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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本研究旨在探討新聞系所學生透過實習所發展的反思性學習過程，研

究者將新聞系所學生的實習放置在學習歷程的脈絡當中，探看建構式觀點下的

學習者所具有的反思特質，和在學習歷程中會影響學習者建立學習與詮釋自主

性的因素。由此出發，研究者試圖探討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如何建立對先前所

學以及學習環境的反思，使他們得以在學習期間持續調整方向，乃至於改變對

原有知識的詮釋框架。以此為基礎，研究者將進一步討論在整體學習歷程的框

架下，實習計畫對學習者的意義。 

其次，研究者認為，對於新聞傳播系所學生來說，在實習單位裡的學習是

被放置於實際工作的情境下，媒體單位與學校裡受到控制的教學環境不同，是

一個實踐社群 (community of practice)，具有潛在規則與隱性知識，需要透過長

期的參與來理解。植基於對學習情境的重視，研究者將以情境學習理論中的

「合法邊際參與」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 以及「實踐社群」作為核

心概念，藉以分析實習制度作為一個學習情境所提供的學習契機，以及在情境

學習框架下學習者的位置，以探看學習者在不同的工作情境之中，如何透過反

思的過程修正自己對學習和工作的詮釋。 

藉由以上的探討，研究者試圖以本章的整理描畫出「學習」的多變樣貌，

藉以強調行動者反思對於建構一個完整學習過程的關鍵性，以及在新聞傳播教

育領域的學習歷程中，實習計畫對學生發展自我導向學習的影響。  

第一節：反思性學習 

本研究意欲探討的議題為新聞傳播系所學生的學習歷程，並以實習作為研

究的主題。為能從理論的層次切入，在這一節中，研究者將先從歷來學習相關

理論出發，試圖釐清採取各異角度詮釋學習的理論中，學習者在不同學習典範

詮釋下的角色與學習方式變化。再以建構主義的學習典範為出發點，強調學習

中反思在學習歷程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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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行為主義到建構主義學習典範 

自 20 世紀以降，探討學習的理論大致可以分為行為主義 (behaviorism) 以

及認知主義 (cognitivism) 兩大學派 (Amsel，1989；洪櫻純，2002)。行為主義

的學習理論強調個體必須透過持續練習，達到外在行為的改變，因而特別強調

外在環境所給予的刺激 (stimuli) 與學習者的直接反應 (張春興，1991; Ertmer & 

Newby, 1993)。認知主義學習理論則主張學習者的大腦有如電腦的中央處理器，

學習者能夠透過認知過程把對於世界的認識儲存成各種資料，形成自身的認知

基模 (schema) (Ertmer & Newby, 1993)。相對於行為主義學派認為學習的過程來

自環境因素的刺激與反應，認知主義重視的是學習者本身在學習的不同階段所

經歷到的知識架構轉變，強調學習者如何獲取這些知識，乃至於建立內在的認

知架構。 

20 世紀中期，也有資訊傳播學者提出與行為主義學習模式類似的傳播模式

18，亦被稱為 SMCR 模式19，堪稱是所有傳播理論的原型20。強調的是訊息的傳

遞過程，他們主張接收者透過通道直接收到訊息來源想要傳達的訊息，傳播的

效果是相對直觀而即時發生的。反映在教育實務上，教師即是訊息的傳送者，

將教導的內容以課程包裝的方式傳送給學生，而學生則是接收者，收到訊息封

包之後再進行解碼，學習近似於一種線性程序21。 

如果以圖像呈現學習者和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行為主義學習的模式主要

是單方向的、從外在環境對學習者發揮制約的作用，學習者受到外來力量影

響，而改變原有的特質，但學習者本身並未改變其對於學習內容或周遭環境的

詮釋，只是把新的知識納入原本的記憶庫當中，學習者缺乏自己的思考與詮釋

空間。 

                                                 
18 Shannon, C. (1948).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27: 

379–423; Shannon, C. E., & Weaver, W. (1963).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 Berlo D.K. (1960).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20 Woods, D. & Hollnagel, E. (2005). Joint Cognitive Systems: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Systems 

Engineering. Boca Raton, FL: Taylor & Francis. 
21 cf. Haddad and Klobas, 2003; Wagner, 1994; Yam,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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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行為主義框架下的學習者和環境之間的互動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而在認知主義的框架下，學習者必須在與環境的互動之中形成基模，也就

是處理外在世界資訊的固定模式。雖然認知主義框架之下的學習者擁有較多的

主動性，但是教育環境或系統的設計者在此仍然預設了一個客觀存在的外在環

境，等著學習者去解謎。遊戲中一成不變的問題順序，像是一張等著被玩家完

成的拼圖，但是不論從哪一塊開始拼起，最後的完整圖像（也就是圖中的外在

環境）永遠長的一模一樣。 

 

圖 2：認知主義框架下的學習者與環境之間的互動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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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主義與認知主義學習典範基本上認為世界是一個外於學習者存在的實

體，而學習者的目標正是將這一套外在世界的架構複製到其行為或認知模式上 

(Jonassen, 1991a)。但從 20 世紀中葉以降，當代認知學派開始質疑這種客觀假設

存在的正當性。在心理學、社會學、教育學等領域都開始有學者22 對於客觀主

義採取拒斥的態度，認為所謂客觀存在的、單一的「真實」(Reality) 並不存

在；而是對於不同的人來說，存在著無數個「實在」(realities) ，每個人所感知

到的意義是從自身的經驗中建構出來的。 

相對於行為主義學派認為學習者「獲取」知識，建構主義者認為學習者是

以自己的方式「創造」知識，以及理解世界的方式。Jonassen (1991a) 指出，建

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的教育學者23 認為，學習者會透過自己的經驗來建構對

世界的理解，因為外在世界的真實並非只有單一種樣貌，真實會因為個人的解

讀方式有所差異，正因如此，學習應是學習者創造意義的過程。 

Piaget (1955)指出，學習者會在接觸新知識的同時，調整自己對於外在世界

的看法，於是原本認知為正確的知識，可能遭遇到與原有知識框架的衝突而有

所調整，此即透過吸收 (assimilation) 與調適 (accommodation) 來學習的過程；

學習者一面把新的經驗納入原有的知識框架之下，如果新的經驗和原本的知識

框架有所抵觸，學習者則會調節原本的知識框架，使其能夠解釋新的經驗。 

從下圖可以看出，學習者在接受新知識的當下，會嘗試將其吸納入既有的

詮釋框架之下，但如果新知識和原本的框架無法相容，學習者則會進行適應，

更新對外在世界的詮釋。而當新知識再度進入到框架，學習者可能又必須進行

調整與適應，也就是說，建構主義式的學習是一個需要學習者不斷自我調整、

往復循環的過程，而非線性的吸收過程24，學習者會根據所遭遇的經驗不斷改變

                                                 
22 在教育認識論方面，有 Piaget (1955)；在社會學方面，有 Berger &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提出個人建構理論 (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 的 Kelly (1955) 
23 Piaget (1955) 以及提出 Z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的 Vygotzky (1978) , cf. Mind and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4 關於建構式學習作為一個非線性的 (non-linear) 過程，請參考 Brooks, J. G., & Brooks, M. G. 

