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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陳述本研究的研究架構、概念之間的關係，並說明研究進行的方式、

訪談對象與背後所欲探討之現象的關連性，以及分析的方法。研究者透過深度

訪談，了解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在校學習與參加校外實習的經驗和反思，以及此

一過程對他們建構學習歷程的影響，再以情境學習和反思性學習的學習歷程作

為分析框架，探看實習生如何在學習歷程當中，持續建構新聞媒體工作對於自

己的意義。 

第一節：研究架構與研究流程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探看媒體實習經驗在新聞傳播系所學生整理學習

歷程中的教育意義。研究者將參加實習的學生視為反思性的學習者，試圖分析

他們如何透過實習的經驗建構自己對學習、以及對新聞媒體工作作為一門專業

詮釋角度的轉變，如何讓學習者得以在後續的學習歷程中釐清學習方向的反思

過程。 

研究者認為，新聞傳播系所作為高等教育的機構，學生除了在實習期間應

被要求能夠習得基礎的知識技能 (理解層次) 之外，還要能反思自己先前所學，

將過往經驗與實務中操作的經驗互相對照 (反思層次) 38，更進一步，研究者好

奇的是，新聞傳播系所的實習生，透過實習經驗的觸發，如何回頭去思考自己

在新聞系所學習的意義以及新聞工作對於個人的意義，重新檢視自己在實務工

作場域中能力不足之處，與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原因，乃至於自我意識到必須加

強的能力，藉由實習的經驗確立或修正自己的學習方向。 

準此，研究者結合第二章建構式學習理論的學習模型 (請參考圖 3)、反思

性學習的光譜 (請參考圖 4)，以及情境學習當中合法邊緣參與的概念，繪出以

下的研究架構圖： 

 

 

                                                 
38 cf. Boud et al., 1985; Peltier et al, 2005 



 42

先前學習經驗 實習經驗 後續學習發展 

 

 

 

 

 

圖 6：研究架構圖 

來源：研究者整理 

本研究的重心在於探討新聞傳播系所學生作為學習者，透過實習經驗以對

所學進行反思，以及後續學習方向的發展。如架構圖上所示，新聞傳播系所學

生透過高等教育體系得到一定程度的學術與實務知識技能，培養出對新聞媒體

工作的初步認識，而在進入實習的場域時，也將這些能力帶入其中。 

在實習的過程，學習者一方面透過在實習單位的資源運用，以及合法的邊

際參與來融入實習的實踐社群，另一方面也將學習的現況與先前經驗和在校的

所學交互對照，在反思中激盪出對以往所學的不同想法，甚或改變原有對知識

的認識框架。 

而在實習後的學習、工作情境（可能是學校課程或是其它學習機會）中，

學習者透過在實踐中的反思，對實習期間遭遇的困頓和個人能力的不足做更進

一步的反思，除了辨認出並解決學習中的困難之外，還要能瞭解困難背後的深

層原因，是個人的抑或是結構的？是操作面上的或是認識論上的？研究者試圖

觀察學習者進行批判性反思的思索過程，看他們如何植基於這新的理解，釐清

反思性學習： 
理解、反思與批判性反思 

知識技能 

學習者 

情境學習： 
合法邊際參與 

原有能力 

對實務工作的想像 

對知識技能的反思 

對實務工作的反思 

發現原有能力不足 

自我導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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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學習的基礎與方向，乃至於對新聞媒體工作產生新的詮釋。 

根據上述架構，研究者預期探討的主要問題為：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在學習

歷程當中，如何透過媒體實習經驗持續對所學所為進行反思、重新建構自己對

於新聞媒體工作的認識，以及進而調整後續學習的方向？  

在質性的研究過程中，理論與現象之間的關係是循環而富有彈性的，理論

可能因為現象資料顯現的結果而加以修正，而資料蒐集的方向也可能因為理論

的修正而有所轉變。因此在研究推進的過程中，研究者試圖不斷回頭檢視先前

的研究動機與問題，自我反省與修正，以期形成更嚴謹的研究。 

在擬定研究問題後，研究者首先針對建構性學習與反思性學習的相關文獻

進行整理回顧，進一步確定研究方向，再根據文獻整體出的要點設計訪談題

綱。以滾雪球的方式進行訪談的同時，也一邊根據訪談所得的資料對訪談題綱

和研究問題持續進行修正，以反映出研究過程中方向的釐清與調整。在訪談資

料蒐集完畢之後，再經由編碼與分類的過程形成分析框架和範疇，進行分析與

討論，最後形成本研究的結論與建議。（研究流程請見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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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研究流程圖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提出問題意識 

