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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员工招募模式研究
高日光
（
江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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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与组织匹配是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招募并留住适合公司发展的人才将是促使

公司维持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优势和根源所在。传统的基于人与职位匹配的招募模式未能考虑组织文化与员工个性特
征的匹配，
从而导致人力资源管理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招募模式综合考虑了人与职位匹配、
人与
组织匹配两个方面。分析了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招募过程，
并对潜在的问题提出了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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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问题的缘起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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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只要找到拥有任职资格所要求的知识、

的招募模式的不足。本文就人与组织匹配的

技术、能力（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ｋｉｌｌ、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ｔｈｅｒｓ）

相关概念出发，深入探讨基于人与组织匹配

的求职者即完成招聘任务。这种基于人与职

的员工招募的过程，并结合企业现实状况，

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全球经济

位匹配的招聘技术既很少考虑工作职位所

对应用人与组织匹配的招募存在的问题提

已逐渐发展成为以知识积累和创新作为促

归属的那个组织的特性，也常常忽视与直接

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进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源泉的经济形式。随

工作要求不相关的人性特征（Ｂｏｗｅｎ，
Ｌｅｎｄ－

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家

基于人与职位匹
ｆｏｒｄ，Ｎａｔｈａｍ，
１９９１）［２］。因此，

与国家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重

配的招聘模式进入公司的员工，既有可能由

心就表现在科学技术的较量上，而科学技术

于对企业价值观、人际关系、组织文化、公司

—人力资
的竞争又集中体现在知识载体——

理念等的不适应而离开公司，也有可能由于

源上。因此，招募并留住适合公司发展的人

个人人格特质与工作职位所要求的特质相

才将是促使公司维持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

抵触而离开公司。这种人员频繁的流动，一

“你可以搬
优势和根源所在。ＩＢＭ 总裁曾说：

方面组织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从事

走我的机器，你可以烧毁我的厂房，但只要

招聘工作，另一方面又严重影响企业组织气

留住我的员工，我就可以再造一个 ＩＢＭ”。由

氛和员工工作士气，甚至导致生产停滞，从

此可见，人才对于公司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

而对组织发展产生屏障。激烈的企业生存竞

作用。公司唯有得到合适的人才，才能帮助

争中，如何培育一群优质的人力资源团队，

组织发挥竞争优势，犹如如鱼得水，而对于

以实现企业愿景与目标，“适才”可能比“英

社会上人才来说，也要找到合适的公司，才

才”
更为重要［１］。这就给人力资源工作者提出

能让他尽情发挥自己的潜能，犹如良禽择良

了新课题：如何招募到合适的员工并且员工

木而栖，猛兽择穴而居。在招聘活动的过程

乐意和长期为组织效力？

中，公司和员工双方都以寻找并选择合适的
“对方”为目的［１］。

基于现实的考虑和人与职位匹配招募
的不足，一种新的员工招募（人与组织匹配）

传统的招聘方式常常根据工作说明书

模式被提出来了。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员工

所指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要求来选拔人

招募模式能够有效弥补基于人与职位匹配

２ 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招募模式概
述
人与组织匹配是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
行为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人与组织匹配研究主要是集中在 Ｃｈａｔ－
ｍａｎ ［３］的人与组织匹配模型（见图 １）下进行
的 。 它 是 基 于 ＡＳＡ（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ｔｒｉ－
ｔｉｏｎ）观点，认为组织吸引与之相似特质的员
工，并选择他们进入组织工作。随着时间的
推移，那些和组织特性不相似或有冲突的员
工就会选择离开组织，从而导致组织的同质
性逐渐增加，
异质性逐渐降低（
如图 １）。个人
特征（人格、价值观）与组织特性（共同价值
观、行为规范）通过双方遴选和社会化来达
到他们之间的匹配。模型指出，人与组织匹
配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组织行为规范
和价值观及个人价值观的改变、工作态度的
改善等。文献中对于人与组织匹配的关系主
要有：以组织文化的匹配探讨人与组织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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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招
募过程分析
３．１

