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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兩個職缺作為求職者職缺選取決策的場景，採用 2 (關係類屬性差

距) ×2 (成長類屬性差距) 受試者間實驗設計  (Between-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依變項為低薪職缺之工作選擇決策與職缺接受意圖，並且測量求職者親

和需求和成長需求兩種個人特性，以期瞭解關係類屬性、成長類屬性能否補償薪

資水準的劣勢，以及求職者的親和需求、成長需求之調節效果，以下將分述研究

對象、施測流程、衡量變項之工具與預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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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對象 

企業組織經常花費大量時間與成本，招募大學應屆畢業生，是企業找尋合適

人員的重要來源之ㄧ (Ng & Burke, 2006; Rynes, Orlitzky, & Bretz, 1997)，而且大

學應屆畢業生的求職心態和對招募活動之掌握與決策歷程，與實際找尋工作之求

職者相仿 (葉桂珠，民 92；蔡維奇等人，民 96)；特別是剛踏入社會的新鮮人，

謀職的時間較為寬裕，同時應徵多個職缺機會的可能性極高，在獲得某個任用機

會但回覆期限尚未截止前，又接獲其他家公司的任用機會，極有可能於數個職缺

中進行選擇 (Highhouse & Hoffman, 2001)，故本研究將以大學應屆畢業生為研究

對象。此外，根據《Cheers》雜誌的「2007 社會新鮮人就業意向調查大報告」，

社會新鮮人最嚮往的工作是行銷企劃，並且新鮮人最嚮往的前三大行業包括金融

保險 (楊恩惠，民 96)，故本研究腳本將求職者應徵的行業設定為金融保險產業

中的外商銀行，而職缺為行銷企劃人員。 

本研究樣本主要為某國立大學的應屆畢業生 (因為腳本中的行業、職缺以及

薪資水準，皆依據大學應屆畢業生予以設定，所以在發送問卷時，皆先詢問其身

分，若為大學應屆畢業生才讓其填答)，研究者於 2008 年 3 月 18 日到 3 月 26 日，

除了透過課堂放送問卷進行施測，亦藉由學校校園徵才博覽會期間，於校園中擺

設研究攤位，邀請應屆畢業生參與研究，完成本問卷者可獲得價值 50 元之精美

小禮物一份。本研究總共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 198 份問卷，刪除有遺漏值和有

問題的 16 份問卷後，並且以樣本攸關性為考量依據，將一年內沒有求職意圖的

31 份問卷刪除，最後有效樣本為 151 人進行統計分析。這 151 位受試者，平均

年齡為 22.16 歲 (SD=0.86)，其中男性為 16 人 (佔 10.60％)，全職工作年資為 0.20

個月 (SD=1.16)，兼職工作年資為 16.14 個月 (SD=19.11)，並且主要為商學院 

(39%)、社會科學院 (27%) 和外國語文學院 (14%) 的學生，其他學院的學生則

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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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研究係採用實驗法，為了能更清楚瞭解求職者在找工作之過程，因

此本研究於 2008 年 4 月 28 日到 5 月 2 日，邀請有效樣本中 17 位自願的某國立

大學應屆畢業生，參與研究之後續訪談，受訪者平均年齡為 22.35 歲 (SD=0.86)，

其中男性為 1 人 (佔 5.88％)，全職工作年資為 0.24 個月 (SD=0.66)，兼職工作

年資為 21.41 個月 (SD=18.97)，而在不同實驗組別的受訪人數，分別為 4 人、2

人、5 人與 6 人，並且主要為商學院 (35%)、社會科學院 (18%) 和外國語文學

院 (18%) 的學生，其他學院的學生則為 29%。 



 

