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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分為七節，最後一節是整理所有之研究結果，以下針對前六節，

分別予以簡單描述： 

一、隨機分派之檢驗 

以卡方檢定或是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確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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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性別、學院、年齡、工作年資多寡、

產業興趣與職缺興趣。 

二、操弄檢核 

為了確認受試者是否在不同的實驗組別，其知覺到的關係類屬性 (同事關

係、上司關係) 和成長類屬性 (訓練機會、工作特性) 有所不同，故以單因子變

異數分析各組受試者在關係類與成長類屬性，所知覺到差距是否有顯著差異。 

三、相關分析 

針對本研究中主要變數進行相關分析，瞭解變數間之關係，以進一步決定

後續假設驗證之控制變數。 

四、研究問題之驗證 

本研究將以低薪職缺之接受意圖與工作選擇決策為依變項，採用階層迴歸

分析與羅吉斯迴歸分析，以檢驗本研究提出之四個研究假設。 

五、補充分析 

除了四個假設外，本研究欲進一步探討其他個人特性、職缺屬性差距對低

薪職缺選擇之影響，故進行了補充分析，以更瞭解職缺屬性間之補償效果關係。 

六、質化訪談結果 

將訪談所得資料，依照本研究各假設，呈現受訪者所提及之相關資訊，因

訪談結果為輔助量化結果，所以採精簡之呈現方式，而非為受訪者之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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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隨機分派之檢驗 

本研究以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學院、年齡、工作年資多寡、產業興趣與

職缺興趣，分析在四個不同實驗組別，是否有顯著差異存在。由統計檢定與各

組樣本數量 (每組平均為 37.75 位受試者) 來看，顯示本研究成功隨機分派各腳

本予受試，能夠有效排除混淆變項對研究結果之可能影響，請見表 4-1 至表 4-3。 

壹、性別 

卡方檢定之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5.24 (n.s.)，大於 .05 顯著水準，表

示各組間的男女比例沒有顯著差異。 

表 4-1  各組性別分佈及卡方檢定表 
 

I II III IV 總數 p 值 

男性 15%  3% 8% 17% 11% 
.16 

女性 85% 97% 92% 83% 59% 

貳、學院 

卡方檢定之結果顯示，卡方檢定值為 19.00 (n.s.)，大於 .05 顯著水準，表

示各組間的學院比例沒有顯著差異。 

表 4-2  各組學院分佈及卡方檢定表 
 

I II III IV 總數 p 值 

文學院  5%  0%  8%  3%  4% 

.75 

社會科學學院 28% 32% 24% 26% 27% 
商學院 38% 42% 34% 43% 39% 
傳播學院  3%  5%  3%  3%  3% 

外國語文學院 15% 16% 16%  9% 14% 
法學院  5%  0%  0%  0%  1% 
理學院  0%  3%  5%  9%  4% 

國際事務學院  3%  3%  3%  6%  3% 
教育學院  5%  0%  8%  3%  4% 

 

組 
別 性

別 

組 
別 性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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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年齡與工作年資 

各組年齡分布如表 4-3 所示，以四個不同的實驗組別為自變項、年齡為依

變項，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檢定，可得 F(3,147)=1.40，p 值大於 .05 顯著水

準，顯示各組在年齡上無顯著差異。 

各組全職工作年資、兼職工作年資分布如表 4-3 所示，以四個不同的實驗

組別為自變項、兩種工作年資為依變項，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檢定，分別

可得 F(3,147)=1.07、F(3,147)=0.56，p 值均大於 .05 顯著水準，顯示各組在全職與

兼職工作年資上皆沒有顯著差異。 

肆、產業興趣 

本研究收集之樣本，平均對金融保險產業的興趣為 2.68 (五點量表)，標準

差為 0.99，各組產業興趣分布如表 4-3 所示，以四個不同的實驗組別為自變項、

產業興趣為依變項，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檢定，可得 F(3,147)=0.49，p 值大

於 .05 顯著水準，顯示各組在產業興趣上沒有顯著差異。 

伍、職缺興趣 

本研究收集之樣本，平均對行銷企劃職缺的興趣為 3.51，標準差為 0.85，

各組職缺興趣分布如表 4-3 所示，以四個不同的實驗組別為自變項、職缺興趣

為依變項，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進行檢定，可得 F(3,147)=0.11，p 值大於 .05 顯

