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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管理評論》跨領域質性研究特刊 徵稿 

學術環境正悄悄而全面地改變著，由產業界到學術界都掀起了百家爭鳴的風潮。除了統計驗證型研
究外，學術界也開始以更包容的心胸來看待「研究」。舉凡實驗型行為研究、紮根理論、詮釋分析、
女性主義、歷史追溯、實務導向研究、行動研究、民族誌法等，各種質性研究的方法已經廣為學者
所接受。質性研究社群也漸漸興起，更多精采作品已經悄悄浮現在主流期刊中。這些作品受到審查
時，也不會因為沒有「假說」（hypotheses），或者必須要提出「通則」（generalizable laws），而
受到質疑。質性研究在台灣已經漸漸成熟，慢慢成為小眾中的主流。 

驅使這股新浪潮，是學者對管理實踐的日益重視。統計研究固然可以驗證已知原理，了解兩
個變數之間的關連。但是，這樣的研究卻不易與實務結合，也難以橋接產學的鴻溝。管理學者，在
某種程度上，有點像工程或醫學，必須參與實務、搜集現場資料、觀察現象的內幕，才能琢磨出擲
地有聲的理論，對管理實務產生深遠的貢獻。在過去，學術界一直未能對這類研究投入足夠的重視。
也因此，這類實踐型的作品除了出現在優質國際期刊外，在國內並不多見。雖然近年來，也有少數
學術期刊鼓勵撰寫教學案例，但是這種教學型案例比較著重實務的描述，尚未能深入剖析實務，建
構一套知識體系。 

有鑑於此，《中山管理評論》希望鼓勵更多學者投入以實務為基礎的學術作品，也讓更多學者
有信心投入跨領域研究。透過此「跨領域質性研究特刊」，我們能吸引更多優質作品，凸顯實踐型
的知識、深入的思辯以及發人深省的理論。本特刊更希望讓海內外的質性研究者開始有一個交流的
園地。 

「跨領域質性研究特刊」有兩大目標。第一，我們希望能涵蓋各種不同的質性研究，像是實
證型個案研究、敘事分析、行動研究、紮根理論、民族誌、脈絡理論、符號學、實務理論、行動研
究或者詮釋型研究等各類質性研究方法。第二，我們希望邀請跨領域的作品投稿，像是創新與醫學
的跨界，設計與知識管理的跨界，或是組織行為與女性主義的跨界。我們歡迎各領域與管理結合的
主題，舉凡一般管理（如組織行為）、財經會計、資訊管理、生產管理、行銷管理、國際企業、科
技管理（創意、創新、創業）等專業主題，或生技、教育、媒體、設計、藝術、文創等跨域議題，
都是本特刊熱烈邀請的作品。但是，這並不是說所有的作品都必須得跨界。本特刊不只歡迎跨界研
究，更歡迎各類原創型的質性研究作品。 

【投稿規定】 （僅適用於本專刊） 

1. 來稿請以電郵寄至以下信箱： mgtreview.nsysu@gmail.com，並於電子郵件之標題上註明「跨
領域質性研究特刊」。稿件請用 Word 6.0 以上版本編輯，並以 Word 電子檔型式儲存。 

2. 同時，請列印一份稿件書面資料，寄到「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九樓 912，國
立政治大學商學院，科技管理研究所，跨領域質性研究特刊編輯室」收。若有任何疑問，請
電郵 mgtreview.nsysu@gmail.com 洽行政編輯廖啟旭博士詢問。 

3. 投稿文章全文請以三萬字為限（含圖表及摘要），未符規定者，恕無法受理審查。致謝詞或國
科會計畫編號等資訊，請附於作者聯絡表中，勿呈現於匿名文稿中，以利公正審查。稿件格
式請參考本刊「稿件格式說明」（見附件一）。本刊對撰寫格式與內容擁有修定權，以保持一
定之編輯水準。請參考 http://mgtr.cm.nsysu.edu.tw/WWW/invite.aspx 

4. 本專刊不收取投稿處理費用。入選刊登時，也不收取刊登行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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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投稿必須為尚未發表且尚未授權給第三者之原始著作。稿件錄取時，所有作者皆須同意簽署
將其著作財產權讓與給《中山管理評論》。請於接到入選通知後一周內，提供附件二（著作財
產權讓與同意書）以及附件三（著作權聲明書）。以上兩份同意書請自行影印，以簽名原稿正
本連同稿件寄給本刊。若無法取得簽署者，恕本刊無法刊登。 

6. 錄取之稿件除繳交書面檔案外（格式請見本刊網頁1），亦請電郵稿件電子檔，以便利編輯部
進行校稿作業。完稿之信封袋內必須包含以下文件，以便安排出刊事宜：  

甲、	 文稿紙本兩份（格式見附件一）。 

乙、	 彙整作者聯絡表一份，記載作者完整之中英文名稱、服務單位及聯絡方式。 

丙、	 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一張（參見附件二）。  

丁、	 著作權聲明書一張（參見附件三）。  

戊、	 也 請 將 全 文 電 子 檔 ， 於 信 件 標 題 註 明 「 跨 領 域 質 性 研 究 特 刊 」， 以 電 郵 寄 到 ：
mgtreview.nsysu@gmail.com。 