文獻回顧 

設計訪談題綱 

確立研究架構 

深度訪談 

資料繕打 

研究結果與討論 

於訪談進行間

持續調整訪談

題綱 

形成分析框架 

內容譯碼、分類 
形成分析框架

的過程，與訪

談內容的分類

進行交互參照 

於文獻書寫

的過程中持

續調整研究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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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究新聞傳播系所學生透過實習經驗對學習歷程進行

的反思，由於著眼於探知學生在不同學習脈絡下的經驗與想法的轉變，因此採

取質性研究的深度訪談法進行資料的蒐集，期望能藉由深入的訪談過程以捕捉

實習生在實習期間與其後想法轉變和反思的過程。 

深度訪談能夠讓研究者尋求深度的訊息和理解，藉由此過程，讓訪談者即

使並非該活動的參與者，也得以一窺參與者行動的脈絡與意義  (Johnson, 

2002)。研究者試圖透過詳細的探問，從參加實習學生的敘述中理解他們在實習

單位的學習歷程和後續的反思。 

深度訪談法的特性包括有：一、使用較小樣本；二、受訪者可提供詳盡背

景資料，包括意見、價值觀、動機、回憶、經驗及感受；三、研究者可長時間

觀察受訪者非語言反應；四、所需時間較長，並進行一次以上的調查；五、對

每個受訪者提出的問題不盡相同，而且研究者可在訪談進行時依照每個受訪者

的答案繼續追問；六、深度訪談會受到訪問氣氛影響，其成功與否，需視受訪

者與訪問者的關係而定（Wimmer and Dominick, 2006）。 

陳介英 (2005)指出，透過長時間的深度訪談，研究者可以有充分的時間，

將受訪者所作所為的前因後果，進行較完整的資訊蒐集，以此為基礎，研究者

才能掌握研究對象之社會行動背後，所處的社會脈絡和意義脈絡。本研究試圖

探討實習生的學習歷程，必須在實習與學校教育的不同情境脈絡下，對他們的

行動、動機與理解進行審視。於是，研究者選擇透過深度訪談法，瞭解實習生

在媒體實習工作期間，所經歷到本身知識架構、對媒體工作的認識，以及對未

來學習目標想像的變化。 

Miller and Crabtree (1999) 歸納出質性研究的資料蒐集方式，主要可經由觀

察、錄製及訪談三種方式取得，他們進一步指出在下列的情況中，深度訪談是

適當的研究方法：(1) 調查的範圍較小；(2) 受訪者所屬的是一個定義清楚且同

質性高的脈絡；以及 (3) 受訪者對訪談的溝通方式感到熟悉且愉快。由於本研

究的目的即是要讓新聞傳播系所學生描述他們的實習經驗，研究對象所屬的群

體可以被清楚定義 (參加過校外媒體實習的新聞傳播系所學生) ，再者，研究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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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作為新聞系的學生，理應對於訪談和口語溝通的方式相當熟習，因此深度訪