著水準，顯示各組在職缺興趣上沒有顯著差異。 

表 4-3  各組年齡、年資、產業興趣、職缺興趣分佈及 F 值檢定表 
 

I II III IV 總數 p 值 

年齡 22.10(0.67) 22.18(0.69) 22.37(1.24) 21.97(0.66) 22.16(0.86) .25 
全職年資 0.10(0.44) 0.47(2.15) 0.18(0.65) 0.03(0.17) 0.20(1.15) .36 
兼職年資 18.93(22.65) 16.79(20.99) 14.97(16.29) 13.51(15.37) 16.14(19.11) .64 
產業興趣 2.60(1.10) 2.58(0.83) 2.71(0.93) 2.83(1.10) 2.68(0.99) .69 
職缺興趣 3.48(0.78) 3.53(0.95) 3.47(0.89) 3.57(0.78) 3.51(0.85) .95 

註1：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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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別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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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操弄檢核 

本研究主要探討其他職缺屬性對於薪資水準的補償效果，因此很重要的一

個前提，為求職者知覺到這兩份職缺間薪資水準有差距存在，才能進一步探討

互補效果，因此本研究採用一題項來予以測量，經由獨立樣本 t 檢定分析 (平

均數大於 3)，結果顯示求職者知覺兩份職缺薪資水準有所差距 (t(150)=8.47, p

＜.001)，並且接近薪資水準差距大 (M=3.55)。 

為瞭解在不同組別中，受試者所知覺到的關係類和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是

否有產生差異，本研究使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受試者在同事關係差

距 (F(1,147)=165.56, p＜.001 )、上司關係差距 (F(1,147)=136.98, p＜.001)、訓練機

會差距 (F(1,147)=119.69, p＜.001 ) 和工作特性差距 (F(1,147)=123.14, p＜.001 ) 

之各對應檢核題項均達顯著，表示受試者所知覺到的自變項操弄之主效果，皆

符合實驗預期，而且自變項間之交互作用皆未達顯著，顯示並無操弄汙染的現

象，請見表 4-4。 

表 4-4  關係屬性與成長屬性之操弄強度 
 M (SD) 

df t 值 
差距大 差距小 

1. 兩份職缺間同事關係之差距(如：

同事間關係是否都很融洽？) 
4.08(0.76) 2.14(1.05) 149 12.91***

2. 兩份職缺間上司關係之差距(如：

與未來主管交談是否都很融洽？)
4.07(0.71) 2.27(1.12) 149 11.65***

3. 兩份職缺間訓練機會之差距(如：

是否皆有提供多種訓練管道？) 
4.04(0.90) 2.23(1.09) 149 10.98***

4. 兩份職缺間工作特性之差距(如：

是否皆具有工作挑戰性？) 
4.10(0.87) 2.33(1.05) 149 11.18***

註1：***p＜.001 
註2：N=151 

 

另外，本研究測量腳本中所呈現的控制變項，瞭解受試者是否有知覺到差

異，並使用二因子變異數分析，檢視各組別所主觀知覺到的通勤時間、企業聲

操 弄 變 項檢 核 題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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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組織文化以及升遷機會，與本研究所操弄的自變數 (關係屬性差距、成長

屬性差距、兩個屬性差距交互作用) 間是否會互相影響。 

以下依序呈現各控制變項與關係差距、成長差距、兩者交互作用之變異數

分析結果，通勤時間  (F(1,147)=2.06、F(1,147)=0.06、F(1,147)=0.33)、企業聲望 

(F(1,147)=0.17、F(1,147)=0.32、F(1,147)=0.45) 與組織文化 (F(1,147)=2.95、F(1,147)=2.95、

F(1,147)=1.09) 之各檢核題項均未達顯著差距，而升遷機會中有一項達顯著差異 

(F(1,147)=0.56、F(1,147)=12.32、F(1,147)=0.00，僅成長類屬性差距達顯著)，表示除

了升遷機會外，各組別的受試者知覺其他控制變項間並沒有顯著差異，統計分

析摘要如表 4-5，故本研究在進行研究假設檢驗時，會將升遷機會放入模式中

予以控制。 

表 4-5  控制變項之統計分析表 
 

I II III IV 總平均 

通勤時間 1.38(0.81) 1.42(0.83) 1.66(0.94) 1.54(0.89) 1.50(0.86)
企業聲望 1.83(0.93) 1.84(1.05) 2.00(1.09) 1.80(0.90) 1.87(0.99)
組織文化 1.90(0.98) 2.03(1.00) 2.03(1.13) 2.54(1.46) 2.11(1.16)
升遷機會 2.23(1.19) 2.92(1.28) 2.08(1.10) 2.77(1.29) 2.49(1.25)