(2001). In search of understanding the case for constructivist classrooms: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the authors. Merrill education/ASCD college textbook series. Upper Saddle River, N.J.: 

Merrill/Prentice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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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在環境和知識架構的詮釋與理解。 

圖 3：建構主義框架下的學習者與環境之間的互動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然而，強調知識源於個人主觀的建構，反映的是個人經驗的現實，也只有

對個人才有意義。Piaget (1955) 即認為「認知的功能在於用來組織經驗建構主

義理論在發展的進程中，也有不同派別之分，根據其對於學習者與社會之間相

關的程度差異，張靜嚳 (1995) 將建構主義分為個人建構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兩

種主要的類型。Glasersfeld (1995) 根據個人建構主義的前提進一步提出基進建

構主義 (radical constructivism)，主張個人所自行建構的知識只是用以讓個人的

經驗得到較合理的解釋，而使其更能適應於其所生活的環境，因此每一個人透

過學習所建構的知識與外在的本體現實並無直接關係，只與個人的經驗有關。 

相較於個人主義式的建構主義學習理論，社會建構主義強調個人是在社會

文化的環境之下形成其知識體系，因此所建構之知識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個

人所建構之意義雖然主觀，卻也並非任意建構，而是需要與他人和環境進行磋

商與和解的過程，在與外界互動的過程中不斷的調整，而此過程亦會受到當下

社會環境的影響。也就是說，學習者在環境中所建構的知識，不但是植基於自

己的詮釋，更會受其所處的環境所影響，讓他們發展出個人在不同環境脈絡中

獨特的理解。 

綜合以上討論，研究者發現學習理論的變遷是一個由外而內，又由內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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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行為主義學派的學習理論重視環境對外在行為的改變，此時學習者是

處於被動被形塑的位置，學習者本身並不具主體性；認知主義重視的則是學習

者內心，根基於先前經驗，將資訊以抽象方式儲存而構成對於環境的認知，學

習者被賦予了較高的主體性，學習者能夠形成自己的認知基模，與行為主義僅

重視外力的角度明顯不同。 

而建構主義的學習理論則是同時強調學習者主體的詮釋能力，也承認外在

環境脈絡的重要性，認為學習者植基於先前知識，透過將外在知識內化的過

程，把新的經驗吸納到原有的框架下，進而以自己的觀點建構對世界的理解。

建構主義中的「環境」並不像行為主義者所主張的，對學習者具有決定性的形

塑力量，也並非如認知主義者所主張的，環境的影響可完全被化約為符號、規

則等等量化資訊，而是一個不斷提供新資訊、促使學習者進行反思的環境，而

學習者因為具有對於外在環境詮釋的主體性，能夠在面臨新知識挑戰時改變原

有的認知框架，以新的框架來理解新的知識。 

二、由反思中建構的學習歷程 

20 世紀末的教育學者 (Boud, Keogh and Walker, 1985; Boyd & Fales, 1983; 

Brockbank & McGill, 1998; Brockbank, McGill and Beech 2002; Mezirow, 1991) 承

襲了建構主義學習理論對於學習脈絡以及學習者主體性的重視，將這種透過經

驗、形成獨特學習模式的過程，稱為反思性學習  (reflective learning)。反思 

(reflection) 是一個學習者主動發現與探索的過程，通常可能指向無法預期的結

果 (Boud et al., 1985)，透過反思進行的學習並沒有一種固定的模式，而是必須

由學習者在經驗中定義自己的學習經驗。Bourner (2003) 也指出，反思性學習是

一個過程，讓學習者得以發展「學習如何學習」的能力，並強調學習者在其中

主控的重要位置。 

Schön (1983, 1987) 也以此為主軸發展出「反思實踐」(reflective practice) 25 

                                                 
25 關於 reflective practice 一詞，在中文著作中有「反映實踐」（夏林清，2002）、「反省實

踐」與「反思實踐」（周鈞，2005；陳玟樺，2007）等譯法。「反映實踐」強調的是實踐者在

實踐中以行動反映他對周遭環境變化、實踐中其它合作者的行動，因此「反映」所指涉的除了

反身性思考之外，還有以行動反映周遭變化的涵意。本研究主要採用「反思性實踐」的譯法，

是意欲強調實習生從實習結束之後，到回到學校內繼續學習，對於本身行動的反思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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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強調資淺的實踐者必須在接受資深實踐者指導的同時，對先前所學知

識運用在實踐當中的情形時時進行反思，以形成自己的實踐知識體系。研究者

認為，參加實習計畫的學生即是 Schön 筆下反思性實踐者的一種，他們在媒體

單位實習的期間，同時是學習者也是實踐者，必須接受資深實踐者的指導，但

同時也需要在工作中反思自己在學校所學的實際應用情況，藉以評估學習的成

效與實用的程度。 

針對反思性學習的研究，以往較注重在實際案例的分析和理論的驗證，但

近年來愈來愈多研究重視的是學習的過程，以及影響學生進行反思性學習的因

素26。下圖是在學習過程中，衡量反思性學習程度高低的光譜。 

無反思/ 
表層學習 

 反思/ 
深層學習 

1. 習慣行為 2. 理解 3. 反思 4. 批判性反思 

強調模仿與服從，不重

視思考。工作被視為瑣

碎的、彼此不相關的。 

強調理解知識，但並

不與個人的經驗作連

結。學習者只需要理

解在課堂脈絡下的書

本知識。 

學習過程可以和個人經驗

與其它知識互相連結，學

習者可以挑戰現有觀念、

尋求替代方案。 

學習者意識到他們

反思的原因，反思

採取行動的原因與

合理性。釐清自己

學習的目的與方向 
 

圖 4：反思性學習光譜 

 來源：Peltier et al (2005) 

從上圖可以看出，「習慣行為」是反思程度最低的一種學習模式，學習者

主要進行的是不加思索模仿與再製的程序，每項工作被視為彼此之間沒有關連

性，因此學習的整體意義無法被揭露出來，舉例來說，像是小學生每天晨間的

健康操，因為已經變成習慣，自然少有人思考作這早操的目的功用究竟何在？ 

而在「理解」的層次上，學習者雖然對接收的知識有所理解，但這樣的理

解主要是被放置在課堂的脈絡之下，不一定和個人的經驗有所連結，像是為了

考試而學習歷史、地理的知識，即使不知道教材設計者在編寫教科書時，背後

存有何種意識型態，這樣的知識讓學生應付日常考試已無虞。 

                                                 
26 cf. Kember et al, 2000; Peltier et al,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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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習者能夠將個人過往的經驗與當下的學習內容互相連結、對照，即表

