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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與建議 
本章主要分為五節，第一節針對研究所得結果，進行討論；之後，第二節則

說明本研究之結果在管理實務上，將如何應用；此外，第三節指出本研究的一些

限制，故在推論研究結果時，應予以注意；再者，第四節提出未來的研究方向與

建議；最後，第五節提出本研究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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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果討論 

壹、職缺屬性差距對低薪職缺選擇之影響 

雖然薪資水準是影響求職者接受職缺與否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其他職缺屬

性亦會產生補償的效果，特別是當職缺的薪資水準高於求職者可接受的最低薪

資，如同過去由期望理論探討求職者職缺選取意圖和決策的研究 (Wanous et al., 

1983)，透過本研究實驗結果可以得知，當兩職缺均高於最低可接受薪資水準之

上時，關係類 (如未來的同事和上司關係)、或是成長類 (如訓練機會以及工作本

身特性) 職缺屬性的確分別與薪資水準間產生互補效果，亦即某職缺之關係類 

(成長類) 屬性與其他職缺差距愈大時，該關係類 (成長類) 屬性對於薪資水準的

補償效果愈好。若某份職缺的薪資水準較低，但與其他高薪職缺間，關係類屬性

差距較大時 (如求職者對低薪職缺之未來同事有較好的印象，以及與未來主管有

較好的互動)，或成長類屬性差距較大時 (如求職者認為低薪職缺有較好的訓練

機會、較多的發揮長處的機會以及較高的工作挑戰性、工作意義性、工作自主

性)，求職者的低薪職缺接受意圖較高，也更會選擇低薪職缺，因此對於企業而

言，不用再增加企業的人事成本，給予求職者更多物質方面的資源，而是藉由其

他非金錢性屬性去吸引人才。 

此外，有別於過去研究，本研究除了探討薪資水準與其他職缺屬性間補償效

果，更進一步指出補償效果的使用時機。本研究發現即使在明確且具體的薪資差

異之情況下，即當兩職缺薪資差距達 5,000 元以上，求職者仍會受到關係類 (成

長類) 職缺屬性所補償，因而傾向選取和接受相對低薪的工作機會，這意味者，

當出缺職務的薪資水準雖然高於市場行情，但卻低於勞動市場中的競爭者時，當

職缺間之薪資差距在 5,000 元之內，若是求才企業透過許多管道傳遞出其他較佳

的職缺資訊，的確可以有效降低薪資水準的負面效果，以提高求職者接受職缺的

意願。 

再者，本研究亦發現不同職缺屬性組合對補償效果之影響，顯示關係類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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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長類屬性，不僅本身對於薪資水準有補償效果，兩者之交互作用也會對薪資

水準產生補償效果，但是補償效果似乎不如期望理論之主張。依據期望理論的觀

點，當職缺間關係類屬性和成長類屬性差距都小時，低薪職缺的整體吸引力相較

於其他職缺均小，因此求職者接受低薪職缺意圖較小，對於薪資水準沒有補償效

果；而當職缺間關係類屬性或是成長類屬性，其中一個屬性差距大時，低薪職缺

的整體吸引力隨即提升，此時求職者低薪職缺接受意圖就會明顯上升，產生所謂

的補償效果；最後，當職缺間關係類屬性與成長類屬性差距都大時，低薪職缺的

整體吸引力提升程度越高，此時求職者接受低薪職缺的意圖應該最高，對於薪資

水準亦應產生最佳的補償效果。 

然而與期望理論的推論不一致，本研究發現當關係與成長類屬性差距最小之

情況，求職者的低薪職缺接受意圖的確最低，但是當只有其中一類屬性差距大 

(如關係屬性差距大，而成長屬性差距小)，以及兩類屬性皆差距大之兩種情況

下，求職者的低薪職缺接受意圖與工作選擇決策皆十分相似。本文推測可能有以

下兩個原因，首先或許因為僅強調良好的關係類或成長類屬性，已然大為提升求

職者的接受意圖，進而達到求職者職缺選擇改變的最低閾值 (Threshold)，使得

求職者願意轉為接受低薪職缺，此時，若低薪職缺傳遞出的其它優點 (關係類或

成長類屬性)，能夠再產生補償的效果即受到限制。就如同 Saklani、Purohit 與

Badoni (2000)發現，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滿意度，也存在著一個閾值—滿足點 

