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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問題意識 

臺灣的媒體業近年來遭逢前所未有的寒冬，自 2005 年中時晚報熄燈、2006

年民生報停刊，2008 年中國時報宣布裁撤地方版1，乃至於易手旺旺集團，昔日

風光的聯合報系也大舉進行「減重計畫」2，讓人驚覺以往被視為「白領專業

者」的記者其實在勞動處境上跟藍領勞動者並無二致，一樣會受到關廠裁員的

威脅。媒體產業每年大舉招募新血的榮景已不再，接踵而來的卻是裁員與轉

賣，研究者身為傳播系所學生，對於吾輩學成之後在媒體實務界的發展也心生

危機感，不確定所學是否能讓我們準備好面對將來的工作環境，更擔心學校的

訓練與實務界所求之間存在落差。 

研究者身為新聞所學生，站在學習階段面臨轉折的十字路口，面對不斷變

化的外在環境，在研究求學的過程中也不斷思考新聞傳播工作理論與實務的可

能性。從傳播理論的研讀、學術的寫作，到參加校外的實習，這幾年來同時聽

聞學術界對於媒體工作者的撻伐，以及媒體實務工作者對於學術訓練的批評，

讓研究者對於學術和實務之間的關係感到好奇：新聞傳播教育的學術與實務訓

練是否讓學生們準備好面對將來的媒體工作環境？作為學術和實務橋樑的媒體

實習經驗又讓學生們對學習歷程產生怎樣的反思？對於進入媒體工作的新聞系

所畢業生來說，實習是否真的讓他們準備好迎接真實世界的挑戰？ 

在聽聞許多同學的實習經驗之後，研究者發現大多數人在經過校外實習之

後，對於媒體實務工作比之前多了一份對媒體工作環境的失望，和對未來的不

確定感；實習似乎不再純然是讓新聞傳播系所學生準備好進入職場的職前訓

練，而是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自己生涯定位的觸媒。這讓研究者對於新聞教育實

習的議題產生興趣，因而試圖從學生的經驗出發，探究媒體實習經驗除了是提

供業界實務經驗的管道，對於新聞傳播系所學生來說，又如何讓他們在繼續學

習的歷程中促使他們對所學和媒體工作環境進行反思，進而釐清自己學習與未

                                                 
1 「媒體寒冬！中時報系傳將裁員 450 人」。2008/06/18。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2438  
2 「聯合報系盛傳 9 月大裁員 減重計畫保密到家」。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25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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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發展的方向？  

在 2009 年夏天的中華傳播學會年會上，全臺灣從南到北各大新聞傳播系所

的教育者代表齊聚一堂，討論校園實習媒體的實驗性。席中發表者從帶領實習

媒體的經驗出發，認為實習、做中學的目的並不在於直接傳授技能或提供答案

給學生，而是讓學生在錯誤中發現問題所在，進而從嘗試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學

習如何思考3。校內實習媒體注重實驗性，而校外媒體實習勝出的則是真實性；

校內實習強調學習者從中訓練思考的深度廣度，本研究嘗試探索的，則是校外

媒體實習促進學習者對所學進行反思的契機。 

一、高等教育：學術與實務取向的恆久辯論 

至 2009 年中，臺灣已經有超過 140 所大學院校4，將近十萬名大學在學生

5。自從大學廣為設置以來，近年來也出現許多思索高等教育目標的聲音6，在全

球金融海嘯衝擊臺灣的同時，大專院校畢業生近年來不斷攀升的失業率7，更讓

許多人開始思索，大學究竟應該是學術機構，主要目的在於培養能獨立思考的

學術工作者，抑或應該是「職業訓練所」，以培養畢業後能馬上投入就業市場

的勞動者為宗旨8？ 

政治經濟學者9 指出，當代高等教育的關鍵性任務，其實正是為資本主義經

濟制度提供畢業後可立即投入勞力市場的產業後備軍 。Bowles and Gintis (1981) 