註1：N=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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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 
別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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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分析 

表 4-6 顯示本研究各主要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以及相關係數。 

 

表 4-6  各變項之平均數、標準差、以及相關係數 

 M SD 1. 2. 3. 4. 5. 6. 
自變項         
1.關係屬性差距 3 - - -      
2.成長屬性差距 3 - - -.01 -     
調節變項-個人特性         
3.親和需求 4.01 0.43  .02  -.06  .80    
4.成長需求 4.29 0.50  .02  -.17  .43**  .88   
依變項         
5.低薪接受意圖 3.25 1.02  .36**  .41**  .09  .11 .95  
6.工作選擇決策 4 - -  .36**  .36**  .02  .10 .83** - 

註1：**p＜.01，對角線之數值為該變項之α信度係數 
註2：N=151 
註3：兩個自變項皆為名義變項，需要經過虛擬編碼 (Dummy code) 之處理，令0

為差距小，1為差距大，例如關係屬性差距小為0，成長屬性差距大為1 
註4：工作選擇決策為名義變項，需要經過虛擬編碼之處理，令1為接受低薪職缺，

0為不接受低薪職缺 (接受高薪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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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假設的檢驗 

本研究主要探討兩職缺間存在薪資水準差異，當兩職缺間關係類職缺屬性或

成長類職缺屬性間差距愈大時，對於求職者低薪職缺接受意圖或工作選擇決策之

影響；並且進一步瞭解求職者本身個人特性，即親和需求或成長需求程度於此間

扮演的調節效果。以下將升遷機會列為控制變項 (依據操弄檢核結果)，再依序

放入自變項、個人特性與兩者交互作用，分析考驗研究假設一到假設四。 

由於依變項「低薪職缺接受意圖」係為連續變項，故本研究使用階層迴歸分

析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考驗假設，結果請見表 4-7。 

 

表 4-7  低薪職缺接受意圖之階層迴歸分析表 

步驟和變項 
低薪職缺接受意圖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1 控制變項     
 升遷機會 .15 .06 .06 .06 
2 職缺屬性差距主效果     
 關係屬性差距 3 (H1)  .37** .36** .35** 
 成長屬性差距 3 (H2)  .40** .43** .42** 
3 個人特性主效果     
 親和需求   .03 .06 
 成長需求   .16* -.10 
4 二因子交互作用(職缺屬性差距×個人特性)     
 關係屬性差距×親和需求 (H3)    .12 
 成長屬性差距×成長需求 (H4)    .40** 
 關係屬性差距×成長需求    .01 
 成長屬性差距×親和需求    -.23* 
模式 R2 .02 .30 .33 .40 
ΔR2 .02 .28** .03* .07** 

註1：*p＜.05, **p＜.01，表中呈現為標準化後之迴歸係數(β) 
註2：N=151 
註3：兩個自變項皆為名義變項，需要經過虛擬編碼之處理，令0為差距小，1為

差距大，例如關係屬性差距小為0，成長屬性差距大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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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變項「工作選擇決策」，因其屬於二分變數 (Dichotomous variable)，故

使用羅吉斯迴歸分析 (Logistic regression) 檢驗假設，並且將接受低薪職缺編碼

為 1，接受高薪職缺編碼為 0，因此接受低薪工作的機率為 P，接受高薪工作的

機率則為 (1-P)，透過對數轉換 Log (P/1-P) 將依變數轉化成連續變數進行分析，

其餘部分均與複迴歸分析類似，請見表 4-8。 

 

表 4-8  工作選擇決策之羅吉斯迴歸分析表 

步驟和變項 
低薪職缺接受與否(工作選擇決策)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截距項 -0.23 -1.70** -5.94* -1.51 -3.13 
1 控制變項      
 升遷機會 0.23 0.15 0.17 0.20 0.22 
2 職缺屬性差距主效果      
 關係屬性差距 3 (H1)  1.92** 2.05** 2.23** 2.72** 

 成長屬性差距 3 (H2)  1.80** 2.10** 2.94** 3.51** 

3 個人特性主效果      
 親和需求   -0.21 -0.52 -0.79 
 成長需求   1.13* 0.38 0.92 
4 二因子交互作用(職缺屬性差距×個人特性)      
 關係屬性差距×親和需求 (H3)    1.47 1.87 
 成長屬性差距×成長需求 (H4)    4.25** 3.73** 
 關係屬性差距×成長需求    -0.80 -1.64 
 成長屬性差距×親和需求    -2.97* -2.554 