示學習者能夠在「反思」的層次上學習，所有的行動都被視為是相互有關連

的，學習者甚至可以根據自己的詮釋，對現有架構提出挑戰。例如「舉一反

三」，就是能夠根據學習到的新知識，對照自己的過往經驗，自行歸納而形成

的學習。 

至於「批判性反思」則往往包含了認識論的整體翻轉，學習者會在困頓當

中思考自己面臨困頓的原因、行動的背後邏輯和深層動機，這樣的學習過程需

要仰賴學習者個人的反思能力，有時候甚至會面臨個人信仰 180 度的轉變。例

如，在論文寫作的過程中，研究者必須從過往的經驗抽取出自己感興趣的主

題，在吸收相關資訊的同時判斷諸多論述背後的合法性，並擬定由這些思考而

發的研究問題，再根據蒐集的資料歸納出自己的結論。在寫作的期間，學習者

必須要不斷回頭審視自己寫作的動機與深層目的，此時的學習者必須有高度的

自覺，才能夠對過往知識進行批判性的反思。 

在高等教育的脈絡下，反思更是學習者用以詮釋學習經驗的關鍵能力。

Barnett (1994) 指出，一般認為高等教育養成的能力包括學術能力與操作能力，

有關高等教育目標的辯論，往往被化約為此兩種能力的角力。然而，Barnett 在

「能力」(competence) 的框架之外，提出「成為生活世界」(life-world becoming) 

的學習框架，在此架構底下，學術能力與操作能力不再是非黑即白的對立兩

端，而是學習者可以透過反思和批判的過程，調和形成更深刻的後設學習經

驗。（請見下表 1） 

表 1：操作能力、學術能力與形成生活世界的內涵比較 
不同能力

目標下各

概念內涵

之區別 

操作能力 (Operational 
competence) 

學術能力 (Academic 
competence) 

形成生活世界 (Life-
world becoming) 

知識論 技能知識 (know how) 事實知識 (know what) 反思性知識 
情境 實務中定義 學術界定義 開放的定義 
重心 成果 論點 對話與爭論 

轉移性 後設操作 後設認知 後設批判 
學習 經驗性 陳述性 後設學習 
溝通 策略性 學科性 雙向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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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經濟價值 真實價值 共識 
價值取向 經濟競爭力 學科相對實力 透過共識定義 
分界準則 組織間規範 學術界規範 論述的實用性 
批評 增進實務效率 增進認知理解 增進實務理解 

資料來源：Barnett (1994: 179) 

Barnett 從教育與學習的觀點指出，實務界或是技職教育體系往往較重視學

習者的操作能力，其知識論是以技能的訓練為取向，價值的取向與評價方式均

是以經濟上的產值來衡量，學習的方式主要是經驗性的；相較之下，學術界的

知識論則是較為偏重事實知識，衡量學術能力的方式是評斷學習者建立學術論

述的真實性，學習的方式主要是陳述性的，亦即從前人整理累積的論述中，汲

取經過精鍊的觀點。 

相較之下，「形成生活世界」能力的養成，其知識論是反思性的，亦即學

習者不能只專注在技能知識或事實知識，而是要在實踐中實行技能，同時也驗

證理論，以調和自己對兩者的理解，學習的方式也非偏重經驗或陳述，而是在

經驗的背後看到後設價值，再進行反思。學習必須者站在對話與爭論的基礎

上，思索在學習中關鍵性的價值，以在實務中發展理解的能力。 

研究者認為，在實習計畫中學習的新聞傳播系所學生不但是反思性的學習

者，且與學徒或是新進員工的學習方式也有所不同。由於實習生在融入工作脈

絡一段時間之後，還必須回到學校繼續學習一年以上才可畢業，在回到學校學

習脈絡的這一段期間，他們得以再次反思自己在先前工作情境中運用所學的成

效與困頓，並在後續的修課中針對欲加強的領域繼續學習，找到生涯發展的方

向。學徒制或是新進工作者，由於在結束練習的階段之後隨即需進入每日的生

產脈絡中，少了這一段再次回到學校學習的歷程，與實習生相較之下，缺少了

抽離、調整與反思的機會。 

Mezirow (1991) 將反思性學習分為三類，分別為內容反思  (content 

reflection)：對某一問題的內容或敘述進行檢驗；過程反思 (process reflection)：

對所使用之問題解決策略的檢核；以及前提反思 (premise reflection)：對問題本

身的預設提出質疑（余作輝，2003）。Kember, Leung, Jones, Loke, McKay, 

Sinclair, Tse, Webb, Wong, Wong and Yeung (2000) 以及 Peltier, Hay and Drago 

(2005) 將批判性反思與前提反思視為相通的概念，因為此兩種概念均包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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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自己價值體系的質疑，或是信仰的翻轉。 

Kember et al (2000) 援引 Mezirow (1991) 對「前提反思」(premise reflection) 

的闡釋，指出學習中的批判性反思是形成於學習者在接收到與原本知識體系不

一致的訊息時，開始察覺到自己為何會有某種特定的思考、感受與行動的模

式，在遭遇困頓而嘗試找出解釋時，極可能會轉化自己原本深信不疑的觀點。 

由於根深柢固的觀念往往深植人心、難以動搖，Mezirow (1991: 110) 強調

批判性反思發生的前提是，「在學習情境中必須要存在罅隙27 (hiatus)，讓問題

可以被重新定義，行動可以被引導至新的方向。」研究者認為，實習生在實習

結束後，回到學校的這一段時間即是學習歷程中的罅隙，讓他們在實習單位一

段時間之後，還能夠把自己從實務工作的情境之中抽離，再回到學習的場域

中，因此在訪談進行之時，他們得以退一步回顧先前實習的經驗，檢視自己在

價值體系上的翻轉。 

從以上的整理，可以看出建構主義式學習理論強調的是學習者的主體性，

認為學習的過程是發生在學習環境脈絡下學習者對所見所學的詮釋能力，是一

種橫向的 (latitudinal) 分析角度；但反思性學習理論強調的則是時間推移之下，

學習者在學習歷程中發展出對自己所學不同的詮釋，是屬於一種歷時性的 

(longitudinal) 的分析尺度。 

在工作中的學習揭示了一種典範的轉移，從理論性、規範性的知識傳遞轉

移到以解決問題為主軸、在工作脈絡中的學習方式。由於現代的工作者被認為

應該要具備團隊工作和自我管理的能力；從組織的觀點來看，在工作中學習的

工作者可以發展自己的重新學習能力，這種能力在變動快速的知識社會中是相

當寶貴的資產。 

由於此研究的主題是學習歷程中的學習者，研究者將以上針對學習理論典

範移轉的討論進行整理，以學習者的能動性作為分析的主軸，歸納出以下建構

式學習理論所強調的學習者的特質： 

1. 學習者有主動詮釋經驗的能力：從行為主義式到建構主義式的學習理

                                                 
27 罅隙 (hiatus) 指的是裂縫、斷裂，引申為在連續的歷程當中，一段不連續的期間，例如女性

因為婚姻暫時離開工作，再回到職場之前的時間，便是一段 “hiatus” (Mezirow,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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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學習者從被認為只能被動接收知識，到可以主動創造屬於自己的真