認為，教育制度的宗旨會受到社會核心的經濟與社會制度影響，而資本主義社

會教育制度對勞動力與生產關係的訓練，其旨正在達成經濟再生產10 (economic 

                                                 
3 引自政大新聞系陳百齡老師。 
4 教育部，「75 至 97 學年度大學校院數成長統計圖表」。http://www.edu.tw/files/list/B0069/75

至 97 學年度大學校院數.pdf  
5教育部，「88 至 96 學年度大學及碩博士班學生人數變動統計」。

http://www.edu.tw/files/list/B0069/88 至 96 學年度學生數.pdf  
6 產學落差嚴重 畢業生：學了沒得用（2009/5/22）。大學報：第一版。 
7 4 個大學生搶 1 個工作 畢業季更糟（2009/6/8）自由時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9/new/jun/8/today-life1.htm  
8 參考盧宸緯 (2009) 
9 Bowles and Gintis, 1981; 許智香，2003; 黃政傑等，2003 
10 在馬克斯主義經濟學中，再生產指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制度下，勞動力所創造出的剩餘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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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ion) 的功能。Althusser (1971) 更指出教育是現代社會裡被國家以意識

型態用來行使權力最有效的機制，具有意識型態再製的功能，得以維持並增強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以維持或增強現存的經濟制度 (黃政傑等, 2003)。 

由此可見，將高等教育機構視為職業訓練所的此一觀點，認為高等教育的

主要任務之一，不僅在於訓練學生具備經濟生產所需的技能和知識，更要讓他

們在心理上做好準備，認識到自己是屬於產業勞動力的一環。對此，許智香 

(2003: 110) 進一步歸納，在資本主義的邏輯之下，「教育是勞動意識和生產力

的製造所」。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高等教育的目的主要在於培養國民的人文素養 (盧宸緯, 

2009)，訓練學生的獨立思考能力 (Gow and Kember, 1990)，以及培養對事物批

判性思考的觀點 (Baird, 1988)，而不在職業能力的訓練。臺灣高等教育界近年

來對通識教育的強調11，即屬此一觀點的延伸。哈佛大學通識教育中心的報告指

出，通識教育的目的在於教導學生成為具備反思能力、學有專精、又能獨立思

考的人，應該使學生發展出多元的視角，用以檢視自身及世界；應該給予他們

足夠的知識、訓練與技能，以做為終身學習的基礎。 (Bol, 2004)。 

吾人對於高等教育的宗旨也許仍莫衷一是，但在現今的臺灣社會，大學教

育能否「學以致用」，的確是一個高度爭論的議題。而在新聞傳播此一教育學

門中，有關於專業和學術能力關係的辯論尤其熾烈，陳韜文 (1999) 即指出，新

聞傳播教育雖然旨在培養學生的思考分析能力，但同時也必須接受新聞工作的

技能訓練，因此對於新聞傳播教育者來說，求取學術和實務之間的平衡點，是

一恆久的難題12。 

                                                                                                                                             
只有透過資本的積累，才能讓更多勞動力投入生產，進而維持資本主義經濟制度的存續。許智

香（2003）則進一步指出，國家為了在既有的基礎上進行有效的經濟生產活動，因而採取把教

育經濟化的手段，不但可以直接貢獻於經濟發展，更可隱藏其政治性。 
11 為 general education 的中譯，此概念通常被認為來自於西方「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 的

概念，強調的是「培養通達智能，而非專門技術」（江宜樺, 2005: 41） 
12 Reese and Cohen (2000) 分析了近年來影響新聞教育（主要為美國部分）走向轉變的力量，指

出由於媒體產業對可用勞動力有持續的需求，因此往往會要求新聞教育界以訓練出「職業」的

媒體從業人員為核心目標；但新聞傳播教育者卻將研究重點放在學術、批判能力的訓練與接受

研究上，因此產學界之間對於新聞教育所該發揮功能的看法有所齟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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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銜接理論與實務經驗的橋樑 