 - 22 -

第二節 施測流程 

本研究的施測時間約為十分鐘，受試者完成問卷後立即回收，之後再利用五

分鐘的時間，進行問題討論，瞭解受試者填答的感想以及相關疑問，最後告知受

試者本研究之目的與實驗內容 (Debriefing)，以及提供價值 50 元之精美小禮物一

份，研究問卷內容與格式範例請見附錄一，而詳細流程如下。 

本研究先請受試者閱讀問卷填答說明，試想自己現在正處於求職階段，經歷

投遞履歷和一連串面試過程之後，最後有兩個企業通知錄取，請他 (她) 依序閱

讀下列有關兩個職缺的敘述，決定他 (她) 將選擇接受哪個工作機會。指導語

為：「請試想您目前正處於求職的階段，已參與過許多公司的面試，主要是應徵

行銷企劃人員的工作，現在您收到了兩家外商銀行的錄取通知。而現在您需要從

兩家公司中選擇一個，來做為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緊接著請受試閱讀腳本，

而在閱讀腳本前，則再次提醒受試者應認真填答，指導語為：「您在經歷一連串

投遞履歷和面談的過程後，獲得兩家外商銀行的錄取通知，其中得到許多職缺的

相關資訊，故請您仔細閱讀完下列關於兩家公司(外商銀行)以及兩份職缺(行銷企

劃人員)之描述，並依這些資訊決定您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本研究每份腳本均呈現兩個職缺的相關資訊，先呈現第一份職缺的薪資水

準、組織特性 (包含：通勤時間、企業聲望、組織文化與升遷機會)，以及職缺

特性 (包含：關係類職缺屬性和成長類職缺屬性) 後，再呈現第二份職缺的薪資

水準、組織特性以及職缺特性。當受試者閱讀完腳本之後，請其填答本研究之依

變項 (包含對兩份職缺的工作選擇決策與相對接受意圖)，以及操弄確認的問

題。為了避免促發效果 (Priming effect) (Salancik & Pfeffer, 1977)，所以將「個人

特性之測量」放於職缺資訊之後，故當受試者填答完依變項與操弄確認問題，再

請受試者填答親和需求、成長需求程度以及人口統計變項。作者並於問卷最後，

詢問受試者接受後續訪談之意願，請有意願者留下個人聯絡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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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避免兩個職缺呈現的先後順序，會影響受試者對於依變項之衡量，因此

本研究進行完全交互平衡法 (Complete counterbalancing) (Christensen, 2001)，亦

即將實驗情境所有可能的排列順序，以隨機方式讓每一位參與者接受其中一種順

序，故每個實驗組別 (Cell) 中一半的受試者，會先看到低薪職缺的描述，再看

到高薪職缺，另一半的受試者則是先看到高薪職缺，再看到低薪職缺，所以總共

有四個實驗組別 (關係類屬性差距大小與成長類屬性差距大小)、八種實驗操弄

腳本 (高低薪職缺的順序)，受試被隨機分派到任何一種實驗組別中。綜合上述，

表 3-1 整理出本研究可以分為四個實驗情境，以及八種實驗操弄腳本 (A、A’、B、

B’、C、C’、D 與 D’)。 

表 3-1  本研究之實驗腳本表 
 

關係差距小 關係差距大 

低/高薪 高/低薪 低/高薪 高/低薪 

成長差距小 A A’ C C’ 
成長差距大 B B’ D D’ 

 

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依變項為低薪職缺接受意圖，探討兩公司呈

現順序是否在各組有產生影響，結果發現順序效果未達顯著  (F(1,149)=2.81, 

n.s. )，因此將所有樣本資料合併為四個實驗組別，表 3-2 呈現不同實驗情境的樣

本分佈。 

表 3-2  不同實驗情境之樣本分佈 
 關係差距小 關係差距大 

成長差距小 I (40) III (38) 
成長差距大 II(38) IV (35) 

N=151，各細格標示不同的實驗情境，括弧中的數值為各組別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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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的研究訪談中，研究者主要採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事先擬好問題大

