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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如是說
方法課程就像是地圖學，像是教一群沒有爬過山的人去看登高地形圖。



新的研究方法

舊的研究方法

新的研究題目舊的研究題目

研究方法與問題



適切的研究方法
Proper Methods

非適切的研究方法
Improper Methods

滿意的發現
Satisfied Result

非令人滿意的發現
Unsatisfied Result

研究方法與結果



初次踏上科學研究沙場的新兵，往往感覺到一時之間難以找到合適的
科學方法投入研究。的確，初期研究的障礙，多來自缺乏研究方法。

（伊萬·彼得羅維奇·巴甫洛夫）



研究人員可能面臨以下問題

•「如何設計我的論文研究計畫？」
•「什麼是對數線性模型？」

（General Log-Linear model）
•「焦點團體訪談法如何應用在我的研究中？」

（Focus group interview）
•「我要如何執行多屬性評估？」

（multi attribute evaluation）





●第一本研究方法相關的期刊
•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Journal – 1972

●第一本研究方法相關的參考書籍
• The Handbook of Evaluation Research – 1975

●第一套研究方法系列叢書
•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 1977

關於Sage出版社…



社會科學量化方法應用系列叢書

•小綠書系列-1977
•Quantitative Ap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 全球超過200萬本的銷售量



社會科學質性方法應用系列叢書

•小藍書系列-1986



什麼是SRM？

SRM是SAGE Research Methods
的縮寫。是一個專注於研究方法的
系統性工具，指引並幫助研究進行。



SRM 的優勢

•方便瀏覽跟查詢
•跨不同型態資料
•可信度高的資源

•資料來源的廣泛度



SRM協助您
按部就班完成研究計畫



• SAGE Research Methods helps you design 
research projects, understand or identify new 
methods, conduct research, and write up your 
findings

• Over  900 titles and 220,000 pages of methods, 
book, journal and reference content
• Little green Books, Little Blue Books

• Bespoke research tools
• methods map, project planner, which stats test, 

reading lists

• Exclusive collections
• case studies, datasets, video

開始研究計畫



選擇研究方法



按部就班進行研究計畫



如何做文獻評閱？



撰寫literature review 

•利用瀏覽或搜尋查找撰
寫的注意事項與方式



投稿前準備事項清單

• READ the manuscript submission guidelines
• Referencing style
• Word limit
• Title, abstract, keywords
• Conventions of academic writing
• Supplemental data?

• Proof read

• Cover letter



投稿前注意事項

• Obtain permission for all copyrighted material

• Authorship / Acknowledgment

• Full disclosure
• Funding statement 
• Conflict of interest

• Plagiarism 

• Duplication

• Journal Contributor’s Publishing 
Agreement

Copyright 
and 

Ethics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

http://publicationethics.org/


增進投稿成功率的訣竅

• English language editing services

• Links to author guidelines

• Tips to help readers find your 
article:
• Importance of search engines
• Repeat key phrases in the abstract
• Get the title right
• Choose key words carefully

• Steps for authors post acceptance

• Tips to promote your paper
• Using social media

• FAQs

SAGE Author 
Gateway



更多相關資源

https://uk.sagepub.com/sites/default/files/how_to_get_published.pdf

Two-page 
free guide on 

the SAGE 
website



SRM能幫助我什麼？

1 簡介研究方法

2 選擇統計方法

3 開始進行研究

4 重新檢視研究



如何使用「研究方法資料庫」

熟悉環境 探索方法 檢視學習

01 02 03



01
熟悉環境





Systematic review

































02
探索方法



方法地圖
Methods Map



















Reading Lists

閱讀書單











Project Planner

專案規劃















Which Stats Test

統計方法選擇









03
檢視學習



工具
選擇

1 瞭解研究步驟
Project Planner

2 選擇統計方法
Which Stats Test

3 探索研究方法
Methods Map



方法
查找

1 想瞭解問卷調查法

2 認識定義和概念

3 相關案例參考



領域
探索

1 作為歷史學研究生

2 常見的研究方法？

3 相關的說明影片？

4 瞭解更多研究方法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ding!

研究方法資料庫
SAGE Research Methods

飛資得知識服務

論文之路的好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