為了落實新聞傳播教育理論與實務並重的立場，新聞傳播教育系所在理論

性的課程之中，往往也整合了一系列實務訓練的機制，包括了產學合作（有時

亦稱為「建教合作」）、校內實習媒體與校外實習計畫13 等等。除了教學單位

之外，各家媒體機構也紛紛推出各有特色的媒體儲訓計畫14，對在學的新聞傳播

系所學生進行實務技能的培訓。以下針對上述銜接理論與實務的計畫進行概略

比較，以闡明本研究的主題。 

產學合作制度的主要目的是促進學術界與產業界在教育訓練上的合作15，強

調的是經濟價值的產出，在這樣的合作關係當中，產業界對學生的訓練與產值

的創造直接相關，因此關於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的研究，重點往往圍繞實際就

業的比率，和經濟價值的提升等等量化標準16。因此對於學生來說，產學合作在

實務上的意義明顯大於學術能力的培養。 

而新聞傳播系所自行設置的校內實習媒體，通常由校方或學生團體自行管

理運作，讓系所可以配合學術課程的進行，以實習媒體來安排系統化的教育課

程 (褚介敏，2005)，老師也可藉由實習媒體課程的設計來實驗其教學的目標 

(洪櫻純，2002) 。然而，由於校園實習媒體主要目的在於教學，環境因素往往

受到控制，且不需面對盈虧與政治立場的壓力，讓實習的學生可享有最大的自

由度，可謂是媒體工作環境的理想型。因此對學生來說，校內實習媒體雖然結

                                                 
13 關於各大專院校校外實習課程的設置情況，請參考附錄一。 
14 聯合報系率先於 2002 年展開的「U 種子計畫」，是目前最具規模的校園記者儲訓制度；2005

年，自由時報推出名為「自由之星」的校園實習記者甄選計畫；2008 年開始，中央社和世新大

學與政治大學進行產學合作計畫，以上媒體皆表明，完成實習並表現優良的學生，畢業後可望

進用為正式人員。公視的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也於 2009 年開辦「大專公民新聞暑期實習營」。 
15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指出，產學合作的主要目的在於「使技專校院能了解產業界的人力需求

與應用技術，進而結合產業界的實務需求；使技專校院龐大的研發人力與能量，亦將成為產業

界技術研發的堅實後盾；並讓產業界的需求、經驗回饋成為教學的動力與發展泉源。」

(http://www.iaci.nkfust.edu.tw/module/home/destination.aspx) 
16 參考徐恆鑑 (2006)。校外實習成效之評估-以明志科技大學三明治教學為例。世新大學行政管

理學研究所碩士論文；陳雅惠 (2005)。技職院校與服務業建教合作模式之研究。國立中山大學

人力資源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周思穎 (2005)。餐旅業建教合作生實習滿意度與未來從事餐旅

業意願之探討。國立中山大學人力資源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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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了理論與實務的訓練，與真實的媒體工作環境仍有距離。 