實和對世界的詮釋。Dewey (1925) 指出「經驗」的概念包含了「擁有」

(having) 與「理解」(knowing) 兩個層次；「擁有」指的是和生活中事

物的遇合，而「理解」則是個人對這些事件的詮釋，正因為個人具有主

動詮釋的能力，學習中的所有經驗才得以對個人產生意義。而 Boud et 

al. (1985) 也強調，由於個人的詮釋總是受他們獨特的過往經驗所影

響，學習者會主動重新建構對自己學習經驗的詮釋，以與過往的認識框

架進行調和。 

基於學習者主動詮釋經驗的能力，研究者透過本研究試圖探看的，是實

習生在實習實作的脈絡下，對於過往學習詮釋的改變，以及這樣的改變

對於回到學校繼續學習的實習生來說，如何觸發他們發展出獨特於自我

經驗的學習軌跡。 

2. 學習歷程中的不同脈絡是環環相扣，而非各自獨立的：學習不能獨立於

社會與文化規範之外發生  (Boud et al, 1985; Brockbank & McGill, 

1998)，因為學習者對於經驗的詮釋必然植基於其對環境脈絡的理解。

Boud et al. (1985) 也指出，學習是一個整體的過程，儘管吾人可能認為

時間前後的學習脈絡並不相關，但學習主體所做的任何決定都會受到先

前經驗和詮釋的影響。 

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先經歷在校學習的脈絡，在具備基礎知識之後進入實

習媒體驗證所學，並汲取實務經驗，即是轉換其學習的脈絡；而實習結

束、回到校園的那一至兩年，又是學習脈絡的轉換。研究者好奇的是，

學習者如何對在不同脈絡下的知識與實作經驗進行解讀，這又如何影響

到他們對於媒體工作作為一門專業的詮釋？ 

3. 經過時間的推移與自我反思，學習者能發展出自己獨特的學習方向：反

思性學習的過程可以被概分為三個階段 (Boud et al, 1985; Kolb, 1984; 

Peltier et al, 2005)：覺察 (Awareness)、批判性分析 (Critical analysis) 以

及改變 (Change)。覺察通常發生於學習者自己意識到對於先前的經驗有

特別愉快或特別令人失望的感受，如果此一感覺夠顯著，即會啟動反思

的過程；在第二階段，學習者會對該經驗作批判性的分析，以釐清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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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所牽涉的相關知識領域，並為其尋找其它可行的解決方案；在最後的

階段，學習者往往會改變自己的認知或情緒，以形成新的觀點。藉由此

一過程，學習者原本堅信不移的理念可能進行典範轉移，以致於改變控

制其外在行為的原則。 

研究者相信，在經過實習期間的實作之後，學習者會基於實作的經驗，

對原本學習的方向有所反思、對遭遇到的困境進行批判性分析，進而根

據這些經驗，而讓後續的學習歷程發生質變。研究者的目的，就在於透

過訪談，觀察此一過程，並從中歸納出實習生在學習當中，所體會到共

同的經驗與感受。 

從行為主義、認知主義，到建構主義的學習典範，學習當中的行動主體從

指導者轉換到了學習者身上，學習者從被視為被動接收外界的制約轉變成有能

力主動在情境中創造詮釋。現代社會的教育趨勢也遵循這樣的演進方式：學校

教育的主軸從填鴨式轉變為建構式，學習者本身被賦予詮釋的主體性，衡量有

效學習的標準從「會考試」轉變成「能夠自主學習」，顯示出在建構式的學習

典範之下，重視的不但是學習者建構經驗詮釋的能力，更重要的是對經驗進行

反思並自我改變的能力。 

第二節：情境學習  

在上一節，研究者已經指出學習理論的典範轉移，從重視直接灌輸的行為

主義典範，到重視學習者本身建構意義的建構式學習。由此，學習的主體從指

導者轉移到學習者身上，重視的是學習者本身在學習歷程中的反思和轉變。 

Jonassen (1991b) 認為，學習者對行為的所有詮釋都受到情境中的因素左

右，以語言的學習為例，與其從字典上得知一個新字的意義，不如學習字詞在

情境與脈絡和行動者互動所生的意義，因為在不同的情境下，即使是同一個

字，也會有不同的用法與內涵。換句話說，同樣的知識到了不同的情境中，意

義必然會有所差異；學習者並非被動、單方向的接受與記憶教學者給予的指

示，而是以先前的經驗作為基礎，在吸收新知識的同時，不斷調整對外在世界

的理解框架，學習者所接收到知識的長相與其所處的情境是不可分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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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學習理論中，工作環境被視為學習發生的重要場域 (Ashton and Levy, 