談對於新聞系所學生來說，應為合適的研究方法。 

一般來說，深度訪談依據其被事先規劃的程度，可分為以下三種形式 (陳介

英, 2005; Patton, 2002; Wimmer and Dominick, 2006) ： 

(1) 非正式的會話訪談 (conversational interview)：指的是開放式、無結

構性的訪談，如同日常的閒聊，在雙方互動的過程中，讓問題自然

顯現。 

(2) 半結構性訪談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由訪談者擬定提綱挈領

的問題，以引導受訪者侃侃而談，但實際訪談內容並不囿於訪談大

綱所陳，目的是在有限的時間之內盡量拓展雙方對議題的瞭解。 

(3) 結構性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亦稱為標準化訪談，在訪談

前，所有問題都先被列出，其用字遣詞需要多方斟酌，再於訪談中

依照一定的順序提出。  

陳介英 (2005) 指出，非正式的訪談較適合研究一個全然陌生的對象，在不

清楚對方生活與知識脈絡的情況下，必須用開放式訪談來蒐集先前資料。但若

研究者已經對受訪者所處的社會脈絡以及生活方式有所理解，則適合以半結構

式或結構式訪談來進行 (Patton, 2002; 陳向明, 2002)。 

由於本研究探究的是實習生的學習經驗和學習歷程的詮釋，牽涉到學生本

身在過程中不斷變動的、對學習的理解，每個研究對象都有不同的學習脈絡，

其訪談過程應當要被賦予一定的彈性，半結構性的訪談方式正可以提供研究者

在問題設計與訪談進行上的彈性，避免研究的型態過於固定或僵化 (胡幼慧, 

1996) 。研究者將以和研究主題高度相關的議題作為訪談大綱，並在訪談的過程

中隨時調整問題的深度與方向，以反映研究對象不同的學習和知識脈絡。 

研究者以滾雪球的方式尋找受訪對象，先以研究者本身就讀的政治大學新

聞研究所為搜尋起點，挑選過去有媒體實習經驗的碩一、碩二學生為前導訪談

(pilot interviews) 的對象，再請周遭朋友幫忙詢問親朋好友，以尋找其他願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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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的對象。經過符合研究取樣條件39 與受訪意願確認之後，再進行正式訪談。 

訪談步驟如下：在訪談前先對受訪者說明本研究的主題與研究重點，以及

研究者進行訪談的目的，之後再以訪談題綱為藍本進行訪談，儘量讓受訪者在

輕鬆不帶壓力的情境中，針對問題，依其經驗做聊天式的對談。訪談時間為一

至二個小時，過程徵得受訪者同意，進行全程錄音，並由研究者逐字做成文字

記錄。在訪談過程中，若受訪者表示希望某一段敏感的意見不便錄音，研究者

會將錄音設備暫停，以尊重受訪者的意願與隱私。 

在正式開始研究之前，研究者已進行前導訪談。在進行了四次的前導訪談

之後，研究者發現，對學生來說，實習本身的學習經驗會因為所在媒體的不同

而有很大差異，例如在電子媒體實習者，多反應因為工作環境分秒必爭，單位

主管和線上記者，對於訓練實習生心有餘力不足，只能放牛吃草。而即使在同

一單位實習，不同時期的學習狀況也有很大差異，例如中國時報在若干年前，

是實習生心中的夢幻實習單位40，主管不但願意花時間帶人，更會在學習上給予

實用的建議，但 2008 至 2009 年期間適逢中時裁員、易主，因此線上記者人人

自危，根本無心力放在實習生身上。 

而從這些前導訪談當中，研究者同時也發現到，在實習期間對所學的反

思、實習結束的後續學習歷程，和對新聞傳播工作作為一門專業的詮釋內涵，

是每位實習生共通的經驗，且不論實習單位為何，學生們都認為實習經驗對於

整體學習經歷的塑造具有影響程度或層面各異的影響，讓他們透過實習經驗而

觸發個人對於新聞專業的的詮釋和學習軌跡的轉變。因此，研究者將研究重心

放在學習者本身的反思歷程，藉以探看在劇烈變遷的媒體環境中，學生如何從

實習的經驗出發，建構屬於自己的學習藍圖。 

                                                 
39 關於研究對象的條件，請參考下一節。 
40 此意見來自前導訪談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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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對象41 

