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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
# 课程模块 核心内容 教师 时间
1 方法论导论

科学哲学

介绍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并探讨研究方法论的关键概念。

对本体论和认识论等科学哲学概念进行解读。
马亮 9/12

9/14

2 方法论流派 介绍逻辑经验主义、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

建构主义等方法论流派。
马亮 9/19

9/21

3 研究问题、研究综述与研

究评价

探讨如何提出一个有趣、重要和可行的研究问题。

探讨如何收集文献、述评文献，以及如何评价一项研究的质量和贡献。
马亮 9/26

9/28

4 变量的概念化 讨论概念的定义，以及怎样概念化。 钟玮 10/10

10/12

5 理论与理论构建

因果关系论证

介绍什么是理论，以及如何建构理论。

比较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探讨因果关系的论证方法。
马亮 10/17

10/19

6 变量的测量 介绍变量的尺度、类型、测量方式，以及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钟玮 10/24

10/26

7 实验设计 介绍实验室实验、准实验、自然实验、调查实验等实验设计。 马亮 10/31

11/2

8 调查设计 介绍问卷调查的设计策略和技巧。 马亮 11/7

11/9

9 二手数据分析 探讨二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策略。 马亮 11/14

11/16

10 质性研究设计 介绍民族志、扎根理论、叙事学、现象学、案例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 马亮 11/21

11/23

11 混合研究设计 探讨如何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结合起来使用。 马亮 11/28

11/30

12 研究计划书

论文写作与发表

研究伦理与学术规范

介绍研究计划书和开题报告的撰写技巧。

讨论如何写作、报告和发表论文。

介绍研究伦理注意事项，以及学术规范要求。

马亮 12/5

12/7

13 学生成果展示 请课程学生口头汇报研究设计或开题报告。 马亮

钟玮

12/12

12/14



研究问题

• 一切始于问题，一切终于问题。

• 话题（topic）与问题（question）的区别。

• 不同研究流派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差异：
– 质性研究：研究问题一开始并不明确，直到数据采
集乃至具体写作时才日趋清晰和明确。

– 量化研究：研究设计前就明确具体细致的研究问题
，并能够予以在研究过程中操作化。

• 研究问题需要聚焦、凝练、细化和具体。
– 化繁为简，化大为小，化抽象为具体；

– 化问题为研究变量和假设，并形成研究设计。



如何提出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 “各位同学，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否适合做学术，我
可以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测试办法。

– 假如你从来没有因为头脑中的灵光一现半夜醒来，兴
奋打开台灯，在纸头上写下你的灵感；

– 假如你从来不觉得你的研究对象跟你的生命存在关联
，你可以理性地在学术与生活之间画一条界线；

– 假如你更加在乎的是论文发表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
而不是同行对你的学术观点的口头评价；

• 那么，你大概不合适做学术，至少很难成为一名优
秀的学者。反之，则说明你是做学术的好料子！”

• ——复旦大学的熊义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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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的来源

• 个人经历与体验、日常生活、价值取向
– 什么是最困惑你的？什么是生死攸关的？

• 社会现实、热点问题与媒体报道
– 空气污染、食品安全、公共安全、数据造假、职业
倦怠、关系腐败、上学难、看病难等。

• 与他人的交流：广泛涉猎与灵光乍现
– 学生、同事、实践者、亲朋好友、过客、出租车司
机等；逸闻趣事与道听途说。

• 研究领域的已有文献：未来研究方向
– 不足（limitations）或空白（gaps）

• 委派或委托的研究课题
– 如何找到亮点、增长点或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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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问题的评判标准

• 重要性：能否加深我们对现象的理解？

• 新颖性：是否观察视角与众不同？
–前人未研究？“炒冷饭”、“新瓶装旧酒”？

• 趣味性：有趣吗？（so what?）

• 对理论和实践的贡献程度

–与现有理论的相关性：拓展前人理论与填补理
论漏洞了吗？

–对管理实践的相关性：对实践有启发意义和指
导作用？



研究问题的现实考量

• 时间：四年内做得完吗？

• 成本：有钱做吗？钱够用吗？有资助吗？

• 资源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有数据吗？有人
脉吗？关系和进入现场；隐私和保密。

• 审查和批准：政府、家人和导师同意吗？

• 伦理难题：害人害己吗？宗教？

• 专业技能：场域、语言、体力、统计等。

• 前景：可以持续做下去吗？进一步拓展？



什么是一个好/坏的研究问题

好的研究问题

• 探索性问题（什么）
– 禁烟是如何奏效的？

• 描述性问题（如何/谁）

– 禁烟效果在哪些人群（性别
、年龄组）最明显？

– 青少年更难禁烟吗？

• 解释性问题（为什么）
– 禁烟广告影响禁烟效果吗？

– 为什么青少年很难禁烟？

坏的研究问题

• 非经验检验和非科学问题
– 应该在公共场所禁烟吗？

• 一般性话题而非研究问题
– 禁烟与公共健康

• 一系列变量而非问题
– 性别与态度

• 过于含糊不清
– 如何提高禁烟效果？

• 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
– 禁烟效果改善了吗？



题目即研究问题
• What works in securities laws? 