-2 Log likelihood 202.24 159.75 153.41 136.43 133.98 
Cox & Snell R Square 0.02 0.26 0.29 0.37 0.38 
Nagelkerke R Square 0.03 0.35 0.39 0.49 0.51 

註1：*p＜.05, **p＜.01，表中呈現為未標準化後之迴歸係數 (B) 
註2：N=151 
註3：兩個自變項皆為名義變項，需要經過虛擬編碼之處理，令0為差距小，1為

差距大，例如關係屬性差距小為0，成長屬性差距大為1 
註4：p= .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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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職缺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選擇之補償效果 

一、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 

從表 4-7 與表 4-8 可知，在排除控制變項的效果後，關係類屬性差距對於低

薪職缺接受意圖 (β= .37, p＜.01) 與工作選擇決策 (B＝1.92, p＜.01) 之影響均

達統計顯著意義，亦即當低薪職缺的關係類屬性愈優於高薪職缺，兩者差距愈大

時，求職者愈會願意選擇低薪職缺，以及有愈多的求職者會接受較低薪資水準的

職缺。研究結果發現，當某份職缺的薪資水準較低，而且與其他高薪職缺間關係

類屬性差距較小時 (亦即彼此在關係類屬性上之工具性值差不多)，則低薪職缺

接受意圖較低 (M=2.89，五點量表)，而且僅不到半數的受試願意接受低薪職缺 

(百分比=41%)；然而當某份職缺的薪資水準較低，並且與其他高薪職缺間關係類

屬性差距較大時 (亦即低薪職缺在關係類屬性上之工具性值較優於其他職缺)，

則低薪職缺接受意圖較高 (M=3.63)，而且有更多人願意接受低薪職缺 (百分比

=77%)，故假設一成立。 

二、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 

考量控制變項的效果後，成長類屬性差距對於低薪職缺接受意圖 (β= .40, p

＜.01) 與工作選擇決策 (B＝1.80, p＜.01) 之影響均達統計顯著意義，亦即當低

薪職缺與高薪職缺在成長類屬性差距愈大，低薪職缺愈優於高薪職缺時，求職者

愈會願意接受低薪職缺，以及有愈多的求職者會選擇較低薪資水準的職缺。結果

顯示，當某份職缺的薪資水準較低，而且與其他高薪職缺間成長類屬性差距較小

時  (彼此在成長類屬性上之工具性值差不多 )，則低薪職缺接受意圖較低 

(M=2.84)，並且僅有不到半數的人願意接受低薪職缺 (百分比=41%)；然而當某

份職缺的薪資水準較低，並且與其他高薪職缺間成長類屬性差距較大時 (低薪職

缺在成長類屬性上之工具性值較優於其他職缺)，則低薪職缺接受意圖較高 

(M=3.68)，而且有更多人願意接受低薪職缺 (百分比=77%)，故假設二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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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求職者個人特性之調節效果 

一、親和需求與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 

在考量控制變項、自變項和個人特性的效果後，親和需求與關係類屬性差距

的交互作用，對低薪職缺接受意圖 (β= .12, n.s.) 與工作選擇決策 (B＝1.47, n.s.) 

之影響均未達統計顯著意義，故假設三未獲得支持。 

二、成長需求與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 

在考量控制變項、自變項和個人特性的效果後，模式四的 ΔR2 值達顯著，其

中發現成長需求強度與成長類屬性差距的交互作用，對於低薪職缺接受意圖 (β 

= .40, p＜.01) 與工作選擇決策 (B＝4.25, p＜.01) 之影響均達統計顯著意義，交

互作用形式顯示如圖 4-1 與圖 4-2。 

圖 4-1 顯示當求職者成長需求愈高，且成長類屬性差距愈大時，重視成長需

求的求職者，低薪職缺接受意圖由平均數 2.64 提升為 4.02，並且圖 4-2 亦同樣地

顯示，接受低薪職缺的人數百分比從 36％增加至 90％；相反地，當求職者重視

成長的程度愈低時，不論成長類屬性差距大小，兩者相乘的效果差異不大，低薪

職缺選擇意圖改變不大，接受低薪意圖之平均數分別為 3.10 和 3.43 (圖 4-1)，求

職者接受低薪職缺的百分比也差不多，分別為 47％和 67％ (圖 4-2)，與假設四

預期型式相符，故假設四成立，亦即在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接受意圖

與工作選擇決策之影響中，求職者成長需求扮演調節的角色。 

當求職者成長需求愈高時，相較於成長需求較低者，由於個人愈重視出缺職

務的成長類屬性，會給予成長類屬性較高的價值，故當職缺間成長類屬性差距愈

大 (低薪職缺在成長類屬性上的工具性值愈高)，個人需求與職缺成長屬性的相

乘效果下，低薪職缺整體吸引力分數會因而提高，使得重視成長需求的求職者，

愈願意接受並選擇低薪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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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成長需求與成長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接受意圖之交互作用圖 