本研究探看的是新聞傳播系所學生透過實習，所生對先前所學的反思，如

何形塑學習者對於自我學習歷程的詮釋，以及在實務經驗的觸發之下，他們如

何改變自己視新聞工作為一門專業的想像。研究對象主要為就讀於新聞傳播系

所期間參加過校外媒體實習的學生，訪談的重點集中在他們如何將在實習中的

觀察與先前所學、所思相互對照，乃至於改變自己對於新聞專業的詮釋框架。 

質性研究的目的並不像量化研究，在於由大量取樣的人口中，得出一概括

性的結果，質性研究抽取之研究對象雖然不必很多，但必須是能提供「深度」

和「多元社會現象之廣度」資料的對象（胡幼慧， 1996）。換言之，質性研究

的抽樣數量為重質不重量，即使只有一個個案，也可產出有意義的研究結果

(Patton, 2002)。 

著眼於實習計畫在新聞傳播系所教育脈絡的設計下，是一讓學生體驗實務

工作的機會，研究者也相當好奇實習經驗對於媒體實務工作者的意義。因此研

究者同時也訪問了數位在畢業後進入媒體機構任職的新聞傳播系所學生，試圖

瞭解他們對於實習經驗在學習歷程中的定位，以及實習是否能夠有效回應到實

務界工作上的需求。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需滿足的條件如下： 

1. 有至校外媒體實習的經驗，且實習時仍就讀於新聞傳播系所之學生； 

2. 在結束實習之後，仍回校繼續學習一年以上； 

3. 受訪者從參加實習計畫時的系所畢業，至今不超過兩年。 

本研究的主題為新聞系所學生在學習歷程中的反思，希望觀察學生在實習

經驗前後，對於自身學習內容的反思和批判，因此挑選進行訪談的對象為新聞

                                                 
41 在量化研究中，研究者研究的對象通常被稱為「樣本」(sample)，但陳向明(2002) 指出，「樣

本」這個詞本身帶有實證主義的色彩，暗示了生活中已經存在某些既成的事實，等著研究者用

特定的方法去提取，而被提取的每一個樣本都能夠完美的符應某一種典型。本研究試圖探討的

是學生在實習過程所遇到之共通挑戰與困境，但問題的脈絡可能隨著個人的經驗不同而有所差

異，因此研究者選擇不把研究對象稱為「樣本」，而是以「研究對象」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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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相關系所42 的在學生或畢業生，於在學期間有至校外媒體進行實習的經

驗。為了觀察學生在實習結束之後對於先前所學以及後續學習方向的詮釋轉

變，研究者挑選的對象在實習之後仍須回到學校繼續至少一年的期間，俾使研

究者得以觀察他們如何將實習過程中的反思轉化成後續學習方向的規劃。 

在大學時期參加過實習的學生，畢業後可能隨即投入職場，也可能選擇進

入學術機構繼續深造，而研究者認為就職和就讀研究所領域的選擇，也是新聞

傳播系所學生學習歷程的一環，是他們在經過學校學習、實務場域訓練、後續

反思的過程之後，擘畫出來的路徑。因此本研究的訪談對象涵蓋了大學應屆畢

業生、研究所碩士班學生，以及在大學或研究所畢業後隨即進入新聞媒體單位

工作者。研究者試圖透過多元的訪談對象選擇，看出實習經驗對在學習者後續

反思過程的共通之處，和共同的難處。 

因為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對於過往回憶的訪談，若受訪者已經畢業太

久，不僅在回憶上可能會出現誤差43，恐將影響訪談內容的準確性；而多年前的

學習環境脈絡也可能與現在的環境大相逕庭，若將蒐集資料應用在對現今環境

的分析，恐有適用性的疑慮。因此，研究者將受訪者從實習當時就讀的校系畢

業至今44 的時間，限定為兩年之內，以求確保訪談內容可用性和研究的效度。 

在確定研究對象範疇之後，研究者以立意抽樣的滾雪球方式來尋找訪談對

象，以資料達到飽和為原則，並經過四次的前導訪談，最後納入分析的訪談對

象列出於下表45（依照訪談進行的時間先後排列）：  

 

表 2：訪談對象背景資料 
代號 實習時就讀系

所 
畢業後動向 實習單位 實習期間 

A 新聞系大學部 新聞研究所 經濟日報；聯合報 6 週；4週 

                                                 
42 包括新聞系所、廣電系所、大眾傳播系所等與新聞媒體工作直接相關的領域 
43 請參考賴世培 (1998)。問卷設計中常見錯誤及其辨正之探討。空大行政學報，8: 169-188。 
44 研究者進行訪談的期間為 2009 年 4~ 6 月 
45 因為訪談內容可能涉及實習生對於媒體單位集體或個人作為的批評與反思，為免造成受訪者

的困擾，研究者特將實習生之真實姓名與就讀學校之校名隱去，以讓實習生願意放心與研究者

分享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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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聞系大學部 新聞研究所 聯合晚報；聯合