綱 (請見附錄二)，於訪談過程中，亦會針對受訪者的回覆，再做進一步的詢問。

本研究共進行 11 場訪談，平均訪談時間約為 40 分鐘，每場為 1 或 2 位受訪者參

與，研究者一開始簡單說明訪談目的，表明之前問卷已有初步結果，這個訪談主

要希望瞭解大學應屆畢業生實際找工作的情況，然後詢問是否可以錄音，得到受

訪者的同意後，瞭解受訪者尋找工作之歷程 (包含收集職缺資料、投遞履歷、甄

選面談等過程)，以及面臨多個職缺選擇的決策過程，並且詢問對於訪談的建議，

最後則說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並給予受訪者價值 150 元之 7-11 禮券與精美小

禮物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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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測量工具 

本節分述本研究操弄之自變項、依變項、衡量親和與成長需求之研究工具以

及操弄確認之題項。 

壹、自變項之操弄 

一、薪資水準設定 

Osborn (1990) 認為求職者會設定一個最低可接受的薪資水準，而低於此一

水準的職缺，則會被排除於候選職缺之外，據此，本研究依照 104 人力銀行「2007

企業聘用社會新鮮人現況暨新鮮人起薪」調查1 (邱文仁，民 96)，得知金融保險

業的大學生起薪為 26,676 元、行銷企劃人員的大學生起薪為 28,524 元，取兩個

數值之平均可得為 27,600 元；另外，本研究亦透過預試，詢問 27 位私立大學應

屆畢業生對起薪的看法，題項為「我預期畢業後找到第一份工作的薪水為          

元 (以月薪為單位)」，而所得結果為 26,630 元，與人力銀行調查相近，故本研究

取平均數值，將腳本基礎薪資設定為 27,000 元。 

然而，過去並無相關研究結果顯示，當兩個職缺薪水的差距要到多大，會導

致薪資水準完全決定求職者的職缺決策，而不再考慮其他職缺屬性；或是當兩個

職缺薪水的差距到多小，會導致求職者感受不到薪資水準的效果，而使得其他職

缺屬性容易產生補償效果，所以本研究希望將薪資水準差距設定在求職者可考慮

的範圍內。因此作者亦在預試時，藉由一題項「在求職最後階段，當面臨兩個工

作職缺之抉擇，如果兩個工作月薪差距          元 (以月薪為單位) 以上時，

我會認為差距很大」，以得知受試者可接受的薪資差距，而平均數為 4,750 元，

為求簡化本研究設定薪資差距為 5,000 元。整合預試與次級資料之結果，本研究

設定低薪職缺之薪資為 27,000 元，而高薪職缺之薪資則定為 32,000 元。 

                                                 
1 「2007 企業聘用社會新鮮人現況暨新鮮人起薪」調查：104 人力銀行於 2007/5/9 至 5/14，針

對徵才企業會員進行的問卷調查結果，有效回收共 844 份，在 95%的信心水準之下，問卷誤差

為正負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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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 