 
圖 4-2  成長需求與成長屬性差距對工作選擇決策之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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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補充分析 

雖然本研究未對親和需求與成長類屬性間之關係提出假設，但透過表 4-7 與

表 4-8 的迴歸分析結果可知，在考量控制變項、自變項和個人特性的效果後，模

式四的 ΔR2 值達顯著，其中親和需求在成長類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接受意圖 (β= 

-.23, p＜.05) 與工作選擇決策 (B＝ -2.97, p＜.05) 之影響中，皆扮演調節的角

色，交互作用形式詳見圖 4-3 與圖 4-4，亦即高親和需求者，當職缺間成長類屬

性差距愈大時，選擇低薪職缺之意圖會愈高，以及有愈多人會接受低薪職缺；而

低親和需求者，隨著成長類屬性差距愈大，偏好選擇低薪職缺的意圖，以及接受

低薪職缺的人數百分比皆改變較小。 

 

 
圖 4-3  親和需求與成長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接受意圖之交互作用圖 

 

圖 4-4  親和需求與成長屬性差距對工作選擇決策之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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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因為過去期望理論主張，當該職缺擁有愈多較佳之職缺屬性，組織吸

引力會愈高，並且求職者愈會選擇該職缺，雖然這並非本研究的假設，然而本研

究也欲瞭解是否當低薪職缺之兩類職缺屬性，相較於高薪職缺差距愈大時，求職

者愈會選擇低薪職缺，所以考量控制變項、自變項、個人特性與交互作用的效果

後，在模式四之下，本研究又多檢定了關係類屬性差距與成長類屬性差距的交互

作用項，結果發現其 ΔR2 值達.06 (β= -.42, p＜.01)，故兩類屬性差距的交互作用

項，對低薪職缺接受意圖之影響達統計顯著意義，交互作用方向請見圖 4-5、圖

4-6，表示當兩職缺間關係類屬性與成長類屬性差距都小時，求職者接受低薪職

缺的意圖最低 (M=2.27)；而當兩職缺間關係類屬性 (M=3.55) 或成長類屬性 

(M=3.45)，其中一種屬性差距大時，求職者選擇低薪職缺的意願旋即顯著增加；

而當兩職缺間關係類屬性及成長類屬性差距皆大時，與僅有其中一種屬性差距大

相比，求職者選擇低薪職缺的意圖 (M=3.82)，並無顯著差異。 

因本研究僅探討職缺中的某一個職缺屬性較好時 (如關係類屬性或成長類

屬性)，可以有效削弱薪資水準帶來的負面影響，讓求職者愈願意接受低薪職缺；

並未涉及職缺中兩個職缺屬性皆較好時，對於求職者接受低薪職缺的影響。結果

發現，當低薪職缺中兩種職缺屬性均佳之情況下，並未如期望理論的推測，會產

生加成性效果 (Addictive effect)，亦即僅呈現某一類職缺屬性之差距，就可以有

效提升求職者的低薪職缺接受意圖，而呈現兩類職缺屬之性差距，並無法提升更

多的低薪職缺接受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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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關係屬性差距與成長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接受意圖之交互作用圖 

 

圖 4-6  關係屬性差距與成長屬性差距對工作選擇決策之交互作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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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質化訪談結果 