(satiation point)，若該產品表現超過消費者的一定預期，則消費者即會產生高滿

足感，之後即使表現再好，滿意度的分數也不會再有太多提升效果。 

另外，在訪談過程中，亦有受訪者認為低薪職缺相較於高薪職缺，展現出過

多的優點，使得受試者產生疑慮，如同在消費者心理學的研究中，Crowley 與 

Hoyer (1994) 認為消費產品中的廣告，其包含負向訊息的適當比例應為 40%；同

樣地，在真實工作預告的研究中，蔡志明 (民 95) 發現當招募廣告中的負向訊息

比例為 20%，會有最佳的整體組織吸引力，因此在呈現高、低薪職缺訊息時，也

應該注意所提供正面訊息的比例，若呈現太多的正面資訊，可能會降低求職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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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訊息的可信度，故後續研究在探討職缺選擇的研究時，應考慮正面訊息呈現比

例可能會帶來之影響。 

綜合上述，當兩類屬性差距皆大之情況，雖然產生期望理論未能預測的現

象，但是對求才企業而言，意味著，要提升求職者接受低薪工作的意圖，或是要

讓求職者接受低薪工作，不必然需要同時提升關係類和成長類職缺屬性，而根據

本研究結果，僅凸顯低薪職缺的關係類屬性、或成長類屬性，即能產生對低薪之

補償效果，影響求職者職缺選擇決策。 

貳、求職者個人特性對低薪職缺接受之調節效果 

除了探討屬性間補償效果，過去研究也發現個人特性亦會影響職缺選擇意圖

與工作選擇決策 (Behling et al., 1968)，本研究根據生存-關係-成長需求理論，探

討個人的親和需求和成長需求，於屬性間補償效果中所扮演的調節角色。研究結

果發現，求職者的親和需求，對關係類屬性差距與職缺選擇並無產生調節效果，

本研究認為可能原因如下：(1) 全距受限 (Restriction of range) 的影響：由於本

研究受試之親和需求變異程度 (標準差僅為.43) 有限，當求職者間親和需求程度

差異不大時，致使統計分析並未達統計顯著意義；(2) 統計檢定力不足：發現統

計檢定力僅達 .25，推測可能是因為效果量太小或是樣本數太少之原因導致，結

果推論為前者較為合理，因為進一步計算效果量之指標發現此交互作用項的效果

量的確偏低 (Partial Eta Squared 值為.01)，此外，基於相同樣本數下，其他的交

互作用項仍然達到顯著，因此推論此假設應為效果量太小，造成統計檢定力太

低，故無法達到顯著影響；抑或者是因 (3) 高親和需求者，傾向與他人建立良

好關係，但是在職缺選擇的情境中，若無法建立與同事、上司之良好關係時，高

親和需求者仍然可以透過其他人際情境中 (如：家人、朋友)，與他人建立良好

關係，同樣可以從中獲得親和需求之滿足，故親和需求對關係類屬性與職缺選擇

較難以產生調節之影響，後續研究可以深入探討此現象。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

蒐集不同特性的樣本，例如選取北、中、南區公私立大學的應屆畢業生，讓求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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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親和需求有較高的變異性，應有助於釐清親和需求的調節效果。 