根據 Barber 等人 (1994) 對於關係類職缺屬性的分類，包含上司關係、同

事關係、公司氣氛與文化、員工多樣性等，其中「公司氣氛與文化」較屬於公司

特性，而非職缺屬性；此外，「員工多樣性」的議題，國外的研究大多是針對種

族之探討，對於台灣的求職者似乎在選擇工作時沒有太多影響，故本研究僅操弄

同事和上司關係這兩種的關係類職缺屬性。以下依據預試結果修改後，呈現同事

關係 (或上司關係) 差距小或大時，正式實驗腳本中操弄之描述： 

1. 同事關係 

當高低薪職缺間同事關係差距小時，本研究操弄這兩份職缺皆對未來同事有

良好印象，有助於未來能建立良好同事關係，低薪職缺的敘述為：「透過正式或

非正式的管道 (如：徵才說明會、學長姐)，得知員工之間感情十分融洽，會彼

此分享私事」，以及高薪職缺的描述為：「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 (如：面試過

程、網路消息)，得知員工之間感情和睦，彼此會討論各自私事」。 

當高低薪職缺間同事關係差距大時，低薪職缺是對未來同事有良好印象，有

助於未來能建立良好同事關係，其敘述為：「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 (如：徵

才說明會、學長姐)，得知員工之間感情十分融洽，會彼此分享私事」；而高薪職

缺則對未來同事無良好印象，不確定未來是否能建立良好同事關係，受試者閱讀

的敘述為：「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 (如：面試過程、網路消息)，得知員工彼

此都只討論公事，私底下較少互動」。 

2. 上司關係 

當高低薪職缺間上司關係差距小時，本研究操弄這兩份職缺皆與未來上司有

良好互動，有助於未來能建立良好上司關係，低薪職缺的敘述為：「面試時與未

來直屬主管有良好互動，相談甚歡」，以及高薪職缺的描述為：「與未來直屬主管

於面談時有接觸過，交談融洽」。 

當高低薪職缺間上司關係差距大時，低薪職缺是與未來上司有良好互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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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於未來能建立良好關係，其敘述為：「面試時與未來直屬主管有良好互動，相

談甚歡」；而高薪職缺則與未來上司無良好互動，不確定未來是否能建立良好上

司關係，受試者閱讀的敘述為：「面談時曾接觸未來直屬主管，但彼此甚少交談」。 

三、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 

根據 Barber 等人 (1994) 對於成長類職缺屬性的分類，共包含訓練機會、發

揮長處機會、工作挑戰性、工作意義性與工作自主性等五個職缺屬性，根據過去

研究，Turban 等人 (1993) 曾使用因素分析將 51 個工作與組織之屬性予以分

類，共得出 6 個因素，其中有一個因素為「工作特性」，包含的職缺屬性如具挑

戰性和意義性的工作、有機會可以運用技能等，其內涵與 Barber 等人(1994)之四

個成長類屬性概念極為符合，故本研究將「發揮長處機會」、「工作挑戰性」、「工

作意義性」和「工作自主性」合併為一個成長類之職缺屬性，稱為「工作特性」。 

Boswell 等人 (2003) 也曾依據此屬性進行工作選擇之研究，發現此為應屆畢業

生在接受工作最為重視的職缺因素，在該研究中亦將工作特性與企業所提供之訓

練視為不同的職缺屬性，故本研究主要操弄訓練機會與工作特性這兩種之成長類

職缺屬性。依據預試結果 (請見表 3-5) 可知，成長類職缺屬性中訓練機會操弄

未成功，故修正後，以下呈現訓練機會 (或工作特性) 差距小或大時，正式實驗

腳本中所包含之描述： 

1. 訓練機會 

高低薪職缺間訓練機會差距小時，本研究操弄這兩份職缺皆能提供良好訓練

機會，低薪職缺的敘述為：「公司透過多種訓練課程與方式，培養個人多項專業

技能，並且為員工量身訂做個人之訓練藍圖」，以及高薪職缺的描述為：「公司透

過許多訓練課程與方式，讓員工能夠學習多種專業技能，進而發展員工個人之訓

練計劃」；高低薪職缺間訓練機會差距大，本研究操弄的低薪職缺呈現良好的訓

練機會，其敘述為：「公司透過多種訓練課程與方式，培養個人多項專業技能，

並且為員工量身訂做個人之訓練藍圖」；而高薪職缺則提供較差的訓練機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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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者閱讀的敘述為：「公司僅由單一方式舉辦新人訓和基本在職訓練，並沒有依

據員工需求，來發展個人之訓練計畫」。 

2. 工作特性 (Type of work) 

(1) 發揮長處機會 

高低薪職缺間發揮長處機會差距小，本研究操弄這兩份職缺均能讓求職

者發揮長才，低薪職缺的敘述為：「提供許多運用技能的機會」，以及高薪職

缺的描述為：「擁有許多發揮能力的機會」；高低薪職缺間發揮長處機會差距

大，本研究操弄的低薪職缺，則是呈現求職者具發揮長才的機會，敘述為：

「提供許多運用技能的機會」，而受試者閱讀的高薪職缺則較無發揮的機

會，敘述為：「擁有很少發揮能力的機會」。 

(2) 工作挑戰性 (Job challenge) 