1998; Boud et al, 1985) ，Edwards (2003) 更指出，大多數工作者都認為在工作

中的非正式學習經驗相當寶貴，因為這種學習形式賦予了學習者決定個人學習

方向的權力。而 Schön (1983, 1987) 之所以提出「反映的實踐者」概念，也強調

了專業者在工作中對所知所為進行反思的過程，讓他們在實踐中不斷演化出新

的詮釋。 

在學習新知識的過程中，學習者經常需要面臨到知識框架的調整，這是建

構式學習的基本假設。也正因為如此，研究者認為，在實習制度下的實習生必

須在實習單位的情境中透過觀察與實地操作，體驗實務環境與學校受控制環境

的差異，進而調整自己原本具有對於傳媒工作的知識框架，並在這樣的學習經

驗中重新建構自己對媒體工作作為一門專業的認識，以及對自身學習過程的意

義，進而從這些經驗中梳理出明確的學習方向。 

人類學者 Lave and Wenger (1991) 在長期研究學徒制與學習理論之後，提出

了情境學習 (situated learning) 理論。他們指出，情境脈絡下的學習與並非有如

SMCR 模式一般，把抽象的、去脈絡化 (decontextualized) 的知識從教學者端傳

遞到學習者端的線性過程，而是一種社會性的過程 (Wenger, 2000, 2003 )，意即

由所有參與者一起建構、變動的過程。因此，學校並非唯一可以學習的場所；

相反地，在實際的社會情境中學習，才更能讓學習者以社會參與的方式，在知

識被實際應用的脈絡下進行學習。 

此一主張一方面符合了建構主義典範強調學習者本身的反思與建構能力與

外在真實的多樣性，另一方面也明確點出了情境的重要性，以及其他參與者對

於個別學習者的影響。往後的許多研究者在探討實作情境中學習相關的議題，

例如在職教育28、成人教育29、實習制度30、建教合作31、學徒制等議題時，往往

會以 Lave and Wenger 的情境學習理論作為討論的切入點，探討學習者在情境之

中，透過不同程度的參與，如何以融入實踐社群作為一種學習的手段。 

                                                 
28 Fuller et al., 2005; Ng & Cervero, 2005 
29 Billett, 2002 
30 cf. Edwards & Protheroe (2003); Sørensen et al. (2005) 
31 Orrel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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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參與情境的方式來學習 

一般人往往將學習 (learning) 與教學 (teaching) 劃上等號 (Billett, 2002) ，

學校教師經常被認為是促進學習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推手，學生的任務就是被

動的吸收與記憶。近年來，許多學習理論的研究者認為，教學不必然直接促進

學習，而學習也不一定要透過上對下的教學才能達致。Pretty (1995) 指出，非政

府組織在農村進行永續農法的教育時，通常會使用參與式學習 (participatory 

learning) 的方式，讓民眾可以以參與者的身份加入學習的課程。而他們發現，

當學習者真心想要涉入學習活動、而非由單一的教學者來主導時，學習者對於

學習過程與成果的滿意度會最高。 

Billett (2002) 更指出，一般將學校教育視為「正式」(formal)，職場教育視

為「非正式」(informal) 的二分法，是犯了環境決定論的謬誤，認為學習環境性

質的不同和學習的形式必然決定了學習的效果。Billett 認為，職場 (workplace) 

其實也存在著架構，包括了實踐社群的歷史文化、工作準則、成員之間的溝通

習慣。因此，職場學習不應被化約為非正式、甚至沒有價值的學習經驗，研究

者必須把學習者視為學習的主體，重視學習者和社會性知識來源之間的互動關

係。由是，學習便不只是知識從一點傳遞到另一點的線性過程，而是學習者藉

由參與，逐漸涉入實際工作情境中，熟悉實踐社群中潛在運作關係和結構性資

源配置的過程。 

從以上整理可以看出，以參與作為學習的方式，是許多學者的主張 (Billett, 

2002; Cobb & Bowers, 1999; Kolb, 1984; Lave & Wenger, 1991; Schön, 1983) 。研

究者認為，如果將參與 (participation) 的意義提高到更抽象的層次，則不論是課

堂上的參與討論或觀察，乃至於在職場中進行的學習，以及學生透過實習制度

在媒體工作中經驗，都算是參與的一種；差別在於學校教育提供的是被高度框

架、提供完善保護的環境，而實習制度則是讓學習者掌控自我學習進程的環

境，學習者必須積極的參與和反思，以建構對自己有意義的學習環境。 

基於參與的重要性，「如何參與」以及「參與在什麼活動中」便成為學習

者面臨的重要課題。為了分析學習者所涉入的情境，學者32 提出了實踐社群 

                                                 
32 Ruopp, 1993; Weng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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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of practice) 的概念。所謂實踐社群，是指在一個組織中，在共通的

目標下所形成的社群，其成員之間分享類似的經驗與專業知識，並在日常實踐

中追求共同的長期性目標 (Gertler, 2003; Lave & Wenger, 1991; Ruopp, 1993)。他

們在目標上的共同性，促進了成員對社群的認同、協同產出，以及隱性知識的

分享 (Gertler, 2003)。 

新聞媒體旗下的各個部門，例如編輯組、採訪組、公關組，各自都是具有

共同目標的實踐社群，其中的眾多成員為同樣目標進行長期性的努力，並在實

踐中分享、傳承與積累專屬於該實踐社群的隱性知識，而實習生在各部門的實

習經驗，則可以被視為透過參與實踐社群，向較資深的成員學習隱性知識的過

程。陳順孝（2003）即指出，學生必須在真實情境中嘗試錯誤，才能在實際應

用的情境中產生工作所需的知識系統。 

對於具有一定規模的公司或媒體來說，知識的管理和傳遞是相當重要的課

題，Amin and Cohendet (2004) 就指出，組織中知識的產生、積累與傳遞，有賴

於組織的大大小小社群內，自願分享知識的個人，在工作的過程中將知識體建

構起來，並傳承下去。正因如此，組織當中的知識管理強調的是以社群為單

位、由下而上的知識流通和動態保存。 

二、以合法的身份進行邊際參與 

但正因實踐社群有共同的目標，資深成員往往有著長期在工作中累積出來

的默契或潛在規則，初進入社群的新手很難馬上進入工作脈絡，必須漸進的參

與實踐社群的日常工作。Lave and Wenger 將這樣的過程描述為「合法的邊際參

與」 (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從學習者的角度來看，這是他們得以

被吸納進實踐社群，成為社群一部份的過程；從實踐社群的角度來看，則是社

群其他成員漸進接納新進成員的過程。對於以實習生身份進入社群的傳播系所

學生來說，在實踐社群的學習當中，合法邊際參與是一個關鍵性的過程。 

合法邊際參與的概念，包含了三重意思：所謂「合法」，是指實踐社群中

的既有成員都願意接受還不夠資格的新成員成為社群中的一員，假如成員根本

就排斥新進者作為社群的當然成員，他們斷無可能以成員的身份融入社群的實

踐；所謂「邊際」，是指學習者在開始只能做一些末稍性質的工作，就像新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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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裁縫學徒只能被安置在產製流程的盡頭，處理衣服的多餘線頭，而隨著參與