此外，本研究雖未提出相關假設，但是實驗結果發現，親和需求與成長類屬

性差距之交互作用，對職缺接受有顯著的影響，亦即當求職者本身親和需求愈

高，並且當職缺間成長類屬性差距愈大，求職者愈有可能會接受以及願意選擇低

薪職缺；而當求職者本身親和需求愈低，即使職缺間成長類屬性差距愈大，亦不

易產生互補效果，影響求職者接受與願意選擇低薪職缺的可能性。在訪談中也曾

有高親和需求 (低成長需求) 的受訪者表示，在面臨低薪職缺關係類屬性較不

好、成長類屬性較好，以及高薪職缺關係類屬性較好、成長類屬性較不好，該名

受訪者最後選擇接受低薪職缺，該受訪者表示這是第一份工作，而且不太可能一

輩子都待在同一家公司，所以短暫期間內，即使跟上司關係沒有那麼融洽，其實

並沒有關係，因為還年輕，所以希望藉由第一份工作，能有多一點的訓練和多一

點的挑戰，可以學到東西，增加自己的競爭力，等到將來跳槽以後，再找與同事

間相處融洽的工作。 

Slaughter 等人 (2006) 認為職缺屬性的確會影響應徵者對於職缺選擇的決

策，但是求職者的個人差異，也會使得每人對於職缺屬性有不同之重視程度，因

而影響決策。當求職者獲得多個職缺時，不同職缺所具備之特性，將成為求職者

評估和比較的基準，但當求職者面對愈相似的職缺 (或稱 tough choices) 時，愈

難以在這些職缺機會之中抉擇，此時，求職者的個人差異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

影響他 (她) 對於某些職缺因素的重視程度 (Highhouse & Hoffman, 2001)。所以

本研究根據期望理論，除了親和需求外，也討論成長需求於相對應屬性之補償效

果中所扮演的調節角色，研究結果發現，求職者的成長需求，對成長類屬性與職

缺接受之關係的確有調節效果存在，亦即重視成長需求的求職者，當低薪職缺的

成長屬性愈優於高薪職務，接受低薪工作機會的意願的確有顯著的提升。 

若求職者成長需求愈高，由於個人愈重視出缺職務的成長類屬性，愈會希望

找到可以發揮自己技能的機會或是有挑戰的工作，故當職缺間成長類屬性差距愈

大 (亦即低薪職缺愈能夠提供訓練機會與良好的工作特性)，個人需求與職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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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屬性愈一致時，重視成長需求的求職者，愈願意接受並選擇低薪職缺；相反地，

若求職者成長需求愈低，由於其並不那麼重視職缺是否可以提供成長環境或是具

有意義性，因此即使低薪職缺能提供愈好之成長屬性，求職者也不會受到太大影

響，故低成長需求者不太會願意選擇與接受低薪職缺。這呼應過去探討求職者職

缺選擇決策的一個重要假說：主觀因素假說 (Subjective factor theory)，強調求職

者會選擇愈能夠滿足自己需求的公司，當其決定接受職缺與否，會依據職缺特性

和個人差異之間的一致程度 (P-J fit)，做出接受職缺與否的決定 (Behling et al., 

1968)，也就是說，當職缺屬性與個人的需求愈一致，應徵者愈會選擇該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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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理意涵 

一、求職者在招募末期與招募前期，考慮的職缺因素是不一致的 

過去文獻與訪談資料均佐證，在招募末期 (如：進行多個職缺選擇) 與招募

前期 (如：是否會投遞履歷、是否會願意參加面試等)，求職者考慮的職缺因素

並不一致 (Turban et al., 1993)。此外本研究透過訪談結果亦得知，大部分求職者

在面臨投遞履歷階段，主要會著重組織特性等因素 (如：公司規模、公司文化、

公司地點)，而到職缺選擇階段，則會開始重視薪資條件、發展機會、人際環境

等職缺特性，本研究整理相關結果，以供後續研究深入探討，請見表 5-1。像是

有受訪者表示，他的同學一開始都會覺得自己能力不錯，所以想去嘗試大公司投

遞履歷，因為其企業形象較好，但是大公司會有一套徵才流程，感覺要去和很多

人競爭，而且因為很多人去應徵，所以比較不會在乎求職者的感受，例如很多公

司參加面試完都沒有通知，連感謝函都沒有，除非自己打電話去問結果，像是他

有收到華碩公司的面試邀請函，但沒有去參加，反而因為工作本身的特性 (如：

未來發揮空間、與未來主管已建立良好關係)，最後選擇小公司所提供的職缺。 

因此對於求才企業而言，瞭解求職者在最後職缺接受階段，主要是依據何種

因素來加以選擇，更能夠在招募甄選過程中，主動影響求職者的職缺選擇決策。

本研究主要是依據 ERG 理論的架構，將職缺屬性予以精簡分類，然而若要更精

確找出特定之重要屬性，建議求才企業可透過招募甄選管道，進一步去分析。舉

例來說，各企業藉由徵才博覽會、或是求職者要投遞公司制式履歷時、甚至是甄

選面談開始前等不同招募管道，請求職者填寫幾題關於職缺選擇之題目，以瞭解

大部分應徵本身企業的求職者，主要會依據什麼因素，來選擇最後的職缺，以後

在進行任何招募甄選活動時，即可以針對那些重要屬性予以強調。 

Barber(1998)主張透過直接測量法 (Direct Estimate; DE)，找出求職者最偏好

的職缺特性，就是直接詢問他們認為最會影響自己職缺決策的因素，例如：薪水、

企業聲望、離家遠近、升遷管道等因素，但是可能的限制就是求職者所選出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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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不一定就是他們實際面臨決策時會考慮的因素，甚至會有作假的情況產生，