關於媒體的校園記者儲訓制度，蕭肇君 (2005) 指出，校園記者作為記者後

備軍，是促使當今媒體勞動彈性化的一環，他們的勞動為報社直接創造了經濟

價值。蔡永彬 (2008) 則對歷年的 U 種子進行廣泛的訪談，企圖勾勒出學子心

目中理想的媒體記者儲訓制度。以上研究指出，由媒體自辦的儲訓制度發揮的

主要是經濟層面上的功能：校園記者在學時的供稿，不但讓報社能撙節雇用正

式人員的開支，而這些勞動後備軍們若於畢業後成為正式員工，則又為報社節

省了可觀的人事訓練成本；對於媒體來說，不啻為一石二鳥的策略。 

至於校外實習制度，雖然亦為新聞傳播系所與校外媒體單位的合作，但校

方並未如產學合作計畫中，發展出與產業界密切的配合，也不若媒體在人才儲

訓計畫中，發展將校園記者作為彈性化勞動力使用的節流方式。而校內實習媒

體與校外實習最大的不同處，在於校外實習工作環境的擬真程度：校內實習媒

體的學習被放置在學校框架之下，背後的運作主要以教學目的為主，而往往在

擬真的程度上有所妥協（褚介敏，2005）。 

經過以上整理，研究者認為，校外實習不僅在教育的意義上是處於學術與

實務經驗的銜接位置，在學習歷程上更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因為，不同於職

前訓練，大部分的學生在校外實習結束之後，仍須回到校園內繼續學習，因此

校外實習發生的時間點介於學習和實務工作之間，在建構學生對媒體工作的認

知上具有不可取代的意義。 

對大多數學生來說，校外實習是他們正式投入職場之前，唯一能接觸業界

工作經驗的管道。研究者認為，校外實習課程的存在本為培養學生的實務技

能，以讓他們對於媒體業界的運作實況有所瞭解，進而為將來進入媒體業而鋪

路。然而學生在結束實習之後，大多仍須回到學校完成學業，因此實習期間的

經驗不但攸關將來的就業選擇，更是他們調整自己在校學習方向的關鍵指引：

在媒體的經驗若使實習生感到自己在特定方面的能力或知識不足，則在回到學

校後，應能針對原先的弱點加強，以使自己正式進入媒體工作前有充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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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者作為建構學習歷程的主體 

近代的教育學者認為，學習是一個建構式的過程 (Jonassen, 1991a, 1991b ; 

Kolb, 1975, 1984; Piaget, 1955; Schön, 1987)，相較於行為主義思維中由教學者主

導的學習模式，建構式的學習理論主張：學習者本身才是學習過程的主人，有

透過反思從經驗中學習的能力，並從中摸索出自己的學習方向。因此，學習者

擁有高度的能動性與主體性，能根據經驗進行反思，以擘畫學習的藍圖17。 

將學習者的能動性放置在新聞傳播系所的學習脈絡下來看，研究者的關

懷，與其說是在於實習計畫的學習成效或滿意度，不如說是試圖將學習者的角

色抽離「學生」、「實習生」的框架，將學習的歷程擴大到包含學校學習、實

習經驗，乃至於後續反思的整體歷程，目的在於探討實習經驗如何觸發學習

者，不斷重新建構自己對於新聞媒體工作作為學習與自我實現場域的詮釋。 

Barnett (1994) 指出，一般認為高等教育所應養成的能力主要包括學術能力 

(academic competence) 與操作能力 (operational competence)；前者強調的是學習

者認知與抽象思考的能力，後者強調的是實作者在實務操作與增強工作效率的

能力。而高等教育學術取向與實務取向的辯論，往往被化約為此兩種能力的角

力：高等教育機構若重視學術能力的培養，便無暇顧及操作能力；反之亦然。 

然而，Barnett 提出了對於此一思維的質疑，他認為這樣的二分法過於理想

化，於是在「能力」的框架之外，提出「形成生活世界」(life-world becoming) 

的學習框架，在此框架之下，學術能力與操作能力並非對立的兩端，而是需要

學習者透過反思來調和的經驗。 

研究者認為，這種觀點超越了單一學習場域的架構，把實習的場域和學校

學習的場域放在整體學習歷程的架構之下，並以學習者作為引領學習歷程的主

體。因此，實習不應僅被視為單方向汲取實務經驗的場域，而是一個讓學習者

暫時進入真實工作脈絡的機會。在實習期間，學生們能從接觸到的實務經驗中

反思先前所學的理論層次知識；在實習結束之後，他們能以對實務經驗的反思

為基礎，進一步規畫後續學習的方向。 

                                                 
17 參考余作輝（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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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認為，不論媒體與系所主管單位如何設計實習課程，或是外

在的媒體環境如何變化，實習制度作為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學習歷程的一環，其

最關鍵性的意義乃在於：讓學生在學校教育、實習、再回到學校的過程中，發

展成為自主的學習者，透過實習的實務經驗，反思以往所學所為，並重新詮釋

學習的意義和方針，進而發展出自我導向的學習。 

在學習的歷程中，總是會有正面的與負面的經驗，正因為這些不同的經

驗，讓學習者能從挫折中「困而後知學」，從各種學習經驗中汲取教訓並修正

自己的想像。工作中的遭遇若能和先前所學相契合，則學習者能夠秉持此一方

向繼續努力；反之，如果工作的要求與所學相左，學習者則會根據此一經驗，

對所學進行反思，以調和認知與真實之間的差距。 

研究者認為，對於新聞傳播系所學生來說，實習是一個關鍵性的過程，讓

我們於在學期間就能接觸到媒體工作真實的一面 (a slice of reality)，並在回到校

園後藉以調整自己對於媒體工作的期待，加強先前缺乏，而實務工作所需的能

力，以便讓自己準備好畢業後進入媒體工作的場域，不啻是一個自我導向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 的歷程。 

