈會認為任務本身的意義重大，對於工作成果的責任感也

會愈高，將產生高度的內在工作動機、較高的工作滿足和工作表現，以及比較不

會有倦勤和離職的傾向。 

雖然求職者尚未成為組織的正式成員，但是若得知未來的工作能有機會應用

能力、具備一定程度的挑戰性和責任、給予員工相當程度的工作自主性，將能增

加該職缺對於求職者的吸引力，而且提升求職者接受職缺的意願，即使是低薪的

職缺，也有可能會選擇接受。Turban 等人 (1995) 以實地法探討哪些工作屬性會

影響真實求職者的接受職缺意願和職缺選取決定，研究發現工作特性 (題項內容

包含：具挑戰性且有趣的工作、有機會應用個人的能力、符合個人的職涯目標等)

能夠有效預測求職者的接受職缺意願。而根據期望理論的觀點，當兩職缺間成長

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大，如低薪職缺相較於高薪職缺而言，提供求職者愈多的學習

成長機會與發揮空間，增加低薪職缺在成長類屬性上的工具性值，將能提升低薪

職缺的整體吸引力，而且讓求職者愈會選擇低薪職缺。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設二：當低薪職缺在成長類職缺屬性與高薪職缺差距愈大時，亦即低薪職

缺之成長類職缺屬性愈優於高薪職缺，將使得求職者愈會選擇低薪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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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求職者個人特性的調節效果 

根據期望理論的觀點，影響求職者職缺選擇的因素，除了職缺屬性之外，求

職者對特定職缺屬性的偏好亦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會影響對職缺屬性的重視程

度，從而影響職缺選擇意圖和工作選擇決策。故透過瞭解求職者對於關係類、成

長類職缺屬性之需求程度，也能夠增加求才企業暸解這兩類職缺屬性對於薪資水

準之削弱效果，本研究將依據 ERG 理論歸類的關係類、成長類職缺屬性，選擇

相對應的個人特性—親和需求與成長需求，試圖瞭解求職者個人特性在職缺決策

過程中，於關係類與成長類職缺屬性削弱薪資之影響中，主要所扮演的調節角色。 

壹、親和需求與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 

親和需求 (Need for Affiliation; nAff)，定義為與其他人建立友好和善社交的

關係之需求，代表個體會展現喜好參與一個可以發展自身與他人關係的活動之行

為 (McClelland, 1987)；親和需求為一種個人特質，以符合個人對於社會接觸與

歸屬感的需求 (Veroff & Veroff, 1980)，並且傾向從和他人之和諧關係與親密感

中，獲得社會酬賞之滿足 (Murray, 1938)。高親和需求的個體，會將維繫團隊中

各工作成員，視為一項每日之重要任務，他們也尋求資訊或交換資源，以與他人

建立一個穩定的關係 (Tsai & Yang, 2007)。 

重視親和需求的求職者會給予職缺屬性中關於人際資訊較高的權重。

Behling 等人 (1968) 指出職缺特性與個人特性之ㄧ致程度，會影響求職者的職

缺選取決策，故個體本身若愈重視親和需求，他 (她) 愈會受到比較能夠滿足其

關係需求之職缺所吸引。Judge 與 Bretz (1992) 的實驗發現，求才企業傳遞出關

切他人的價值取向時，會對同樣高度重視他人的求職者產生比較大的吸引力。 

依據期望理論的觀點，高親和需求者本身會給予關係類職缺屬性很高之價

值，而且當他 (她) 面臨到兩職缺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大時，亦即低薪職缺相

較於高薪職缺而言，低薪職缺的關係類職缺屬性之工具值愈高，關係類屬性對於

求職者的價值，以及關係類屬性的工具性值，兩者相乘之下，低薪職缺的整體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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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力更會顯著提升，故高親和需求者愈會選擇低薪職缺；此外，當面臨到兩職缺