• Does public investment improve homeowners’ 
happiness? New evidence based on micro surveys in 
Beijing

•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 When does service delivery improve the legitimacy of a 
fragile or conflict-affected state?

• Who cooks the books in China, and does it pay? 
Evidence from private, high-technology firms

• Where guanxi matters: Relational demography and 
guanxi in the Chinese context



课堂研讨：研究问题

• 如何提出研究问题？

Alvesson, M., & Sandberg, J. (2011). Generating 

research questions through problematiz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2), 247-

271.

• 什么是大问题？

Mingus, M. S., & Jing, Z. (2016). The big 

questions of Chinese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forthcoming.



为什么要做研究综述？

• 展示你对某个领域知识的熟悉程度，并建
立读者对你的可信性。
–反映你的视野、见识、品位与眼光。

• 呈现过去研究的发展脉络，说明目前研究
同它们的关联性。

• 整合和总结某个领域的已知和未知，以明
确哪些是业已达成共识，哪些有待研究。

• 学习和效仿已有研究的程序、设计、方法
和技术等，并发现新的研究方向。



研究综述

研究综述的类型

• 情境性或背景性综述

• 历史综述

• 整合性综述

• 方法论综述

• 理论综述

• 荟萃分析（meta-analysis

）

• 系统综述（systematic 

review）

研究综述的步骤

• 确定综述主题与范围

• 检索研究文献

• 浏览、略读与精读

• 评价已有研究

•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 组织研究综述

• 更新研究综述

• 参考文献与引用格式



什么是一个好的研究综述？

• 选择性、全面性、批判性和与时俱进

• 参考文献的新（前沿）与旧（经典）

• 发现“执牛耳者”与“崭露头角者”

• 以述为主还是以评为主？

• 组织清晰与结构分明：共同与差异

• 好的研究综述本身可以独立成为：

–一篇期刊论文，如Annual Review of …

–一本著作，如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用好Google Scholar！

• 文献来源：

• 学术期刊论文

• 学术专著

• 硕博学位论文

• 会议论文

• 杂志、报纸、互联网

• 政府文件与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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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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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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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C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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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们的引用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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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L. Perry, Indiana University George Boyne, Cardiff University

Richard M. Walker,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Kenneth J Meier, Texas A&M



M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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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updates

21



Al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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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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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Endnote等文献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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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你的文献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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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入文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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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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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引用与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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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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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讨：研究综述

• 荟萃分析

Gerrish, E. (2016). The impact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on performance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A meta-analysi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48(66), 48-66.

• 系统综述

Walker, R. M., & Andrews, R. (2015). Local 
government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A 
review of evide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5(1), 101-133.



研究评价

• 什么是一个好的研究？

–发表在顶级期刊？

–被广泛引用？

–官方钦定与认可？

–“洛阳纸贵”？

• 不同类型的研究的评判标准一样吗？

–理论或概念性研究

–量化研究

–质性研究



不同消费者对研究的评价

• 学术同行：严谨性

–期刊编辑和审稿人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

• 公共管理与政策实践者：相关性

• 新闻媒体：话题性

• 普罗大众：趣味性与可理解性



课堂研讨：研究评价

• 如何让研究更具有相关性？
Kieser, A., Nicolai, A., & Seidl, D. (2015). The 
practical relevance of management research: 
Turning the debate on relevance into a rigorous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9(1), 143-233.

• 质性研究如何评价？
Stige, B., Malterud, K., & Midtgarden, T. (2009). 
Toward an agenda for evalu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10), 
1504-1516.



下一次课程研讨的论文清单

1. Corley, K. G., & Gioia, D. A. (2011). Building theory about theory 
building: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6(1), 12-32.

2. Whetten, D. A. (2009). An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context and theor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5(1), 29-55.

3. Colquitt, J. A., & Zapata-Phelan, C. P. (2007). Trends in theory 
building and theory testing: A five-decade study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6), 
1281-1303.

4. Cairney, P. (2013).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How do we 
combine the insights of multiple theories in public policy studie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1(1), 1-21.

5. Gerring, J. (2010). Causal mechanisms: Yes, bu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3(11), 1499-1526.



谢谢！

http://liangma.weebly.com

Email: liangma@ru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