【重要時程】 

稿件開始受理：  2013年5月起 

第一次工作坊：  2013年6月29日（請預先保留時間，若有更動另通知。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 

初稿截稿日：  2013年9月25日 

公佈入圍論文：  2013年12月27日前 

第二次工作坊：  2014年1月10日（請預先保留時間，若有更動另通知。地點：政治大學商學院） 

複審稿截稿日：  2014年3月31日  

公佈入選論文：  2014年6月25日 

完稿送返編輯：  2014年7月25日 

【工作坊】 

本特刊特別安排兩場研討會以服務作者。第一階段工作坊提供所有對本專刊有興趣的學者，內容在
介紹質性研究方法論與評審作業程序。本刊將邀請資深學者分享發表經驗，也將分享各類型質性研
究之經典範例。第二階段研討會提供初審入圍作者能夠相互交流，並邀請資深學者指導，提供論文
修訂建議，以協助作者發展出優質學術作品。 

【特刊編輯群】 

特刊客座主編 

蕭瑞麟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1 http://mgtr.cm.nsysu.edu.tw/WWW/invi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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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顧問群（依筆劃排序） 

于卓民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王純國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林福仁 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管理研究所 

洪世章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陳世哲 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 

蔡敦浩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蔡舒恒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核心評審委員群（依筆劃排序） 

文馨瑩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朱柔若 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 

朱彩馨 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余曉雯 暨南大學比較教育學系 

吳芝儀 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李怡慧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群 

李慶芳 實踐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侯勝宗 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徐宗國 台北大學社會學系 

許瑋元 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陳蕙芬 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系 

彭玉樹 東華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黃世禎 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歐素華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編輯群任務說明】 

本特刊之編輯委員分為三個任務小組。第一組為「特刊顧問群」，由資深學者組成，負責指導本特
刊之編輯方針、入圍稿件評選諮詢、協助推廣特刊徵稿以及協助策劃研討會。第二組為「核心評審
委員群」，除負責稿件之專業評審外，也會依照任務擔任副主編角色，負責尋找二至三位評審，回
報特刊編輯部備核，以及控管論文審查進度。副主編之角色也包括撰寫審查總評，約一至三頁，仲
裁衝突性審查意見以及平衡修定事項，維持審查品質與公平性。第三組為審查委員，由核心評審委
員群與顧問群推薦，並由編輯部統籌審查事宜。審查委員評核論文品質以及提供具體修訂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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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山管理評論稿件格式說明 

一、來稿應包括封面頁、政策與管理意涵頁、摘要頁、正文、參考文獻、或附錄，並請依順序編入
頁碼。 

二、封面頁包括論文中英文題目、作者中英文姓名及服務機構、地址、聯絡電話、傳真、及 E-mail
地址，並明確說明投稿之通訊作者，作為後續聯絡之對象。(通訊作者請以一個 * 表示，並於封面
頁下方註記如下： 

中文論文：* 通訊作者：姓名，英文論文：* Corresponding author : name) 

三、「政策與管理意涵頁」請以最簡明的中文介紹該篇論文所引伸出來的管理意涵，說明該論文於
實際執行面之價值，供實務界人士參考，字數限為七百～八百字。 

四、摘要頁應包括中英文論文題目、摘要及中英文關鍵詞 (五個為限)。摘要內容應扼要說明研究問
題與目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發現，文長不超過三百字。 

五、正文格式 

論文題目為 16 點字型，分節標題為 14 點字型，內文則一律 12 點字型。說明如下： 

  (一) 段落標明方式 

    1. 以中文撰寫者，段落標明方式如下： 

 

 

 

 

 

 

    2. 以英文撰寫者，段落標明方式如下： 

 

 

 

 

 

    3. 中文內文字體一律為 12 點細明體，英文內文字體一律為 12 點 Times Roman。 

  (二) 註釋 

    請盡量避免，以簡化版面，若有必要，不論中英文，請附註於當頁下方（foot notes）。 

  (三) 文獻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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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文中引用文獻之格式如下： 

【例 1】近年來有關這方面的探討逐漸受到重視，尤其在有關組織行為與人事管理研究
領域中「組織承諾」 (Organization Commitment) 是常被學者們提及的重要概念之一 
(Streers, 1977; Mowday et al., 1982; O'Reilly & Chatman, 1986; 黃國隆，1986)。 

【例 2】Olson (1977) suggested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use price to infer product 
quality when judging an expensive product. 