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小時，亦即高低薪職缺在關係類屬性的工具性值大小愈接

近，即使是高親和需求者，低薪職缺整體吸引力之提升仍然有限，故高親和需求

者選擇低薪職缺的可能性之增加幅度不大。 

相反地，低親和需求者相較於高親和需求者，不會給予關係類職缺屬性很高

之價值，因此當其面臨到兩職缺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大時，亦即低薪職缺相較

於高薪職缺而言，雖然低薪職缺關係類職缺屬性的工具值愈高，但低薪職缺的整

體吸引力提升幅度並不大，無法削弱薪資水準對於職缺選擇之影響，故對低親和

需求者選擇低薪職缺的可能性之提升有限；此外，當面臨到兩職缺關係類職缺屬

性差距愈小時，亦即高、低薪職缺在關係類屬性的工具性值愈接近，關係類屬性

對於求職者的價值，以及關係類屬性的工具性值，兩者相乘之下，低薪職缺之整

體吸引力並不會明顯增加，因此，低親和需求者選擇低薪職缺的可能性不會提升。 

假設三：在薪資水準與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間交互作用對低薪職缺選擇之影

響中，求職者親和需求扮演調節的角色。對於高親和需求者而言，當職缺間

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大時 (亦即低薪職缺愈優於高薪職缺)，愈會選擇低

薪職缺；相反地，低親和需求者，不論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大小，皆會選擇

高薪職缺。 

貳、成長需求與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 

成長需求強度 (Growth Need Strength; GNS) 係指員工由其工作中獲得個人

成長與發展之需求程度 (Hackman & Oldham, 1976)。高成長需求者對於擁有高技

能多樣性、高自主性與重要性等工作核心向度之工作，相較於低成長需求者，會

給予較正面之反應 (Loher, Noe, Moeller, & Fitzgerald, 1985)；此外，高成長需求

者對於高複雜性與挑戰性的工作，會具有強烈的內在動機，而低成長需求者，則

較不會在乎工作所提供之專業發展機會 (Graen, Scandura, & Graen, 1986)。 

愈重視成長需求的個體，愈渴望去尋找運用自己技能和發展新技能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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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求職者本身個人特性與所重視之職缺特性，會有高度的一致性 (Behling et 

al., 1968)，因此若求職者本身成長需求愈高，個體會想要發揮自己的長處與技

能，尋求讓自己成長的空間或資源。Feldman 與 Arnold (1978) 的實驗結果發

現，重視成長需求的求職者在決定接受或拒絕職缺時，會考慮職缺能夠給予運用

技能的機會、工作自主性和獨立性等因素。 

依據期望理論的觀點，高成長需求者本身會給予成長類職缺屬性比較高之價

值，而且當他 (她) 面臨到兩職缺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大時，亦即低薪職缺相

較於高薪職缺而言，低薪職缺的成長類職缺屬性之工具值愈高，成長類屬性對於

求職者的價值，以及成長類屬性的工具性值，兩者相乘之下，低薪職缺的整體吸

引力更會顯著提升，故高成長需求者愈會選擇低薪職缺；此外，當面臨到兩職缺

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小時，亦即高低薪職缺在成長類屬性的工具性值大小愈接

近，即使是高成長需求者，低薪職缺整體吸引力之提升仍然有限，故高成長需求

者選擇低薪職缺的可能性之增加幅度不大。 

相反地，低成長需求者相較於高成長需求者，不會給予成長類職缺屬性很高

之價值，因此當其面臨到兩職缺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大時，亦即低薪職缺相較

於高薪職缺而言，雖然低薪職缺成長類職缺屬性的工具值愈高，但低薪職缺的整

體吸引力提升幅度並不大，無法削弱薪資水準對於職缺選擇之影響，故對低成長

需求者選擇低薪職缺的可能性之提升有限；此外，當面臨到兩職缺成長類職缺屬

性差距愈小時，亦即高、低薪職缺在成長類屬性的工具性值愈接近，成長類屬性

對於求職者的價值，以及成長類屬性的工具性值，兩者相乘之下，低薪職缺之整

體吸引力並不會明顯增加，因此低成長需求者選擇低薪職缺的可能性不會提升。 

假設四：在薪資水準與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間交互作用對低薪職缺選擇之影

響中，求職者成長需求扮演調節的角色。對於高成長需求者而言，當職缺間

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愈大時 (亦即低薪職缺愈優於高薪職缺)，愈會選擇低

薪職缺；相反地，低成長需求者，不論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大小，皆會選擇

高薪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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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本研究主要架構 

 

提出本研究主要架構圖，圖示如下： 

 

 

 

 
圖 1-1  本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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