工作挑戰性係指員工知覺到該工作本身之困難度和複雜性 (Holmes & 

Srivastava, 2002)。一份有挑戰性的工作，會達到個體本身的內在需求，並且

幫助員工達到工作滿足。高低薪職缺間工作挑戰性差距小，本研究操弄這兩

份職缺皆為具挑戰性的工作，低薪職缺的敘述為：「頗具一些挑戰性」，以及

高薪職缺的描述為：「會面臨一些挑戰」；高低薪職缺間工作挑戰性差距大，

本研究操弄的低薪職缺，呈現具挑戰性的工作，敘述為：「頗具一些挑戰性」，

而高薪職缺則較不具挑戰性，受試閱讀的描述為：「不會面臨到挑戰」。 

(3) 工作意義性 (Meaningful work) 

工作意義性係指工作對於我們所做的事很重要，並且會為我們的生命帶

來充實感 (Chalofsky, 2003)。高低薪職缺間工作意義性差距小，本研究操弄

這兩份職缺均為工作意義性高，低薪職缺的敘述為：「對我而言此工作很有

其意義性」，以及高薪職缺的描述為：「對我來說此工作有其意義存在」；高

低薪職缺間工作意義性差距大，本研究操弄的低薪職缺呈現具意義性的工

作，其敘述為：「對我而言此工作很有其意義性」；而高薪職缺則較不具意義

性，受試者閱讀的描述為：「對我來說此工作之意義性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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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自主性 (Job autonomy) 

工作自主性係指員工可以自主掌管、計畫自己的工作，而且決定要依照

何種程序去完成 (DeCarlo & Agarwal, 1999)。高低薪職缺間工作自主性差距

小，本研究操弄這兩份職缺均為工作自主性高，低薪職缺的敘述為：「工作

的一些事務可以由個人自主完成，他人不會加以干涉」，以及高薪職缺的描

述為：「可以自己決定工作上的一些事務，不用另外詢問他人意見」；高低薪

職缺間工作自主性差距大，本研究操弄的低薪職缺呈現具自主性的工作，其

敘述為：「工作的一些事務可以由個人自主完成，他人不會加以干涉」；而高

薪職缺則較不具自主性，受試者閱讀的敘述為：「大部分都只能聽從主管意

見，沒有機會可以加入自己想法」。 

 

以下將以第一種實驗腳本 (A) 為範例，主要呈現職缺間關係類職缺差距

小、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小，並且先陳述低薪職缺，再描述高薪職缺，而其他操

弄腳本請參考附錄三：



 