時間累積、技能的增長以及和資深成員信任關係的建立之後，才被允許做較需

要核心技能、不容出錯的工作，例如剪裁與縫合布料；而所謂的「參與」，是

指新成員在實際的工作參與中，透過實作來獲取知識，因為知識是存在於社群

的實踐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態的存在於書本上。 

在「合法邊際參與」這一套概念之下，「合法」、「邊際」、「參與」的

三個要素是互相依存的，任兩個條件都需要依靠另外一個條件才得以成立。例

如「不合法的邊際參與」不可能存在，因為要能夠「參與」實踐社群裡的活

動，而非僅是旁觀，就一定得經過社群的認可，因此邊際參與必然是「合法」

的；而新手要參與社群，一定得從「邊際」的位置開始，逐漸邁向全然投入的

高度參與。 

然而，合法邊際參與作為學習的策略，也是一個角力的場域，可能讓新手

在實踐社群中增權或是消權。當新手佔據了邊緣的位置，以試圖進入特定的實

踐社群時，可以藉著從邊際出發的參與得到更多認同，進而邁向完全參與，此

時邊緣性即是一個增權 (empowering) 的位置；但若實踐社群的資深成員意欲將

參與者排除在核心參與之外時，將迫使學習者往更邊緣的位置、甚至社群之外

移動，此時邊緣性即成為一種消權 (disempowering) 的位置。  

由於參與位置的複雜性，「邊緣」的相對狀態應不能被化約為單一的「核

心」，因為實踐社群中不會只有單一的運作核心，例如報社中除了文字的工作

之外，還包括有攝影、業務、公關等多個運作的核心，每個核心都需要學習者

以漸進的參與來達到對組織的涉入。Lave and Wenger 以「完全參與」(full 

participation) 來描述高度涉入的狀況，因此，相對於旁觀者處於社群外部的

「無涉」(irrelevance) 狀態來說，新手的「邊緣性」(peripherality) 代表的是一

種充滿開放性的關係，讓參與者對於社群內部資源能做漸進式的掌控，隨著愈

來愈深入的合法參與，學習者也愈來愈能夠接近社群知識的源頭。 

三、結構性資源的近用 

除了學習者本身所處的位置之外，結構性資源的因素也會影響到學習者參

與的合法性，以及是否能夠邁向完全參與。學習者的參與是否合法，取決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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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能近用的結構性資源 (structuring resources)，這指的是參與者在組織中被賦予

能夠近用的資源，這包括了有形的和無形的資源，而這就有賴於實踐社群與既

有成員的提供和傳承，讓新進的學習者可以享有繼續學習的資源。 

沿用報社的例子，有形的資源包括電腦、器材、消息來源的聯絡電話、辦

公空間等等，而無形的資源像是公司形象、社群的潛在規則與知識、採訪的技

巧與禁忌等等。新手學習者是否能夠近用到這些結構性資源，會影響到他們參

與的合法性，也攸關新進學習者參與社群的持續和深入與否，乃至於他們在社

群中的認同 (identity) 能否從邊緣的無關者轉變成全面參與的正式成員。  

學習者以合法邊際參與的形式，參與實踐社群運作的過程中，若能從邊緣

的位置過渡到完全參與，會經歷在社群中身份認同的轉變 (Lave & Wenger, 1991; 

Ruopp, 1993; Wenger, 2000)。依照參與時間和涉入程度的多寡，學習者的學習軌

跡形成了從邊緣到完全、涉入程度不同的參與光譜，在這過程中，參與者會在

實踐社群中不斷改變自己的位置，發展出不同樣貌的成員身份 (membership)，

以正式成員的身份認同，對社群產生歸屬感，甚至進一步成為資深的成員。 

以實習生為例，初進媒體的實習生一開始可能因為不熟習工作脈絡，只能

從旁觀察編輯會議與記者的工作情況，此時他們的身份是在邊緣的觀察者；等

到與組織熟悉之後，才能真正參與到日常的工作，甚至和其他正式工作者一起

做決定，此時實習生或能透過日漸深入的參與，轉變成近似團體的正式成員，

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是以團體的目標為出發點，把個人的目標與團體的目標

結合。在學習當中發生的身份轉變過程，是只有在群體當中，透過漸進式的參

與才有可能得到的，而將自己在社群中的身份認同為正式的成員，牽涉到學習

者近用與運用資源的合法性，當學習者能以正式成員的身份在實踐社群中工

作，才能以專業者的身份對所學所為進行反思33。 

在這樣的學習歷程中，學習者一邊吸收該組織的文化，同時也被組織的文

化所吸收。新手逐漸理解實踐社群的樣貌、觀察到老手如何處理日常的事務、

社群之外的人如何和社群成員互動，這就是社群在實踐過程中提供的無形課

                                                 
33 關於專業者的反思，請參考 Schön (1983)，他指出，專業實踐者所知道的通常多於他們所能

言說的，而當他們在實踐當中遭遇到不確定的或是衝突的情境，會使用這種隱晦的能力來因應

這些情況，這樣的過程促使了專業者在實踐當中的反思與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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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讓新手可以透過合法的近用資源，成為社群不可分割的一份子。在這樣的

過程中，學習的動機應是強烈的，因為新手在參與中，可以對該實踐社群的目

標與實踐方式有所瞭解，進而認知到自己在這個社群中可以學到的東西。 

舉例來說，在實習過程中，實習生跟著不同路線的記者跑新聞，在新聞的

處理上，必須在每日的採訪工作同時觀察記者問問題、剪輯的方式，之後也可

能必須要自己跑新聞，如果實習單位給予足夠的有形或無形結構性資源，讓實

習記者有所利用和發揮的空間，就得以用自己理解的方式來組織一系列的新

聞，而不需亦步亦趨模仿資深記者的指導。 

四、情境學習是建構社會認同的過程 

從以上整理，研究者認為，實習媒體作為實踐社群，對於在媒體實習的學

生來說不只是他們工作的場域，更轉化了他們對於自我學習歷程的認識。因為

他們在參與和學習的同時，其實也在不斷重新形塑自己和社群之間的關係，從

與社群無涉的外人，直到成為社群不可分割的一份子。學習不只是一種認知的

活動 (Olitsky, 2006)，更牽涉到學習者透過實踐在社群當中發展社會認同的過

程，而在社群中發展出認同的過程，牽涉到個體作為社群的一員，對於自我經

驗的詮釋 (Wenger, 1998)。 

在群體當中，個人 (individual) 和集體 (collective) 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

認同的建構是於個人和群體的互動之間形成，意即個人的認同是在群體的脈絡

中形成的，需要經過不斷的妥協和折衝。Wenger (1998) 在探討學習和認同的關

係時，將認同放置在實踐社群的脈絡下，歸納出認同的幾個特質： 

(1) 認同是經過協商的經驗：社群中的個人認同，來自於對於實踐的參與，

以及社群所重視的成就，將自身的感受和經驗具體化。也就是說，個人

對身為成員的認同來自於社群的肯定，如果個人的工作成果能夠被其他

成員所肯定，個人對於社群的認同感就能得到加強。 

(2) 認同是社群的成員身份：我們會藉由辨別熟悉與不熟悉的人事物，來決

定自己的認同。也就是說，個人會從社群的角度來判斷某人事物是否屬

於社群，從中建立對於社群的認同，例如成員以穿著特定顏色的服裝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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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對社群的認同，看到其它穿著同樣顏色的成員，會感到熟悉，進而