報；中視 
4 週；2週；4

週 

C 新聞研究所 新聞研究所 蘋果日報 4 週 

D 新聞研究所 新聞研究所 壹週刊 4 週 

E 新聞研究所 新聞研究所 中央社 4 週 

F 新聞系大學部 應屆畢業，將

上新聞研究所 
中天電視台 4 週 

G 新聞研究所 新聞研究所 商業週刊 4 週 

H 社教系新聞組

大學部 
應屆畢業，將

上新聞研究所 
正聲廣播電台；中

國時報 
4 週；4週 

I 廣電系大學部 電子媒體記者 台視 4 週 

J 社教系新聞組

大學部 
大眾傳播研究

所 
華視；中國時報；

表演藝術雜誌 
均為 4週 

K 社教系新聞組

大學部 
應屆畢業，將

上法律研究所 
育兒生活雜誌；大

家健康雜誌 
4 週；4週 

L 新聞研究所46 路透社記者 中國時報；路透社 4 週；4個月 

M 新聞系大學部 傳播公司執行

製作 
經濟日報；聯合報 4 週；2週 

來源：研究者整理 

表 3：訪談對象畢業後續動向 

 大學時實習 研究所階段實習 
繼續深造 6 4 
投入媒體工作 2 1 

來源：研究者整理 

13 位受訪者當中，大多數的實習經驗發生於大學階段，其中有 7 位受訪者

（A、B、H、J、K、L、M）曾至兩個以上的媒體單位實習，其中受訪者 B 與

受訪者 J 則有至三個媒體單位實習的經驗。每位受訪者在媒體單位實習的時間

為 2 週至 4 個月不等47。 

受訪者實習的媒體類型也十分多元，包括電視台（4 家）、報紙（5 家）、

雜誌（5 家）、廣播電台（1 家）以及通訊社（2 家）。但儘管這 17 個媒體單位

                                                 
46 受訪者 L 在實習結束後繼續留任路透社，但已於 2009 年五月離職，目前任職於某科技公司，

現下為全職休學狀態，尚未正式從研究所畢業。 
47 在訪談時，研究者將問題的重心放在探知學習者在實習較久的單位中的經驗，但仍會請受訪

者分享在實習時間較短的單位的經驗，並視情況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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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多元，卻皆屬於一般認知中的大眾、商業媒體，並未涵蓋到數位時代中崛

起的網路媒體（例如苦勞網、臺灣醒報、PEOPO 公民新聞等）。因為研究者發

現，這些新興媒體雖然也有實習計畫，但仍處於草創時期，許多制度的建立仍

處於摸索的階段，不同時期實習生的實習期間、制度甚至方式都會有極大差

異；相較之下，商業媒體的實習計畫因為行之有年，多半已發展出一套固定的

操作模式，有些甚至有嚴謹的標準作業流程（例如中央社與商業周刊），因此

研究者在此研究中，將訪談的範圍限縮在較有規模的商業媒體48。 

儘管經由以上條件篩選出來的對象，必然無法涵蓋每一種形式的媒體實習

計畫或是學習的型態，但以研究者一己之力，也只能針對數量有限的對象進行

訪談和分析。雖無法在數量上取勝，但尋找訪談對象的原則以能夠使「探討學

習過程中反思」的這個目的達到資料飽和為主，期待能從透過深度的質性訪談

和後續資料分析，讓每一個研究對象的經驗都得到充分的闡釋。 

第四節：訪談題綱設計 

在完成文獻回顧以及擬定研究架構之後，研究者根據欲探討的研究問題擬

定訪談題綱。在設計題綱的過程中，研究者主要根據反思性學習與情境學習的

相關面向來擬定問題，試圖從不同的面向對學習者的經驗進行探問。由於此研

究為質化的研究，研究者在進行訪談的過程中，會根據每次訪談對象的不同和

先前的訪談經驗來修正發問角度、內容與措辭，因此訪談題綱的發展也是一個

持續變遷的過程。 

深入訪談雖然在研究上具有彈性，卻並非漫無邊際地談話。研究者必須對

研究論題有一定的瞭解，並且具體剪裁出深談的要目，才不至於在研究過程中

迷失訪談的目的。基於研究問題，研究者設計五大面向的訪談項目，前兩個訪

談項目是為了引導受訪者進入主題情境而設計的，由於對過去經驗的詮釋屬於

個人深層的想法，因此，進行訪問時，研究者並不直接切入「反思」這個研究

主題，而是先請受訪者描述實習期間的工作概況與資源近用的細節，以喚起實

習生的想法。如此一來，不僅能幫助受訪者架構自己對實習經驗的反思，也能

                                                 
48 感謝口試委員陳順孝教授提出的意見，建議將來對類似主題有興趣的研究者，可將這些新興

媒體的實習制度納入研究範圍，進行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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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研究者獲得詳細的背景資料，引導受訪者思考討論的主題。 