 - 30 -

第一個職缺每個月的薪水為 27,000 元 

組織特性：A 公司業務範圍主要包含企業融資、貿易服務、信用卡、個人理財等

企業金融與商業銀行服務範圍，在台灣各地有多處分行，目前全球亦有國外分行。 

應徵之分行離目前住處，通勤時間約三十分鐘。A 公司的企業聲望，因其多項經

營成果榮獲國內外財經媒體推崇，大眾皆給予良好評價。該企業強調的組織文化

為「提供顧客最滿意之服務，並且給予員工最佳的協助」，並且提供員工有良好

的升遷機會，當職位出缺時，會優先考慮內部優秀人才。 

職缺特性：同事關係→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如：徵才說明會、學長姐)，得

知員工之間感情十分融洽，會彼此分享私事。 

上司關係→面試時與未來直屬主管有良好互動，相談甚歡。 

訓練機會→公司透過多種訓練課程與方式，培養個人多項專業技能，

並且為員工量身訂做個人之訓練藍圖。 

工作特性→提供許多運用技能的機會，頗具一些挑戰性，對我而言此

工作很有其意義性，並且工作的一些事務可以由個人自主

完成，他人不會加以干涉。 

 
第二個職缺每個月的薪水為 32,000 元。 

組織特性：B 公司業務範圍包括消費金融、資本市場暨企業金融、私人銀行、保

險、証券經紀服務和財富管理，目前分行遍及全省各地，另有國外分行遍佈全球。

住家離應徵之分行，大約花半小時的通勤時間。B 公司屢次獲得國內外財經媒體

的獎勵與肯定，並在一般大眾心中擁有良好的企業聲望。該企業的組織文化主張

為「提供給顧客最好的服務，並且提供員工最好的協助」，並且給予員工良好的

升遷機會，當職位出缺時，會優先考量表現優異的員工。 

職缺特性：同事關係→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如：面試過程、網路消息)，得

知員工之間感情和睦，彼此會討論各自私事。 

上司關係→與未來直屬主管於面談時有接觸過，交談融洽。 

訓練機會→公司透過許多訓練課程與方式，讓員工能夠學習多種專業

技能，進而發展員工個人之訓練計劃。 

工作特性→擁有許多發揮能力的機會，會面臨一些挑戰，對我來說此

工作有其意義存在，並且可以自己決定工作上的一些事

務，不用另外詢問他人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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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依變項之測量 

過去針對兩個工作職缺決策的研究，大多採取兩種方式進行依變項之測量，

第一種是兩個工作職缺併呈，要求受試者僅能選擇其中之一，為二分法之測量，

不是選擇第一個職缺，就是選擇第二個職缺；而第二種方式則是請受試者分別填

答對兩個職缺分別的接受意圖，採取五或七點李克特量尺。 

本研究採用上述兩種方式測量依變項，首先，本研究欲探討求職者的最後職

缺選擇階段，為了接近求職者實際的決策型態，增加研究成果的類推性，所以使

用第一種測量方式，用一題項「最後您會選擇哪份職缺 (單選，請打“ ”)？ A

職缺      B 職缺    」，瞭解求職者的「工作選擇決策」，亦即當受試者閱讀完

腳本之後，請受試者決定接受哪份職缺，若受試決定接受 A 工作，則勾選 [A 職

缺] 之空格；反之，若受試決定接受 B 工作，則勾選 [B 職缺] 之空格。 

此外，也請受試者填寫關於兩份職缺之相對接受意圖，本研究係採用三道題

項，修改自Highhouse、Lievens與Sinar (2003) 之求職意圖分量表以及Sally (2005) 

的工作接受意圖量表，題項分別為：「相對 B 公司而言，我比較想到 A 公司上班」、

「相對 B 公司而言，我會比較願意前往 A 公司任職」與「相對 B 公司而言，我

比較會接受 A 公司的職缺」)，衡量求職者之「職缺接受意圖」，以李克特五點同

意尺度計分 (1=非常不同意、5=非常同意)，內部一致性相當好 (Cronbach’s 

α= .95)。本研究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採用主軸因子法 (Principal–axis factoring 

method) 萃取因素，選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並以斜交轉軸之最大變異法，進

行量表分析，結果發現三個題項，僅反應一個因素構面，KMO 值為 .77，Barlett

球形檢定之 χ2 值也達 .01 之顯著水準，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介於 .91 ~ .94，解

釋總變異量達 85.18％。 

參、操弄確認之測量 

本研究編寫五道題項進行操弄檢定，瞭解實驗操弄之腳本是否成功，請受試

者填寫他 (她) 所主觀知覺到的職缺中薪資、同事關係、上司關係、訓練機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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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特性間是否有差異，題項為：「兩份職缺間薪資之差距為？」、「兩份職缺間