对空缺职位的工作环境进

行全方位的评价与分析
对空缺职位的工作环境进行
全方位的评价与分析，是做好人
与组织匹配招聘的前提条件。这
一分析主要包括以下 ４ 个方面：
配、以目标的匹配来探讨人与组织匹配及以
供需匹配来探讨人与组织匹配等。
由于学者们对人与组织匹配观点的分

（１）组织战略分析：基于组织战略分析
需要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 （行业结构、政
府规章、技术、市场趋势、经济走势）、竞争优

歧，Ｋｒｉｓｔｏｆ（１９９６）提出人与组织匹配的整合

势和劣势的（成本领先战略、集中战略、差异

模型（见图 ２）。Ｋｒｉｓｔｏｆ［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化策略）综合评价。

提出两种匹配的观点：补充性匹配（如箭头
ａ）和互补性匹配（如箭头 ｂ 与 ｃ）。
个人方面的人格特质、价值观、个人目

（２）组织文化分析：对组织文化分析包
括组织价值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
为文化的综合分析。
（３）与职位相关的人际环境分析：对领

氛、组织目标、行为规范之间具有相似性，两

导行为与领导风格、团队组织及团队成员的

者就是补充性匹配。除此之外，两者还存在

性格特点、直接主管与隔级主管的工作行为

需求供给互补和需求能力互补的匹配类型。

与管理风格等分析。

生需求—供给互补，反之亦然。

（４）工作岗位分析：对空缺职位的工作
职责与任职资格要求进行分析，努力找出胜
任该职位所需知识、技术、能
力及其它要求。
经过完整而全面的分析，
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招募工
作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工作。
３．２

根据分析结果，推断胜

任职位人员的素质模型
素质一词是由美国心理

１６４

科技进步与对策·６ 月号·２００６

文章中首次被提出来的。他在文章中
ｇｅｎｃｅ”
指出，运用传统的智力测验来判断个人能力
的高低并由此来预测未来工作绩效是很不合
理的，决定一个人在工作上能否取得好的成
就除了拥有工作所必需的知识、技术及能力
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深藏大脑中的人格
特质、
动机、
性格特点及价值观等等。这些潜
在特质既不能通过智力测验表现出来，也很
难通过普通的面试进行评价。如图 ３ 所示［５］，
显露在冰山上面的知识、技能只不过是冰山
的一角。埋藏在冰山下面的价值观、自我认
知、
个性品质、
动机才是预测个体未来绩效的

标以及态度与组织方面的组织文化、组织气

组织方面提供的资源满足个人需求时就产

学家麦克里兰博士（１９７３）在他的一篇名为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ｔｅｌｌｉ－

重要因素，并且，从上到下的深度加深，这些
潜在于冰山下面的部分就更难挖掘和感知。
素质模型代表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技能、知
识）、想做什么（角色定位、自我认知）和会怎
么做（价值观、品质、动机）的内在特质的组
合。
素质模型构成要素［５］：①知识，指个人在
某一特定领域拥有事实型和经验型的信息，
如操作工了解机器设备运转知识及操作规程
等；
指个体能够有效运用知识完成某
②技能，
项具体工作的能力，技工能够有效运用相关
技术知识熟练操作机器作业；
③社会角色，即
个体在公共场合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和行为风
格；
指个体对自身状态的感知能
④自我认知，
力，
意即具有自知之明。具体来说，
它包括对
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个人的思考、学习、工作
和解决问题的风格，
与人交往的特点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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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角色的合理定位和对待方式等。⑤品

