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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的話 

今年青年企業管理評論已堂堂邁向第十三卷。敝人很榮幸能擔任本期

刊之總編輯，也將依循青年企業管理評論編輯委員會過去的足跡，持續努

力，並且展望未來，期許能不負眾望，成為優秀管理研究的學術平台。 

青年企業管理評論每年分二期出刊，第一期配合當年度的 iFAIRS 國

際研討會出版，以全外文之學術研究性文章出刊；第二期以中文、偏重管

理實務討論為主軸。今年因疫情影響，不僅震撼了全球經濟，也影響了學

術界的交流機會，編輯委員會衷心期盼所有對管理相關議題研究有興趣的

學者，以及青企家人共同珍惜與灌溉這塊「研究園地」：台灣唯一由企業

家社團所主辦的期刊。另外，我們在未來繼續將朝向登錄為「國際社會科

學索引」(SSCI)方向努力。 

本期論文共收錄四篇文章，分別為消費者行為及組織創新的議題，同

時也納入了海外市場進入策略的探討及企業轉進的研究，在國際化發展潮

流下進行基礎理論的分析驗證，極具實務價值。 

 「網路口碑、節慶活動與旅遊補助對網路訂房意願之影響」 在政府

補貼政策下結合新型態行銷策略進行網路訂房意願之研究，具有政策

實用意涵與產業發展效益。 

 「組織員工創新績效之跨層級研究」 以多元的角度並考量環境干擾

探討組織創新績效，梳理出影響創新績效之因子，對組織創新發展有

重要的貢獻。 

 「探討台灣中小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理論-比較資源基礎觀點與動態

能力架構」 嘗試以資源基礎觀點以及動態能力架構解釋台灣中小企

業難以進入海外市場的原因，對企業國際化頗有助益。 

 「新興市場廠商轉進的趨力：制度理論與跳板觀點」 以理論為基礎

進行質性訪談以了解台商從大陸轉進越南的原因，解釋台商在推力與

拉力下的決策。 

編輯委員會再次表達歡迎投稿之意，希望這個屬於實務界

與學術界交流的平台能成長茁壯，這是青年企業管理學會設立

本刊的初衷。 

                          青年企業管理評論總編輯 

王立勳  謹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