故改善方式就是詢問求職者，大多數人在面臨職缺選擇時，會考慮哪些因素，而

較容易獲得正確的資訊，題項舉例為「請問您認為在最後職缺接受階段，影響大

多數人決策的主要因素為何 (可複選，最多五項)？ (1)薪資水準、(2)未來同事關係、

(3)未來上司關係、(4)訓練機會、(5)工作特性、(6)通勤時間、(7)企業聲望、(8)

組織文化、(9)升遷機會、(10)其他          」。 

 

表 5-1  求職者(大學應屆畢業生)在不同招募過程之決策因素 
招募

階段 
招募初期 

(是否投遞履歷) 
招募中期 

(是否參與面試) 
招募末期 

(是否接受職缺) 
求 
職 
者 
考 
慮 
因 
素 

1. 公司規模大小 
2. 公司地點(通勤時間) 
3. 公司文化 
4. 公司產業 
5. 獲得後續招募活動之

機會大小 2 

1. 工作內容(是否有興趣)
2. 其它因素相似於招募

初期 3 

1. 薪資水準 
2. 工作發展性(如：挑戰

性、訓練機會、外派可

能性) 
3. 主管和同事氣氛 
4. 公司地點(通勤時間) 
5. 升遷機會 

註 1：以上資訊整理自本研究訪談結果，列出受訪者認為最重要的前五項因素，

當該因素愈佳時，則求職者愈有可能投遞履歷、參與面試以及接受職缺 
註 2：求職者認為若是獲得後續招募活動之機會愈大，則愈有可能投遞履歷 
註 3：大多數受訪者皆表示，只要是自己主動應徵的公司，如果獲得面試邀請，

就一定會參加，故其考慮之因素相似於招募初期 

 

二、求才企業在招募甄選過程中，可以強調自己相較其他公司，在

關係類職缺屬性或成長類職缺屬性上的優勢，以削弱薪資水準

的影響，促使求職者接受低薪職缺 
求才企業在招募甄選過程中，可強調自己相較其他公司，在關係類職缺屬性

或成長類職缺屬性上的優勢，亦即揭露自己公司愈好的關係類 (成長類) 職缺屬

性之資訊，以削弱薪資水準的影響，促使求職者接受職缺，這正呼應了 Rynes

與 Barber (1990)的論點：資源有限的求才企業，愈會採用提升非經濟誘因的策略

吸引求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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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研究之後續訪談，受訪者也分享許多寶貴的經驗，本研究建議求才企業

可藉以下幾個管道，強調良好的關係類 (成長類) 職缺屬性： 

(1) 徵才說明會：求才企業可以透過實例，陳述公司內的同事關係、上司關係，

並與其他公司比較，甚至於會場中真實反映出同事與主管間和樂氣氛，均有

助於求職者瞭解該公司的關係類屬性；此外，求才企業除了呈現成長類屬性

之資訊，如提供員工個人化的訓練計畫、工作本身較具有挑戰性與自主性

等，也可藉由與求職者背景相仿的員工現身說法 (例如：畢業校友)，更讓

求職者留下深刻印象，以削弱低薪的負面影響。 

(2) 甄選面談：透過此一過程，求才企業可傳遞出該職缺的同事與主管間互動關

係之訊息，如內部員工的工作情形、臉色表情與接待態度，或是主管本身的

特質、價值觀以及領導方式，均會影響求職者對於同事與上司之印象；求才

企業可主動告知關於工作特性和訓練機會等成長類屬性之資訊，例如：工作

本身的挑戰性和自主性，以及公司所提供之訓練課程與個人訓練計畫等，並

且告知求職者不應僅考慮薪資水準，以長期觀點來看，而應著重在可以有較

多學習與成長之機會，以提升自己的就業競爭力，藉此來降低薪資的影響。 

(3) 員工推薦：受訪者大多提及會透過關係，詢問是否有人在相關產業或是公司

工作，藉以瞭解職缺資訊 (如：學長姐、同學以及親友)，故求才企業可藉

由員工推薦的方式，鼓勵員工多與親朋好友宣傳自身公司，傳遞公司好的關

係類(成長類)屬性，將能吸引更多人前往任職。 

(4) 網路資訊：現今科技發達，多位受訪者亦提及藉由網路可收集到許多資訊，

建議求才企業之行銷部門或是人力資源部門，透過在某些網站上，回答網友

對於公司氣氛或文化之詢問，進而宣傳公司的關係屬性；此外，求才企業亦

可以在企業網站或人力銀行網站上，除了說明公司基本訓練資訊，亦可呈現

個人化訓練計畫，像是繪製職涯訓練規劃圖，或請員工透過影音或文字的方

式，分享訓練給予他們的協助，以及工作所面臨到的挑戰性、意義性等，均

有助於提升應徵者接受低薪職缺之意圖和決定。 



 