六、圖、表之處理 

  (一) 圖表應置於正文內；表的名稱置於表上方，圖的名稱置於圖下方，並以阿拉伯數字依序編
號，區分不同之圖、表。 

  (二) 對圖、表之內容（如表中之符號）需要做簡要說明時，請置於圖、表之下方。 

七、參考文獻：中文文獻列於前，按姓氏筆劃排序；英文列於後，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中文參考
書目之年份可用民國歷年或西元歷年，但應一致。英文文獻格式如下： 

  (一) 書籍 

【例 1】 Zeleny, M., 1982,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Making, 3rd, New York: 

McGraw-Hill. 

【例 2】司徒達賢，1999，策略管理，二版，台北：遠流出版社。 

  (二) 期刊 

【例 1】James, E. H. and Wooten, L. P., 2006, “Diversity Crises: How Firms Manage 
Discrimination Lawsuit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49, No. 6, 1103-1118. 

【例 2】張玉山、吳浚郁，1993，「利益分配機制的特性與作法」，中山管理評論，1卷
1期：115~152。 

  (三) 編輯書中的章節 

【例 1】LeBlanc, L. A. and Jelassi, M. T., 1993, “DSS Software Selection: A Multiple 

Criteria Decision Methodology” in Sprague, R. H. Jr. and Watson, H. J. (ed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Third Edition, Ea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200-225. 

【例 2】林清山，1978，「實驗設計的基本原則」，收錄於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上冊，
楊國樞等（編），87~130，台北：東華書局。 

  (四) 博、碩士論文 

【例 1】Stephens, P., 2001, Small Business and High Performance Management Practices,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例 2】賴文彬，1982，製造業生產過程成本與效率之分析，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五) 學術研討會論文 

【例 1】Karduct, A. P. and Sienou, A., 2004, “Intellectual Asset Management for 

Collaborative Business Support. ”,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Shanghai, China.  

【例 2】胡國強、吳欽杉，1988，「企業推廣教育學員參與程度及成效評估之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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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管理教育研討會論文集：46~50。 

 

  (六) 討論稿（Working Paper, Manuscript） 

【例 1】Angelctos, G. et. al., 2004, “Information Dynamics and Equilibriam Multiplicity in 

Global Games of Regime chan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w11017, National Burean of 
Economic Recearch.  

【例 2】Davis, L. R., Soo, B., and Trompeter, G., 2005, “Auditor Tenure and the Ability to 

Meet or Beat Earnings Forecasts.” Working paper, Michig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例 3】陳月霞，1992，台灣共同基金之投資期限及風險係數，討論稿，國立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No. C9201。 

  (七) 網頁 

【例 1】Economist, 2005, “Bubble 2.0,” http://www.ladlass.com/ice/ archives/010206.html/, 

accessed on October 18, 2008. 

【 例 2 】 孫 立 平 ， 2004 ，「 利 益 時 代 的 衝 突 與 和 諧 」， http://www. 
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zt/2004zmnztk/, accessed on December 30, 2007. 

  (八) 英文中譯書 

【例 1】周旭華譯，Michael E. Porter著，2007，競爭策略：產業環境及競爭者分析，
初版，台北：天下文化事業公司。 

【例 2】林彩華譯，Michael Hammer and Steven A. Stanton著，1996，改造企業Ⅱ，確
保改造成功的指導原則，初版，台北：牛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九) 其他 

【例 1】中國時報，1990，「慎選考試委員、健全考銓制度」，7月 25日，3版社論。 

【例 2】李政霖，1990，「轉換公司債應瞄準法人機構遞招」，中國時報，7月 25日，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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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著作財產權讓與同意書 

 

茲同意投稿《中山管理評論》之著作                                    
                                                            
                                                            
若經《中山管理評論》接受予以刊登，其著作財產權屬於《中山管理
評論》所有，並同意《中山管理評論》，或其授權之第三者，在不違反
作者著作人格權之情況下，進行重製、加值、數位化、儲存及透過電
腦網路或其他方式廣為流傳。 
 
 

 立書人姓名 身份證字號 簽    名 

1                                          

2                                          

3                                          

4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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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中山管理評論》著作權聲明書 
Sun Yat-Sen Management Review 

論文題目： 

作者：  

    茲聲明投稿至《中山管理評論》之上述著作係立書人之原創性著作，或已由立書人向原著作權
人取得合法授權，立書人並擔保本著作未含有誹謗或不法之內容，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
權之情事。如有違反，立書人經《中山管理評論》通知後，願出面承受上述違法情事之請求或訴訟，
並聲明與《中山管理評論》無涉。 

 

    立書人同時保證本著作並未投稿至其他出版機構，立書人未正式來函通知《中山管理評論》撤
回投稿前，不會投稿至其他出版機構。如果本著作為二人以上之共同著作，下列簽署之立書人
已通知其他共同著作人本聲明書之條款，並經各共同著作人全體同意，且獲得授權代為簽
署本聲明書。  

 

此致 

  中山管理評論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代表所有作者 □ 是 □ 否)＊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機：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多人合作之著作，若立書人不代表所有作者，則請合著者在下面簽名同意： 

 

合著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