訪談題綱大致上包括五個部分，但在實際進行訪談時，研究者會視受訪者

回答的情況，改變訪談問題的內容或先後次序，因此訪談題綱並非固定不變

的。以下說明各個訪談項目設計的目的（詳細訪談大綱請見附錄二）： 

1. 實習的背景資訊 

研究者為有效引導訪談對象進入狀況，對過往的經驗進行回想，因而請受

訪者描述自己參加實習計畫的動機、在實習單位擔任職務的內容、每日工

作的流程等等，以協助受訪者拾回過去在實習情境中的感受與想法。 

2. 實習生在實習單位中參與工作的情況 

為了探究學習者在實踐社群中融入日常工作的狀況和遭遇之困難，研究者

請受訪者回想在實習單位中與其它資深成員互動的情況、如何學習到工作

所需的知識技能、近用有形與無形資源的狀況以及對工作的影響，與實習

生在媒體中的角色，以進一步分析實習生進入社群的方式和遭遇的困難。 

3. 實習生在實習期間對過往經驗的反思 

為了探討學習者過往的學習經驗，如何促使其在實務工作的場域中進行反

思，研究者請受訪者描述在實習單位的工作中，運用到先前在校所學的情

況，以及學術準則和實務操作間的差異，以進一步探究學習者在實習之

後，對於學術與實務差異的反思。  

4. 實習生在實習後發展出的學習方向 

為了探討學習者如何透過對先前經驗的反思，調整後續的學習與發展方

向，研究者請受訪者分享他在實習期間所感知到自己能力上的不足之處、

後續加強的方式，以及實習中所學在後續工作或學習上的應用情形，以從

不同脈絡下檢視學習者透過實習歷程對自我學習的整體反思。 

5. 實習計畫在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學習歷程中的意義 

在受訪者從以上四個面向分享自己對於實習經驗和後續學習的想法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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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將問題的層次從實習制度本身拉高到新聞傳播教育的層次，研究者要

求受訪者從學習整體歷程的角度出發，思考實習制度的意義，以期深入了

解在實習單位的實務經驗，如何觸發學習者持續重新建構自己對於新聞專

業與新聞工作的想像與定位。 

第五節：研究資料整理與分析 

在質性研究中，資料的蒐集和分析為一持續進行的過程。而分析過程中最

重要的程序為譯碼 (coding)，即把資料轉成概念的過程 (胡幼慧，1996）。本研

究是採用開放性譯碼 (open coding) 的方式，即先將蒐集到的資料轉為文字，再

逐字逐句的密集分解，並加以標籤 (labeling)，以便指出研究者感興趣且在整個

研究中重要的、突出的、屢次出現的現象，進而析出現象中共通的概念 (齊力

等，2005)。再將找出的共通概念與文獻回顧的結果相互對照，進行概念的分

類，以形成更大的分析範疇，來檢視實習生透過對實習與學習經驗的反思歷

程。以下為本研究的資料整理與分析步驟： 

一、資料整理 

訪談的資料皆以錄音筆進行錄音，經研究者以謄稿軟體轉謄為逐字稿後，

依照訪談進行的先後順序，將訪談稿以大寫英文字母依序進行編號，以利後續

分析。在資料分析過程中，如需引述某一特定受訪者的意見，皆以「受訪者

A」的代號表示，以保護受訪者的身份，並方便讀者參照。 

研究者閱讀所有逐字稿和文件後，逐段檢視訪談內容，挑選和實習經驗中

反思與對新聞專業詮釋轉變有關的敘述，加以明確標示，表示這一部份是受訪

者陳述和研究主題相呼應的敘述，以利後續撰寫分析時的相互比較與引用。 

二、形成分析框架與討論 

將標示後的資料分門別類，其過程為將內容相近的資料作有意義的歸納與

連結，並區分相異的概念或意義單元。最後透過分類、比較與歸納之後，某些

相關的敘述類目可以被納入另一個更抽象的範疇中，而形成一核心主題。例

如：「於實習期間對先前所學之反思」、「於實習期間對新聞工作作為一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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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反思」、「於實習期間對自己在實習媒體中所學之反思」等，係受訪者於