本研究除了透過實驗法，瞭解求職者對於低薪職缺之決策歷程，也進一步希

望透過訪談方式，可以蒐集到不同於量化方式所得之資訊，因此本研究以下將訪

談所得資料，依照四個假設，呈現出受訪者所提及之相關資訊，以更瞭解目前國

立大學應屆畢業生在面臨多個職缺時之選擇決策，並且本研究以量化結果為主，

質化研究為輔，故僅全面性呈現受訪者所提及訊息，但採精簡之呈現方式，而非

為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之逐字稿。 

壹、職缺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選擇之補償效果 

一、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 

訪談問題主要為「給予你兩份職缺，請你選擇要接受何種職缺？(低薪職缺、

關係屬性好 vs. 高薪職缺、關係屬性差)」，以下是各受訪者之回覆： 

A：「若低薪職缺，但是跟同事、上司關係較好時，我會願意接受低薪職缺，

節省其他部分的生活開銷，而且我會看主管會不會扛起責任；進到公司內部後，

會看裡面的燈光擺設，並且也會注意員工的臉色、表情，以及對你的態度是不是

很親切，並且觀察裡面工作情形，以及同事間的對話。」 

C：「我會選擇低薪，因為我覺得環境會影響我的決定，每天都會面對到人，

所以同事比較重要。」 

F：「我會選擇低薪的公司，因為我比較在乎大家相處的關係，對我來說錢不

是那麼重要。」 

G：「我會選擇高薪的職缺，對我來說薪水差距 5,000 元，還蠻大的。」 

I：「我會選擇低薪職缺，因為薪水對我來說，重要性會放到比較後面。」 

K：「我會選擇高薪職缺，因為公司內部人際關係或是訓練都不是很重要，

因為要先迅速累積起財富，先有工作經驗以後，找下一份工作，就可以找比大學

新鮮人更高的薪水。」 

L：「我會選擇低薪職缺，因為我覺得整體的工作環境可以讓我做得比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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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話，27,000 做比較長久跟 32,000 做比較不長久，比起來我利潤是比較高的

啊，我不會在那裡不開心，我很注重自己工作開不開心，反正錢都差不多啊，

32,000 做兩個月為 64,000，但是 27,000 做十個月是二十幾萬，所以我當然會選

27,000 那個。」 

M：「我會選擇高薪職缺，因為我考慮兩個因素，第一個是我不一定會做很

久，那我可以再做選擇，另外一方面是你談及到與公司主管的關係也還好，那我

就可以接受、忍耐，除非那個老闆真的爛到某一個程度，再爛的老闆我過去也曾

經見過啊，所以我想應該不可能有人比他更爛的吧，所以基本上關於關係那部

份，我還蠻能忍受的。」 

O：「我會選擇低薪，因為我真的很重視同事間的氣氛，我覺得如果說，薪

水真的就算蠻高，但是主管和同事不好相處，我還是會選低薪。」 

根據所有訪談結果，17 位受訪者中，有 11 位受訪者選擇低薪職缺，而 6 位

受訪者選擇高薪職缺，因此符合本研究假設一，當低薪職缺相較於高薪職缺，擁

有之關係類屬性愈好時，而求職者愈會選擇低薪職缺。 

二、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 

訪談問題主要為「給予你兩份職缺，請你選擇要接受何種職缺？(低薪職缺、

成長屬性好 vs. 高薪職缺、成長屬性差)」，以下是各受訪者之回覆： 

A：「若低薪職缺，但是有較好訓練機會時，跟高薪職缺相比，我要看職缺

特性，像是傳播產業的訓練比較少，而行政人員的訓練會比較好，並且我會將訓

練視為是福利，所以我會選擇高薪，主要看職訓內容，我是不是想學或是不一定

要學，因為目前年輕會比較注重薪水，等到過了 25 歲以後，會著重在訓練機會

與未來發展性。」 

B：「不管關係好還是成長好，都會選擇低薪職缺，當兩者都好還是選擇低

薪，會將起薪與發展性一起看，我會想三、五年後的情形，所以會認為發展性會

比較重要，雖然現在薪水比較高，但是發展性低的話，也比較不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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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我會選擇高薪，跟其他因素比起來，一開始進去就會有訓練，而且如