在此研究中，研究者將以新聞系所學生的學習歷程作為研究主題，並以實

習課程在學習生涯中的角色為研究重心，探討實習課程在媒體單位和學校當

中，提供了學生怎樣的學習機會？實習生從在媒體單位實習，到回到學校學習

的學習歷程中，自身的知識版圖經歷了什麼樣的轉變？  

有鑑於此，本研究的重心將放在學習者的反思歷程，將新聞系所學生的實

習視為整體新聞教育學習歷程的一部份，探討的不僅是實習生在實習媒體期間

的參與和學習，更重要的是研究他們如何在實務工作的脈絡下發展出自我導向

的學習，探問這植基於實務經驗的學習套裝，如何讓學習者形構一個重新認

識、建構自己對於所學所為詮釋的過程。 

本研究將先由理論層次出發，探討在歷來學習典範的移轉中，學習者的自

主學習能力在建構自我學習歷程上的重要性，藉以證成學習者在學習歷程中對

的自我詮釋能力，進一步探問影響此歷程發展的因素。另外，為了探討實習的

學習意義，研究者將引述情境學習理論 (Lave and Wenger, 1991)，以探討在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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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中，學習者的行動方式與可能的困境，再從實習生的實際經驗切入，檢視

他們在實習期間、實習後回到學校繼續學習，一直到畢業後進入媒體工作的歷

程中，如何轉變自己對於媒體工作和學習的詮釋，進而自主找到學習的方向。 

研究者除了期待在歸納實習生的經驗之後，能對新聞系所在實習課程設計

上的改進有具體貢獻，同時也希望能從檢視與學習相關的理論出發，並與本地

教育者的經驗對照，以深化實習制度作為一學習過程，對於新聞系所學生反思

與再詮釋自我學習過程的重要性。  

第二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先在高等教育機構學習，至校外的媒體單位實習，再回

到學校完成學業，這些經驗都交織在他們的學習歷程中。研究者感興趣的是，

媒體實習的經驗如何影響學習者對於媒體工作的想法，和對自我學習過程的詮

釋？從學生的實際作為與想法改變，研究者也期望探討：新聞教育的主要目的

如是要培養將來可擔當新聞媒體工作的畢業生，現有的學術與實務課程設計還

可以如何改進，而擔任學生接觸媒體實務工作第一線任務的校外實習計畫，又

在學習者的知識版圖上扮演了什麼角色？ 

由是，研究者企圖以新聞傳播系所學生的學習歷程為研究重心，並將重點

放在探看校外實習計畫作為學習歷程脈絡中的一環，學生在實習當中、實習之

後，對於自我學習方向的調整與對媒體工作期待的轉變： 

1. 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在哪些方面遭遇困難？如何排解與應對？  

2. 在實習過程中，實習生如何認識到新聞工作在學術和實務上的差距？  

3. 實習生如何透過實習計畫觸發反思，進而發展出自我導向的學習歷程？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是希冀透過經驗的分析，以瞭解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對於

學習歷程意義建構的過程。具體而言，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1. 瞭解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對學習經驗進行反思的歷程 

2. 探討新聞傳播系所學生的職場學習經驗及其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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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探討實習制度在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學習歷程中的重要性 

4. 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體建議，以供新聞傳播系所教學者、學生、實習單

位以及未來研究者參考。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從參加過實習的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對於校外實習經驗

的述說與詮釋當中，分析出此經驗如何影響他們對於自我學習方向的重新定位

和詮釋，旨在探看學習者對過往和當下經驗進行反思的歷程，如何將學習途中

遭遇到的挫折、轉機、衝突等等現象放在整體學習的框架之下進行批判性反

思。藉由此一分析，研究者試圖超越「操作能力」與「學術能力」的二元對

立，探討學習者「形成生活世界」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