现有一定的预测效果。

职者的工作经历、工作能力、性格特点以及

质，指个性品质，包括气质、性格、兴趣、爱好

（２）纸笔测验：纸笔考试主要用于测量

工作动机进行全面把握；另一方面，求职者

等，是个体环境和各种信息所表现出来的一

个体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技术知识、文书能

也是通过对企业面试地点，面试人员的态度

贯反应，如性格内外向、控制点、气质类型

力、综合分析能力等。纸笔考试在测定知识

以及面试人员所询问的问题等来对公司文

等；⑥动机，指推动个体为达到某种目标而

面和思维分析能力方面效度较高，且成本

化和公司前景作一评价。

采取一系列行动的内驱力，如学习动机强的

低，
但评分较为主观。

（５）情景模拟：情景模拟是通过招聘人

应聘者的汉字拼写方式和风格在某种

员操作控制，模拟现实工作情景，让候选人

程度上代表着其个性特征，这一点往往被招

完成一系列的操作，工作人员考察和测试候

上面的知识技能可以通过后天培养和习得，

聘者所忽略。字如其人、
人如其字，
字与心是

选人处理工作事务和人际关系的能力的人

并且也很容易在普通测试和面试中进行评

。
例如，
招聘文员岗位，
统一的（
杨春晓，２００３）

才测评方法。

人，就会随时随地挤时间看书学习。
关于素质模型还有一点值得说明，冰山

价，冰山下面的角色定位、价值观、自我认

就要求求职者的字迹工整，
计划性（
整篇的排

其具体做法是，根据应试者可能担当的

知、品质及动机是很难通过后天培养和习得

版得体）
强，
没有错字漏字等等。这种基于文

职务（一般而言，情景模拟主要用于对管理

的，它是个体基于遗传和社会化的结果，具

字风格的笔迹心理测验是国外人员甑选的主

者的测评）
，编制一套与该职务实际工作情

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能够有效预测个

要工具之一，
甚至对录用与否具有否决权。

况相类似的测试项目，将应试者安排在模拟

体未来的工作业绩，但是在普通测试和面试
中难以评价。
３．３

通过设计系列测试，
使人与组织都能客

（３）心理测验：安娜斯泰西认为“心理测
验实质上是对行为样本的客观和标准化的

工作情景中，处理各种问题。常见有公文处
理、无领导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即席发言。

测量”。心理测量是以有代表性的少数行为

研究表明情景模拟测验能够获得关于被测

作为全部行为的样本，依据确定的原则进行

试者更加全面和深入的信息，对将来的工作

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招募过程，前两步

推论和数量化分析的一种科学手段。一个良

表现有更好的预测效果。

是招聘前的基础性工作，从这一步开始，招

好的心理测验必须在信度和效度上符合心

真实工作预演：真实工作预演（
（６）
Ｒｅａｌ－

聘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招聘人员通过对空

理测量学的基本要求。心理测验主要用于对

ｉｓｔｉｃ Ｊｏｂ Ｐｒｅｖｉｅｗ，
ＲＪＰ）是通过提供给候选人

缺职位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对企业未来发展

人的心理特性测量，包括心理品质的测量和

有关组织、工作岗位各个方面的信息，包括

特殊能力的测量。

积极有利的和消极不利的信息，安排候选人

观有效地评价其匹配程度

方向、产品竞争策略、组织文化与价值观、公

常见的测验主要有：用于测量智商的

亲临组织，模拟现实工作过程，使他们对未

作职责与未来可能增加的职责、与职位相关

《比纳智商测验》、《维克斯勒智力测验》
、《瑞

来的企业和所要从事的工作形成一个比较

的人际环境、该职位直接主管和隔级主管的

文标准推理测验》
；用于个性测量的《自我兴

现实、全面的以及综合的评价的一种人员测

领导方式和管理风格、公司引进人才的基本

、《艾森克
趣测验》
、《卡特尔 １６ＰＦ 人格测验》

评方法。可见“
现实工作预览”
是企业最大程

要求、该职位的任职资格基本要求等。根据

、《罗夏墨迹测
人格问卷》
、《
ＹＧ 性格测验》

度地降低新员工的消极现实冲击并提高新

这些分析结果，招聘人员进一步对未来能够

验》
、《主题统觉测验》
以及最近流行的《
ＭＢＴＩ

员工的长期工作绩效的有效途径之一。

胜任该职位的员工进行外在和内在、生理和

人格测验》
；用于特殊能力测量的《明尼苏达

３．４

心理的分析，并构建胜任该职位的素质模

文书能力测验》
、《梅尔美术鉴赏能力测验》
、

司高层领导识才用才方针、该职位现今的工

型。做好这两步工作后，招聘人员需要运用
一系列的测试来评价求职者与组织匹配程

等等。
《
一般能力倾向测验－ ＧＡＴＢ》
通过实施系列测验，可以对求职者的心

进入组织后的社会化并融入组织中
找到合适的员工，不代表招聘工作就结

束了，一个完整的招聘过程还需对员工进行
社会化至最终融入组织中。组织社会化是指

理特性的隐性成分予以测量，如人格特质、

个体从进入组织之前的外部人员（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１）履历分析：这是基于过去的经历能