果換到其他部門，也是會有訓練。」 

E：「因為兩份工作薪水才差 5,000 元，以低薪但是成長好來舉例，雖然低薪

但有較好的成長空間，我就會選擇低薪的工作，就會覺得 5,000 元好像沒有那麼

多，然而當薪水差距拉大的時候，我就會選擇高薪的工作；但如果是面臨到低薪，

可是有比較好的關係和成長，我就會毫不考慮選擇低薪，因為薪水才差 5,000元。」 

F：「我會選擇低薪公司，因為這是我第一份工作，不太可能一輩子都在同一

家公司，所以短暫期間內我跟上司關係沒有那麼融洽，我覺得就是沒有什麼關

係，那第一份工作，因為還年輕，所以想要多一點訓練、多一點挑戰，等到將來

跳槽以後，再找工作比較穩定，然後同事之間比較融洽的工作。所以對我來說，

訓練、工作挑戰性比同事、上司關係來得重要，那錢的部分不會太影響到我，因

為一個月才差 5,000 元，目前生活來說不會太大影響，但是挑戰性和機會，對於

我將來的工作可能就會比較重視，所以我未來所賺的錢，就比較會跟第一份工作

的訓練和挑戰性有比較大的關係。」 

G：「我會選擇低薪公司，我覺得因為年輕人吃苦耐力比較好，所以如果是

第一份工作的話，我會想給自己比較大的挑戰。」 

H：「我會選擇低薪，因為是第一份工作，所以它帶給我的挑戰或是我學習

的空間，是我會比較考量的東西，如果你學到很扎實的東西或是你被磨練之後，

可能有兩把刷子，要是有很好的工具，之後薪水你要喊多高就是你的權利了。」 

J：「我會選擇高薪職缺，因為第一點 5,000 元真的差很多，第二點是如果一

家公司願意栽培你，它應該不會給你那麼低的薪水，就是它如果有給你藍圖的

話，既然它願意栽培你，那應該不會很吝嗇那幾千塊，連 30,000 元都不到吧！

那另外一點是現在社會很黑暗，他們說的話我也不一定要相信啊，就是你說藍圖

多好多好，但是藍圖就是沒有很實際啊，除非我有去問過裡面工作的人，每個人

都有說真的跟它說的都一樣，我可能才會再考慮！另外高薪工作的基本訓練，也

可能不錯，雖然它比較廣泛、而且彈性比較大，像是那種藍圖它都幫你設計好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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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侷限住你下一步，也不一定比較好，而且給這種薪水的公司，我也不相信

它會給多好的藍圖。」 

K：「我會選擇高薪職缺，因為第一份工作薪水很重要，而且 32,000 就目前

行情來說算很高，而且工作不一定要做很久，大概兩、三年，錢存夠多了，就可

以再換工作，因為 32,000 對於大學畢業生真的很多。」 

L：「我會選擇高薪職缺，我覺得那個高薪工作仍然有提供一般性的訓練，

那我就可以接受，因為我可以自己去學，不用針對我個人做訓練，只要一般的訓

練有給我，在那個基礎之上給我做發揮，而且它又 32,000 元，那當然可以啊！」 

M：「我會選擇低薪職缺，因為我覺得它會針對我個人去做訓練，譬如今天

我對那個音樂方面有涉獵的話，可以讓我往那邊繼續發揮，那我就會選擇低薪。」 

N：「我會選擇低薪，因為成長屬性，就是個人發展，我會覺得公司如果有

意願幫你規劃，那可能會比較有方向，比較會有目標和鬥志，對公司也會比較有

認同感，因為公司對你比較照顧，所以相對你也需要為這家公司幫他們成長更

多，最後如果它們可以給我一些方向，讓我發展更好。」 

O：「我會選擇高薪，因為我覺得如果說同事間關係都蠻好的，而且兩個工

作的未來發展性都一樣，雖然低薪會有比較完善的訓練，但是高薪也是有訓練，

不過我覺得說，雖然是一般的訓練，但是待久了，所以該學的我還是會學到，我

覺得訓練只是幫助你一開始趕快上手，所以如果公司待久了都還是學得到東西。」 

P：「我會選擇低薪，因為我覺得差 5,000 元，其實沒有差很多，因為一開始

不是試用期嗎？你在那邊學，如果你表現好，然後又有一些進修的機會，你能力

提升的話，以後的籌碼比較高一點，未來你被其他公司挖角都是有可能的啊！以

後的能力和經驗，會比你拿那個錢來的重要，雖然現在高薪很吸引你，因為你有

自我投資和去學習，那反而以後你會賺更多。」 

根據所有訪談結果，17 位受訪者中，有 11 位受訪者選擇低薪職缺，而 6 位

受訪者選擇高薪職缺，因此符合本研究假設二，當低薪職缺相較於高薪職缺，擁

有之成長類屬性愈好時，而求職者愈會選擇低薪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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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求職者個人特性之調節效果 

一、親和需求與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 

根據所有訪談結果，17 位受訪者中，有 9 位受訪者為高親和需求者，在回

答假設一問題「給予你兩份職缺，請你選擇要接受何種職缺？(低薪職缺、關係

屬性好 vs. 高薪職缺、關係屬性差)」，有 7 人選擇低薪職缺、2 人選擇高薪職缺；

而另外 8 位受訪者為低親和需求者，在面臨假設一問題時，有 4 人選擇低薪職缺、

4 人選擇高薪職缺，因此符合本研究假設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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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當詢問高親和需求的受訪者，其面對職缺選擇時，主要重視之因素為何，大多數