加強對社群的認同感。 

(3) 認同是學習的軌跡：我們藉由瞭解過去學習過的、以及未來即將學習的

事物，來定義自己的身份。學習的軌跡並非一條固定的路徑，而是會因

為外在因素的改變而變動，連結了過去、現在和未來。換句話說，在社

群中的學習者不會從頭到尾依循同樣的學習軌跡，而是會根據以往所

學，對照當下的情況和對未來的展望，改變、規劃接下來該走的路徑。 

在 Wenger (1998) 關於實踐社群和認同的討論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實踐

社群中的身份認同和學習者的反思、詮釋是息息相關的，因為認同是在個人與

社群之間的緊密互動中建立，而學習者對於實踐社群認同的改變也會影響他對

學習軌跡的規劃。 

將認同和學習的關係放到媒體實習的脈絡下：一名實習記者在初進實習單

位時，可說是一張白紙，對於實務工作的技巧、組織中的潛在規則，乃至於與

職場中人互動的模式與禁忌，都不熟悉，只有在經過一定時間的參與涉入後，

才能習得採訪工作應備的基本知識，更擁有合法近用媒體單位有形資源 (設備) 

和無形資源 (媒體形象) 的合法性，因而讓她得以在參與的光譜上改變其身份的

認同，從一個「外人」漸漸成為社群的成員。 

在跟著資深記者進行採訪工作時，實習生的問題意識一開始也許是：「其

他記者怎麼作？」，而在一段時間的參與之後，實習生會以過往的經驗和新的

經驗進行協商，把自己等同於社群的一員，乃至於將發問的角度轉變成「我自

己要怎麼作？」實習生若能透過合法邊際參與的方式，介入實踐社群的運作，

而在同時也轉換自己的身份認同：從邊緣參與者、中度參與者再到完全參與

者，其身為實踐社群一員的認同將隨著參與程度在光譜上的移動而漸次升高。 

如果將實習生視為實踐社群的合法參與者，以上的分析指出了學習者從邊

際參與到全面參與的過程中身份認同的變化：從一開始只能作瑣碎工作、位處

邊緣的新手，到愈來愈熟悉實踐社群運作的老手。換句話說，參與者的全面參

與所意味的除了對工作內容的熟悉之外，還牽涉到學習者身份認同的轉變。儘

管在實際操作的層次上，於有限的實習期間之內，實習生被允許以正式成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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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進行每日工作的機會並不多34，但研究者仍認為，實習生是否得以透過每日

的實務工作參與，藉以轉變自己的身份認同，對於他們發展後續學習規劃的方

向有所影響。 

一個實踐社群內部資訊的透明度 (transparency) 與隔離 (sequestration) 會影

響到地處邊緣的新手是否具有參與社群實踐的合法性，是否能夠以參與者的身

份接觸到並運用社群的結構性資源。在某些實踐社群內，老手會將新手隔離在

結構性資源之外，讓他們無法近用到社群的資源和歷史遺產，此時實踐社群內

的知識便無法成為學習者增進參與的養分，而只是老手用以標示特權的工具，

而被隔離在信任圈之外的學習者自然也無法從中培養身為成員的認同。 

例如，在電視台的實習過程中，資深記者如果因為設備不足、時間緊迫、

擔心器材損壞等種種原因，阻礙了實習生對剪接器材的使用，則是對實習生的

參與採取了隔離的態度，讓學習者無法近用到這些資源，讓參與變成不可能的

任務，自然也無法產生身為社群成員的認同。 

從上述的例子可以看出，實踐社群進行的生產性活動，是學習者賴以理解

社群內部知識的過程，社群內的成員必須透過對生產性活動的親身參與，才能

對技術工具的內涵，乃至於社群中的實踐性知識有所體認。Wenger (2000) 就指

出，當人們試圖融入社群時，他們會學習並在日常實踐中展現出該社群中特有

的語言與工作方式，藉以彰顯他們身為社群成員的認同，例如在電視媒體當中

就有「噴 mic」、「掐 bite」35 等等特殊的術語，這些術語的使用往往標幟了同

一社群成員的身份。 

由於本研究的主題在於探看參與實習的新聞傳播系所學生，作為一名在情

境中的學習者，如何透過合法邊際參與來進入實習媒體的工作脈絡中，研究者

將以上有關情境學習理論的討論進行整理，以學習者在實踐社群中的參與歷程

作為分析的主軸，歸納出在實踐社群當中對於學習者特質的描述： 

                                                 
34 在研究者所接觸到的個案當中，只有中央社對實習記者的工作要求與下放的權力與正式記者

完全相同，其它的媒體多半對實習生的要求與被允許作的工作有所限制。 
35 「噴 mic」的意思是對麥克風說話時，因為嘴巴與麥克風距離太近，而產生爆音的現象；

「掐 bite」為擷取所需的聲音片段，兩者皆為電視新聞實務中常用的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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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習者能夠藉著近用實踐社群中的結構性資源，來提高在社群工作中

的參與程度： 

Lave and Wenger 強調了新進成員要能參與實踐社群的運作當中，必須掌握

社群當中結構性資源的使用，而這包含了兩個層次：具體資源以及抽象資源。

具體的結構性資源指的是在社群當中，只有被認為是成員的個人才能近用的實

體資源，例如完成工作所需的器材、耗材與交通工具等等，能夠近用這些資源

與否，往往直接影響到是否能完成任務。 

抽象的資源，指的是社群當中的社會性資源36，Lesser and Prusak (2000) 指

出，實踐社群中的社會資源包括了共同的認同、成員之間的熟悉、情感、信任

關係，共同的語言和說話方式等等。能夠運用這些資源的個人往往得以較順利

的完成社群的工作，例如能夠從資深成員處得到老客戶資料的新進業務員，即

能順利和潛在買主聯繫，較早達成業績目標。 

在新成員參與的初期，或是較具封閉性的實踐社群當中，資深的既有成員

藉由對這些資源釋出的控制與選擇過程，也對可以參與的新成員進行了篩選的

過程。被隔離在外的新成員由於無法近用到這些資源，更無法得知他們是如何

被實踐社群所詮釋與使用，遑論理解其中的潛在規則與禁忌，而這些潛在、隱

性的 (underlying) 原則對於在專業實踐社群中的工作者來說，不但是實務工作

中必需的知識，更是促進專業實踐者反思的必要條件 (Schön, 1983, 1987)。 

2. 學習者透過和實踐社群中的其它正式成員互動，以從邊緣參與邁向全

面參與 

學習者在參與社群實踐的過程中，來自實踐社群既有成員的引入 (induction) 