同事關係之差距為？ (如：同事間關係是否都很融洽)」、「兩份職缺間上司關係

之差距為？ (如：與未來主管交談是否都很融洽)」、「兩份職缺間訓練機會之差

距為？ (如：是否皆有提供多種訓練管道)」、「兩份職缺間工作特性之差距為？

(如：是否皆具有工作挑戰性)」，量尺採李克特五點方式計分 (1=沒有差距、2=

差距小、3=差距普通、4=差距大、5=差距非常大)。 

另外，為了避免受試者猜測實驗目的，以及控制混淆變項 (Confounding 

variable) 對內在效度之影響，本研究依據過去文獻選擇四個重要的組織特性予以

控制，包括：通勤時間、企業聲望、組織文化與升遷機會，將其控制在中等程度，

並且以四道題項：「兩家公司間通勤時間之差距為？」、「兩家公司間企業聲望之

差距為？ (如：是否皆獲得國內外媒體之肯定)」、「兩家公司間組織文化之差距

為？ (如：是否皆主張提供顧客良好的服務)」、「兩家公司間升遷機會之差距為？ 

(如：是否皆會提供內部人才晉升機會)」，所有量尺亦皆採李克特五點方式計分 

(1=沒有差距、2=差距小、3=差距普通、4=差距大、5=差距非常大)，檢驗受試是

否知覺到兩份職缺在這四項組織特性上有所差異。 

肆、求職者個人特性之衡量 

一、親和需求(nAff) 

本研究採用 Tsai 與 Yang (2007) 的親和需求量表，共七道題目，修改自 Steers

與 Braunstein (1976)的五道題目，以李克特五點同意尺度計分 (1=非常不同意、

5=非常同意)，有好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α= .80)，題項分別為：「除了公事

之外，我也會和周遭的人談論工作以外的事情」、「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受歡迎的

人」、「我易於與他人建立密切的關係」、「我樂於成為某些群體中的一員」、「與其

獨自工作，我較樂於與他人一起工作」、「當我碰到困難時，我會想要尋求他人的

建議與協助」、「我喜歡和他人一同合作完成工作」。 

本研究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採用主軸因子法萃取因素，選取特徵值大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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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進行量表分析，結果發現七個題項，反應一個因素構面時，KMO 值

為 .80，Barlett 球形檢定之 χ2 值也達 .01 之顯著水準，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介

於 .50~ .79，解釋總變異量達 37.66％。 

二、成長需求強度(GNS) 

本研究採用 Hackman 與 Oldham (1980) 的工作診斷量表 (Job Diagnostic 

Survey; JDS)，共六道題目，內部一致性相當好 (Cronbach’s α = .88)，以李克特

五點同意尺度計分 (1=非常不同意、5=非常同意)，題項分別為：「我希望能從事

具有激發性和挑戰性的工作」、「我希望在工作中有獨立思考和行動的機會」、「我

希望能有從工作中學習新知的機會」「我希望能有在工作中運用創造力和想像力

的機會」、「我希望在工作上有個人成長與發展的機會」及「我希望能從工作中得

到有價值的成就感」。 

本研究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採用主軸因子法萃取因素，選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進行量表分析，結果發現六個題項，反應一個因素構面時，KMO 值

為 .79，Barlett 球形檢定之 χ2 值也達 .01 之顯著水準，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介

於 .66 ~ .82，解釋總變異量達 56.41％。 

伍、個人基本資料 

本研究在問卷中，放入性別、學院、系級、年齡、全職工作年資、兼職工作

年資等因素，以檢視是否有達到成功隨機分派；並且為瞭解樣本之攸關性，亦加

入產業興趣、職缺興趣與近期應徵意圖等因素，題項包括：「與其他產業相比，

我對金融保險業的工作比較有興趣」、「與其他工作相比，我對於行銷企劃人員的

工作比較有興趣」、「請問您近期內是否有打算要應徵工作」，前兩題為李克特五

點量表方式計分 (1=非常不同意、5=非常同意)，第三題亦採五點方式計分 (1=

有，半年之內(含半年)、2=有，半年以上，一年之內 (含一年整)、3=有，一年以

上，兩年之內 (含兩年整)、4=有，兩年以上、5=暫無打算)，並且以填答 1 與 2

之受試者，視為本研究之攸關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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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預試結果 