皆會回覆與關係類屬性相關之職缺特性，列舉如下： 

B：「我選擇工作時，會考慮公司文化，像是人好不好相處，例如去面談的

時候可以知道，主管熱不熱情、有無威嚴，或是可以去問同學，甚至是同學有無

認識他人在那裡工作，瞭解裡面的公司氣氛。例如目前決定接受的工作，當初去

參與面試時，被嚇了一跳，因為一般去面試時，大部分的主考官都會穿的西裝筆

挺、比較嚴肅，結果發現一進來面試的主管，竟然穿著足球衣，並且一進來就擺

出很輕鬆的姿態，要我和另一位面談者就當作聊天一樣，先用英文自我介紹、彼

此交談，不僅從他的穿著，還有他的講話、態度友善，並且很年輕，就大致可以

知道。」 

D：「我會在乎與主管之間的關係，因為和主管之間的關係不好的話，就會

工作不下去，會失去工作的動力。」 

N：「因為同事的互動對我來說是蠻重要的，尤其是跟主管，因為如果我的

主管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喜歡發表意見的人，不管是好的或壞

的，我會希望和我的主管溝通，那如果我看到他很嚴肅，那會造成我工作上的壓

抑，我會覺得不太開心，所以對我來說，跟同事的互動也是蠻重要的。」 

P：「我比較會在乎裡面的工作環境，就是人際上的互動，公司氣氛，因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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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工作，我沒有很要挑什麼工作，因為一直挑的話，可能會找不到工作，所以

就是先去累積實力和經驗，我是比較重裡面的氣氛和文化，就是同事之間的相

處，和老闆怎麼對待員工，就是上對下的態度，那薪水就是其次。」 

二、成長需求與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 

根據所有訪談結果，17 位受訪者中，有 7 位受訪者為高成長需求者，在回

答假設二問題「給予你兩份職缺，請你選擇要接受何種職缺？(低薪職缺、成長

屬性好 vs. 高薪職缺、成長屬性差)」，有 5 人選擇低薪職缺、2 人選擇高薪職缺；

而另外 10 位受訪者為低成長需求者，在面臨假設二問題時，有 6 人選擇低薪職

缺、4 人選擇高薪職缺，因此符合本研究假設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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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當詢問高成長需求的受訪者，其面對職缺選擇時，主要重視之因素為何，大

多數皆會回覆與成長類屬性相關之職缺特性，列舉如下： 

B：「我在選擇工作的時候，主要會考慮到工作發展性，像是否有外派機會、

不同的產業特性，例如選擇金融業是因為以後台灣與大陸會有比較多的交流，所

以有可能會去香港或是新加坡；而科技業是因為台灣是製造加工的公司，所以可

能會有去國外發展、出差的機會，另外就是升遷可能性。」 

I：「我第一個會考量就是進入公司以後，自己的成長性高不高，如果你進去

一個行業，只是一直重覆地做著它給你的工作，如果都沒有辦法成長的話，我會

覺得蠻可惜的。所以相對之下，公司給我的進一步的訓練，甚至是深造的幫助，

他們有沒有這些配套措施，公司鼓不鼓勵人員進修，是影響我考量的一個重要因

素。因為我之後想要一段時間出國去讀書，所以如果公司能夠提供相關的措施或

是方案，會是我很大的考量。」 

J：「我找工作會在意發展性，就是你可在裡面學習到什麼東西，如果每天都

是在那邊混吃等死那一種，沒有發展性或是學不到，就做同樣的事，或是可能以

後你一輩子都待在同樣位置，那我可能就不會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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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有一點挑戰性，就是我學的東西，我可以發揮所長，而不要每天都做一

些行政的東西，就是每天的工作都是一樣，這樣會沒有成就感，或是太簡單，我

會希望有一點難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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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結果摘述 

本研究呈現四個研究假設與新發現之研究結果，請見表 4-9： 

 

表 4-9  研究假設及研究結果彙整表 

研究假設 研究結果 

H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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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支持 

H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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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支持 

H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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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獲支持 

H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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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支持 

其他發現 

1. 在成長類職缺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接受意圖的關係中，除了求職者的成長需求

外，親和需求亦扮演著調節的角色。 

2. 關係類職缺屬性差距與成長類職缺屬性之交互作用，對於低薪職缺接受意圖有

顯著預測力，發現兩者並未如期望理論的預測，產生加成性之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