扮演了重要的角色。Fulton, Yoon and Lee (2005) 點出了「引入」與導師 

(mentor) 制度的差異：導師制強調「指導」的關係，責任集中在導師對新進者

一對一的經驗傳授，但這樣的過程往往具有受個人偏見左右的危險，也可能僅

呈現個人經驗中單一的面向；相較之下，引入的制度則強調了實踐社群中的集

                                                 
36 群體中的社會性資源也被 Lesser and Prusak (2000) 歸類為組織中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 的

一種，認為組織中建立的緊密連結關係，有助於知識的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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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過程，資深的工作者們作為一個指導的團隊37 (coaching team) 以將新進者帶

入工作脈絡中為目標，透過集體的實踐過程讓新進學習者在脈絡中習得社群的

潛在知識。 

學習者欲與資深成員在日常實踐中有所互動，有賴他們參與的合法性，而

這必須經過資深成員的授意，也就是「老鳥」要願意適時給予「菜鳥」指導，

並把新手視為社群中的一員，而非局外人，才有可能進行深刻的互動。這些互

動對新手來說，是從邊緣到邁向全面參與的關鍵之一，來自成員之間在日常實

踐當中頻繁的溝通、互動，乃至於衝突、矛盾 (Olitsky, 2006; Wenger, 2000)，在

多樣且持續的互動關係中，新進成員才能接觸到實踐的更多面向，以更熟悉成

員之間的相處模式。 

3. 學習者在參與中會經歷身份認同的轉變，將自己認同為實踐社群的正

式成員： 

從學習者的角度出發，任何意圖學習的行動、任務與理解，都只有被放置

在實踐社群的脈絡下才有意義；但如果從社群形成的角度來看，實踐社群其實

是由一群實踐者，因為具有共同目標，透過非正式的集結，在行動的過程中漸

次浮現 (emerge) 形成的 (Brown and Duguid, 1991; Lesser and Prusak, 2000)，若

這群人並未分享相同的理念與目標，即使為了工作的需要而硬把他們湊在一

起，也難有同在一個社群內的認同。 

因此，對學習者來說，他們是否能認同實踐社群的目標，進而發展出願意

成為該社群成員的身份認同 (Fuller, Hodkinson, Hodkinson and Unwin, 2005; Lave 

and Wenger, 1991)，會影響到學習者成為社群成員的意願，進而影響到他們參與

實踐的合法性與學習的可能性。要是缺乏對社群目標的認同感，學習者即使身

處其中，恐怕也無法將組織的目標內化，遑論作為社群的一份子來思考與行

動；相反的，學習者若能在參與之初，就對社群的目標有所認同，在工作中較

有可能將自己視為在實踐社群中整體的 (integral) 一部份，散發出對於社群的認

同。 

總結上述有關實踐社群與合法邊際參與的討論，我們可以看出情境中的學

                                                 
37 cf. Wenger (2000,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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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必須要透過在社群中的持續參與，與社群的其他成員建立信任關係，進而

培養身為正式成員的認同。在學習者本身來說，他們必須從邊緣的位置開始，

在合法的基礎上參與社群的實踐工作；實踐社群則必須要提供結構性資源的近

用機會，如此一來，學習者才能藉由漸進式的參與，培養身為社群正式成員的

身份認同，邁向完全參與的實踐者 (practitioner)。研究將把實習生放置在此一理

論框架下，探看學習者融入情境的學習過程。 

第三節：小結 

研究者認為，實習歷程對新聞傳播系所學生來說，不但提供了寶貴的實務

經驗，使學生們更瞭解媒體業界的脈動，更重要的是讓學生們在經歷過業界的

實際操作，再回到校園之後，能藉由此經驗的刺激，觸發他們對於媒體工作之

所以為一門專業、對他們個人學習歷程的意義，激勵他們創發獨特的詮釋，找

出屬於自己的後續學習方向。 

為了從理論的角度出發探討實習制度在學習歷程上的重要性，本章先分析

不同學習典範中學習者的角色，並在整理建構式學習理論之後，確立本研究對

於學習者能動性的關懷。確立了學習者本身具有反思的能力，他們能透過參與

實踐的過程，持續將新的經驗與先前經驗進行對照，進而在脈絡下發展出最適

合自己性向與能力的學習方向。 

在建構式的學習觀裡，學習是一個不斷循環的過程，而非有起點、終點的

線性過程。學習者在參與過程中得到具體的經驗 [1] 之後，會對過往的經驗與

所知進行觀察與反思  [2]，以形成抽象的概念  [3]，往後在新的情境中試驗 

[4]，再以新的經驗來回饋到自己知識架構中。(請見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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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循環式的學習模型 

資料來源：Kolb (1984) 

綜觀現有文獻，有關於建構式、反思性學習的模型大多是以課堂上的教學

互動為研究主題，鮮有將實務工作中學習與學校學習歷程並置進行探討的研

究。因此，研究者嘗試將反思性學習的歷程放在實務工作的情境脈絡下，試圖

從新聞傳播系所實習生的真實經驗，抽取歸納出他們在實習經驗中的學習與反

思歷程，探討在實務工作與學校教育之間，實習生透過反思來建構自己學習經

驗的歷程，進而為現有的學習模型補充在不同脈絡下的變化型態。 

研究者認為，若將上圖的架構放置在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學習歷程的框架之

下，實習的過程即是提供學生媒體工作具體經驗 [1] 的管道，而學習者會在實

習的期間進行觀察、實作，進而將以往的經驗和現有經驗對照，進行實踐的反

思 [2]，而後續回到學校的學習過程，則能夠幫助學生們形成概念、找出屬於自

己的學習方向 [3]，讓他們往後不論在媒體工作或是學校的計畫中，都能夠將新

的概念付諸實行。 

實習環境中的學習者能夠藉著在社群中的實踐，不斷修正自己的角色和對

媒體工作的想法，使其更有能力對習得的知識與技能產生自己的詮釋和運用方

式。準此，研究者認為學習者能夠從批判性的角度審視自己所學所為，具有對

於自我經驗的反思能力，這包括了將先前知識與工作內容連結的能力、將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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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內容與既有知識對照，以及修正原有知識框架的能力。 

從以上的文獻整理，研究者將實習的過程視為整體新聞傳播專業者養成過

程的重要組成部份，由此，實習計畫最重要的意義即在於：在實習的過程中，

以合法邊際參與的過程作為融入實踐社群並從工作中學習的手段；在實習結束

回到校園後，能針對自己先前學習和工作經驗的所得進行反思，調整自我的學

習方向。因此，研究者認為，實習期間的經驗不但是學習的一種方式，更是促

進反思性學習的觸媒，刺激學生發展自己對於媒體工作作為一門專業的詮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