- 67 - 
 

三、求才企業在招募甄選過程中，依據求職者的成長需求程度，進

一步強調自己相較於其他公司，在成長類職缺屬性上的優勢，

以期能彌補低薪的影響 
根據形象理論 (Image theory) 的論點 (Smith & Hitt, 2005)，個體的原則 (例

如：價值觀、目標、偏好等) 與決策選擇的關係愈一致 (Compatibility)，個體愈

有可能選擇該決策，也就是說，當職缺屬性與應徵者的需求取向愈一致，應徵者

愈有可能選擇該職缺。此外，根據個人與工作契合的觀點 (Kristof, 1996)，也認

為當求職者面對多個工作機會時，將會產生相對適配的現象，亦即不同的職缺對

求職者 (個人) 的適配程度不同，求職者將會選擇相對配適度較高的職缺。 

因此本研究藉由訪談結果，建議求才企業可以藉由瞭解求職者本身的成長需

求，適時於招募甄選過程中，揭露求職者所重視的資訊，因而提升求職者接受該

職缺的可能性。實際作法可以是當一開始進行人員招募時，先透過人力銀行篩選

求職者的履歷表，之後要邀請求職者參與甄選筆試或是面談前，以電話或信件，

要求求職者至某一地點，或透過網路施測方式 (例如：企業網站)，瞭解求職者

之成長需求，再於後續甄選過程中，適時揭露該職缺的成長類職缺屬性之資訊，

因此即使企業所提供的薪資水準無法高於其他公司，但是仍然可以透過此種方

式，以增加求職者願意接受該職缺的意圖。 

四、求職者認為進入求才企業後，前三個月為離職觀察期 

在訪談的過程中，許多受訪者都不認為自己會待在一家公司很久，而以三個

月為一個觀察期。有受訪者表示，若被問到為何工作不到一年就換了三份工作，

他們會說原本是懷抱憧憬的工作，結果發現進去以後，自己並不喜歡，或是一發

現不對勁，趁還沒有畢業很久，就趕快換工作，這樣也不用寫在履歷表上面，如

果面試公司提到，畢業之後的時間在做什麼，就說之前一直都在找工作；另外也

有受訪者表示，如果自己工作不愉快，先熬過一年多拿到錢以後，可以自己跑去

創業，不用一直待在同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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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求職者與求才企業間的關係，並不像以前一樣的緊密，例如：有一受

訪者提及，即使接受了某家公司的職缺，仍然持續參與其他公司的面試，因為她

害怕該公司，某一天打電話來說，明天不用來上班了，所以意味著，此求職者與

求才企業透過面談階段，尚未擁有良好的溝通，而造成即使求才企業給予求職者

工作後 (求職者尚未就職)，求職者仍然擔心自己沒有工作做，因此求才企業除

了透過徵才活動尋找到適合的人才外，也應藉由此過程，與求職者建立良好且互

信的關係，進而提升未來新進的員工留職率，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人力資源管理課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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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邀請受試者閱讀事先撰寫的實驗腳本，雖然盡量呈現職缺的重要資