本預試的受試者，主要是台北科技大學的「電子商務」課程以及開南大學的

「企業政策」課程之修課學生，研究者於 2007 年 12 月 17 日、12 月 19 日發出

63 份問卷，刪除有遺漏值的問卷後，以樣本攸關性為考量依據，僅用 27 人分析。

這 27 位受試者的平均年齡為 21.96 歲 (SD=1.37)，其中男性為 6 人 (佔 22.20％)，

全職工作年資為 0.67 個月 (SD=2.54)，兼職工作年資為 21.30 個月 (SD=21.33)。 

壹、隨機分派之檢驗 

本研究以人口統計變項：性別、年齡、工作年資多寡，進行卡方考驗檢定或

是單因子變異數分析，分析不同的人口統計變項在四個不同的實驗組別，是否有

顯著差異存在，確認隨機分派是否成功，結果發現皆無顯著差異。 

貳、操弄檢核 

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檢視各組別所主觀知覺到的通勤時間、企業

聲望、組織文化以及升遷機會，是否有顯著差距。結果顯示，各組別的受試者所

知覺各控制變項間並沒有顯著差異，統計分析摘要如表 3-3。 

此外，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同事關係差距 (F(1,23)=30.77, p＜.001)、上司關係差

距 (F(1,23)=18.18, p＜.001)、和工作特性差距 (F(1,23)=17.02, p＜.001) 之各對應檢

核題項，除了訓練機會差距 (F(1,23)=0.36, p＞.05) 外均達顯著，表示受試者所知

覺到自變項操弄效果，除了訓練機會外，皆符合實驗預期。各自變項之操弄強度

(d 值2)，可透過表 3-4 和表 3-5 得知。故藉由此預試結果，決定加強訓練機會之

操弄 (調整後的操弄方式，請見本章第三節之說明)。 

                                                 
2d 值：樣本效果量大小最適宜之評量方式，是採用在研究中所觀察到的效果量大小(d 值)，其計

算公式為 Nt2 ，其中 t 值為雙尾顯著性考驗 (α= .05) ，N 為樣本數 (Schmidt,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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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控制變項之統計分析表 
 

I II III IV total 

通勤時間 1.13(0.35) 1.00(0.00) 1.22(0.67) 1.00(0.00) 1.11(0.42)
企業聲望 2.50(1.20) 1.50(0.84) 1.56(1.01) 1.50(1.00) 1.81(1.08)
組織文化 2.50(0.93) 2.00(0.89) 2.78(1.09) 2.25(1.50) 2.44(1.05)
升遷機會 2.63(1.06) 2.17(1.17) 2.67(1.41) 3.25(0.96) 2.63(1.18)
註1：N=27 
註2：各細格標示不同實驗情境的平均數，括弧中的數值為標準差 

 
表 3-4  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之操弄強度 

 平均數(標準差) 
自由度 t 值 d 值

差距大 差距小 
1. 兩份職缺間同事關係之差距(如：

同事間關係是否融洽？) 
4.62(0.65) 2.29(1.38) 25 5.53*** 2.13

2. 兩份職缺間上司關係之差距(如：

與未來主管交談是否融洽？) 
4.38(0.77) 2.57(1.22) 25 4.57*** 1.76

註1：***p＜.001 
註2：N=27 

 
表 3-5  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之操弄強度 

 平均數(標準差) 
自由度 t 值 d 值

差距大 差距小 
1. 兩份職缺間訓練機會之差距(如：

是否提供多種訓練管道？) 
3.60(1.17) 3.24(1.30) 25 0.73 0.28

2. 兩份職缺間工作特性之差距(如：

是否具有工作挑戰性？) 
4.20(0.79) 2.59(1.00) 25 4.34*** 1.67

註1：***p＜.001 
註2：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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