工作动机、心理需求、兴趣爱好、特殊能力

到成为组织功能成员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ｅｍｂｅｒｓ）

够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个体未来工作业绩的

等。这些测量需要施测者具有深厚心理测量

的学习过程（Ｃｈｏｗ，
，这一过程使新员
２００２）

甑选方法。履历分析是根据履历档案中记载

学功底。目前，市场上流行的测量工具鱼龙

工转变为组织的内部人员，融入组织当中，

的事实或证明材料来了解个体的成长历程

混杂，测评者也大都是半路出家，自己还未

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员工组织社会化包

和工作业绩，从而对其知识、技能、价值观、

清楚测量出所以然就随意对他人进行测量

含：①了解组织的价值观、目标和文化；②了

性格等背景初步的了解。这些记载的事实或

和任意评价，
这是不可取的，
甚至适得其反。

解工作团体的价值观、规范和人际关系；③

证明材料是否属实，工作人员还必须对其进

（４）面试：面试是通过招聘人员与求职

学习如何完成工作以及完成工作所需的知

行考证。招募中使用个人履历资料，主要用

者双方进行面对面的观察、交谈和互动，从

识和技能；④产生个人身份、自我形象以及

于初审个人简历，迅速排除明显不合格的人

而收集有关工作信息，了解求职者的基本素

工作动机等相关方面的改变。因此，公司在

员，
从而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

质、工作能力和工作经历以及求职动机的一

度［６，７］。

绝大部分企业招聘人员的时候都会使

种人才测评方法。这种测量方法是招募人员

用这一种选择方法。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

与求职者互动的方法，一方面，招聘人员希

者都认为，履历分析对应聘者今后的工作表

望通过观察并询问一系列问题来达到对求

新员工入职一段时间内，应有计划有步骤地
对其引导和培训。

４ 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招募模式的
潜在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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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与教育

已有的研究表明，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

色适应模式， 易塑造富有创造性的有个性的

员工招募与工作绩效、组织承诺、组织公民

新员工。因此，如果要改善公司员工创造性

行为、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组织信任、组

问题，
可以多采用个体式社会化策略。

织认同、留职意愿呈显著性相关。然而，基于

４．２

人与组织匹配的员工招募也存在一些潜在

不能以静态的眼光看待人与组织的特性以

人与组织匹配测量难度高

及人与组织的匹配，而要以发展、开放的眼

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员工招募关键在

光来评价人与组织匹配的问题，这一工作要

于能够有效测量出求职者特性与组织特性

在人员招募前的组织与环境分析中予以充

组织创新能力枯竭

的相似性。国外在这一方面做得远比我们

分考虑。

的问题。
４．１

人与组织匹配是一个动态匹配的过程，
这就要求企业管理人员和人力资源工作者

基于人与组织匹配的员工招募模式是

好，他们招募新员工都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测

最大限度地保证组织中的个体具有相似的

试，并有心理测量师给予评价。国内测量工

人格特质、年龄特征、价值观、思维模式等。

具大多数还未本土化，如国外相当流行的人

他们拥有相同的优点，也拥有类似的不足 ［６］。

格测验量表－ ＭＢＴＩ，在国内使用基本上是直

Ｄｅｎｉｓｏ（
１９９０）研究表明，内部雇员观点差别

接翻译过来的，其信度、效度问题一直未得

很小的组织在短期内会经营得比较好，但时

到证实。另外，国内外关于人与组织匹配的

间一长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差。

测量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运用目标，有

匹配模式中的互补性匹配可以作为招

的运用价值观，
有的运用供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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