訊，但與求職者實際考量職缺接受的情況，仍有些許差距，使得本研究結果類推

時，仍受到一定限制。未來研究或許可以採用不同的研究設計，如實地實驗法 

(Field experimental design)，同時確保研究成果的內在效度，又可確保研究情境的

真實性 (Realism)；抑或透過縱貫性研究設計 (Longitudinal study)，釐清求職者

的真實決策歷程；或是採用過去探討職缺屬性對接受意圖之研究，經常使用之政

策捕捉設計 (Policy capturing)，融合本研究的薪資差距，分析各職缺特性彌補薪

資水準之相對影響力。 

其次，參與本研究實驗的受試者，均為某國立大學之應屆畢業生，以女性為

主 (男性應屆畢業生需服兵役)，並且未來一年之內會求職，故研究結果的類推

性上可能會受到限制。但如同蔡維奇等學者 (民 96) 的研究指出，應屆畢業生係

屬於攸關樣本，其求職和決策歷程與真正求職者相仿，然而，研究結果能否適用

到不同特性的對象，例如：具工作經驗的轉職者、待業者等，仍需待後續研究加

以證實。 

最後，本研究根據次級資料，設定職務類型與所屬產業，雖然提升了實驗真

實性 (Realism)，但卻使得研究成果之類推性，侷限於外商銀行之行銷企畫人員，

後續研究採用不同產業之行銷企畫人員，抑或是同產業之不同職務為實驗腳本之

場景，探討產業與職務類型是否影響職缺屬性對薪資水準之補償效果 (Rynes, 

Schwab, & Heneman, 1983)，應更能提高本研究結果的外部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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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未來研究建議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更全面且廣泛地探討職缺屬性之補償效果。隸屬於生存、

關係和成長類的職缺屬性相當廣泛，本研究僅挑選薪資水準、上司、同事關係、

訓練機會與工作特性，而且本研究之控制變項 (如企業聲望、通勤時間、組織文

化以及升遷機會)，或許也是補償薪資水準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議研究者可以包

含更多職缺屬性，例如：生存類職缺屬性中，除了薪資水準，也應包含獎勵制度、

員工福利、工作保障等其他因素。 

此外，各屬性之內涵也可能探討不足，例如：「訓練機會」包含的範疇很廣，

像是訓練時數的多寡、訓練課程種類、訓練方法等，但本研究僅操弄「多種訓練

課程與方式，並且會給予員工個人之訓練計畫」，建議後續研究可以更加細緻地

分析各重要職缺屬性之內涵為何，例如「同事關係」，是著重同事間相處融洽、

工作氣氛和諧，或下班後的私人互動？這些不同的內涵，是否如同本研究之結

果，產生補償薪資劣勢之效果，也是值得未來研究加以探討。 

最後，本研究以預試結果與次級資料做為設定高低薪職缺薪資水準之依據，

於腳本中設定低薪職缺的薪水為 27,000 元，而且採用預試結果 (薪資差距大為

5,000 元)，設定高薪職缺的薪水為 32,000 元，然而因預試樣本較少，且侷限於私

立大學之商學院應屆畢業生，取得之數據可能未能反映絕大多數的大學應屆畢業

生之意見，未來應該收集更多樣本。此外，或許可以採取不同的薪資差距，例如：

相差 2,000 元、3,000 元或 5,000 元等，更可細膩地探討對職缺屬性的相對補償效

果之影響；甚至，可以設定不同的起薪點，像是低薪職缺設定為 23,000 元、25,000

元或 30,000 元，探討不同起薪點，是否也會影響職缺屬性之補償效果。 

此外，本研究經由過去文獻，主張求職者在面臨職缺選擇時，皆會重視薪資

水準的差距，而且採用實驗設計，將受試者隨機分派至各組，所以研究結果並不

會受到求職者個別差異之影響 (例如：與生存類職缺屬性相對應的個人特性)，

但是本研究也認為重視生存類職缺屬性之個人特性，也是一個潛在且有趣的調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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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可能也會對職缺屬性間互補效果產生影響，因此建議未來研究可以加入物

質主義 (Tsai & Yang, 2007) 等個人特性，來了解其在其他職缺屬性對於薪資水

準之補償效果中所扮演的角色。舉例來說，高物質主義者十分重視薪資水準，因

此即使低薪職缺其他的關係類 (成長類) 職缺屬性愈好，也不能補償薪資水準的

負面影響；而對於低物質主義者，則會很容易產生補償效果，因為薪資水準在他

們進行職缺選擇時，並非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極有可能會因為其他好的職缺屬

性，而選擇低薪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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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結語 

本研究證實，較佳的關係類屬性或成長類屬性，的確能補償低薪對求職者接

受意圖和決策的負面影響，使得求職者願意接受低薪職缺；求職者之成長需求也

會讓成長類職缺屬性之補償效果更加明顯；凸顯關係抑或是成長類職缺屬性，也

能有效產生補償效果。建議求才企業可以適時於招募活動中，傳遞非金錢性職缺

屬性之資訊，瞭解求職者之個人特性，以削弱薪資水準的影響，進而提升企業吸

引人才和增進招募活動之效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