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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Description Second 2018 

            

科目名稱 

Course Title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課程簡

碼 

Course 

No. 

PPM-552-01-M1 

開課系級 

Dept 

行管碩士班一甲 

 

學分數 

Credit(s) 
3 

時數 

Hour(s) 
3 

選別 

Required or 

Elective 

4-系必 
開課別 

Duration 
半年 第一學期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李有容 

扣考規定 

Attendance Policy 

不執行扣考 

     Attendance not compulsory 

中文課程概要 

Chinese Course 

Description 

本課程主要是藉由對各種不同研究方法的探討與實際應用，培養碩士班學生獨

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能力，為碩士論文作準備，並從理論的探索，幫助學生

瞭解社會科學研究的本質，提升學生對於社會科學文獻的鑑賞及批判能力。 課

程要求 一、研究計劃 50% 研究計畫不得少於 5000 字，至少應包括以下部

份： 1.研究問題的選定 2. 文獻回顧 3.問題的明確化或假設的形成 4.資料蒐

集方法與進行時程 5. 預期研究發現 二、課堂導讀與討論 20% （一）學生輪

流負責每堂上課討論帶領的工作，上課前將該週應讀資料閱讀完畢，上課時利

用 40 分鐘時間向全班簡介閱讀內容，並準備報告及討論提綱，剩下時間帶領

同學討論，書面大綱於報告當週週二中午以前交給老師與同學。有課外補充資

料者將酌於加分。 （二）非當週負責帶領討論同學，每週必須針對該週閱讀內

容，撰寫心得及批判，於上課週二中午前繳交，字數以一千字為限。 三、期末

考試 15% 期末考試將以活用教材內容為主，採課外考試方式進行，老師在一

月二日發放試卷，同學利用一週的時間準備答案，並將於一月九日在課堂上繳

交答案。期末考試有抄襲情形，本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英文課程概要 

English Course 

Description 

By in-depth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f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this course 

aims to (1) equip students with capacity to conduct social research 

independently and coherently and to appreciate literature in the field (2) 

cultivate the interest of and commitment to social research (3) prepare for 

thesis writing and completion of M. A. requirement. While emphasizing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this course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apply different research skills to their studies. 

This course would start with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social science and 

end with the completion of a research proposal, as a stepping-stone to a M.A. 



thesis.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also requested to 

make an oral presentation in the class, to write weekly comments on assigned 

readings and to take a final exam. 

基本核心能力 

/  系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y 

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說明 

公共管理研究

與應用能力 

(1) 培養全方位中高階行政管理人才所需具備的公共管理基本

認知與能力。 (2) 瞭解政府公共事務之運作。 

公共政策研究

與應用能力 

(1) 認識公共政策從制定至執行、評估的過程。 (2) 培養從

事社會科學研究的能力。 (3) 強化對政策議題的批判性思考

能力。 

民主行政研究

與應用能力 

(1) 瞭解民主行政中，公民與行政、立法、司法間之相互關係

的基本概念。 (2) 培養民主政治與行政之思考判斷力。 
 

『註:該課程之核心能力以紅色表示.』 
 

教學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授課方式 

Approach to 

Instruction 

 

成績評定 

Grading 
 

參考書目 

Textbooks and 

References 

 

週次 

Week 

進 度 內 容  

Syllabus 

1(2/25~3/03)  

2(3/04~3/10)  

3(3/11~3/17)  

4(3/18~3/24)  

5(3/25~3/31)  

6(4/01~4/07)  

7(4/08~4/14)  

8(4/15~4/21)  

9(4/22~4/28)  

10(4/29~5/05)  

11(5/06~5/12)  



12(5/13~5/19)  

13(5/20~5/26)  

14(5/27~6/02)  

15(6/03~6/09)  

16(6/10~6/16)  

17(6/17~6/23)  

18(6/24~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