實習期間對自身處境與過往經驗的反思，故將其放入更大的類別「實習期間的

反思」之下。 

在初步分類之後，研究者將內容脈絡相近的敘述資料歸為同一類，使其因

為有意義的連結而可以和其他概念作區分。透過各核心主題間的脈絡分析，試

圖將主題之間做有意義的連結，使分析架構能夠更加完整。例如，本研究將萃

取出之「實習期間的反思」、「實習期間習得之知識」以及「實習期間習得之

態度」放在「實習期間所得」之類目下，用以分析學習者在實習之後改變的層

面現象面與背後的結構。 

以上一節提及、討論題綱所發問的第二至第四個層面為主軸，研究者將謄

寫好的訪談資料，根據經驗發生的時間序列，亦即討論題綱所列出的四個階

段，整理成「進場」、「在場」與「啟程」的三個學習階段，再經過詳細的閱

讀、整理與分類，將敘述分別歸於不同的面向之下，並列出研究者對這些面向

的概念操作化如下：  

表 4：經驗面向與概念操作化列表 

 經驗面向 對經驗描述的概念操作化 
進入實習場域的動機 實習的動機 選擇實習單位的考量 
實習生在媒體中的定

位與角色 
實習生感知到媒體單

位對自己的定位  
這樣的定位，對實習生的學

習起到什麼作用？ 
有形與無形資源近用

的狀況 
遇到何種困難？遭遇

困難的原因？ 
資源近用對工作的進行會發

生何種影響？何以如此？ 

進場 

進入實習場域的困難 融入與無法融入社群

的原因？ 
融入社群與否，對學習造成

什麼影響？ 
先前所學運用在實務

工作脈絡中、和學校

的學習有何差異？ 

身處於實務工作脈絡

中，學習者反思差異

背後的結構因素為

何？ 

差異之下的結構性原因、從

隱性知識與禁忌看到實務界

底層的思維、這樣的差異對

學習有何影響？ 
對於勞動條件與組織

文化的觀察 
組織中的規訓和勞動

條件的關係 
體認到新聞工作者的勞動者

身份、勞動條件對專業性的

影響 

在場 

實務和學術規條的差

距現象 
除了衝突之外，還有

消弭衝突的作法 
對於落差的體認如何影響將

媒體工作視為個人志業的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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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務工作中發現自

己不足之處 
如何因應此一不足而

發展後續學習？ 
後續學習的方向在整體學習

歷程中的重要性？ 
在實務環境中的學習

所得，後來運用的情

況 

因應運用的不同脈絡

而有所調整 
為何這樣調整？後續運用的

困難原因何在？ 

觀察到「新聞作為專

業」理想的消逝 
對於「新聞工作作為

專業」的質疑或反思 
新聞專業對個人意義的轉變 

啟程 
 

實習經驗的意義 實習經驗對學習歷程

的重要性 
實習經驗對生涯規劃的方向

有何影響？ 
 資料來源：研究者整理 

研究者將訪談取得的資料進行詳細的編碼與分類工作，以試圖從訪談資料

中仔細耙梳受訪者的共通經驗和困境，探討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對於困難的排

解與應對方式、他們如何在實習過程中認識到新聞工作在學術和實務上的差

距，以及他們透過實習計畫觸發反思發展出的自我導向學習歷程。 

三、資料分析方式 

至於在研究資料的分析上，乃採用多重個案綜合交叉分析的形式，參考

Schlossberg, Lynch and Chickering (1989) 以「進場」(moving in)、「在場」

(moving through)、「啟程」(moving on) 等三個階段描述學習歷程的分析架構

49，依據本研究主題分為三個面向，依序呈現學習者「進入實習場域」(moving 

in)、「在實習場域中學習與反思」(moving through) 與「在實習場域外應用」

(moving on) 的歷程與改變，最後解析出實習經驗在學習者的學習歷程中之深層

意涵，並形成整理成研究之結果討論與建議。 

由於關於同一經驗或觀察的敘述，可能包含不同層次的反思，在資料分析

時，研究者會特別注意以同一事件為軸線，比較受訪者前後對於事件解讀的觀

點差異與反思過程。一個事件的敘述，可能僅止於對現象的描述，也可能加入

受訪者個人的體察或解讀，如對某事件的印象特別深刻，受訪者會在訪談中多

次提及，而這往往會誘使受訪者進行進一步的解讀與反思。因此同樣一宗事

件，可能包含理解層次、反思層次，以及批判性反思層次的資料。以下說明研

究者判別三種不同層次反思的方式。 

                                                 
49 關於此架構在學習歷程研究的描述，請參考張淑貞（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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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解層次的敘述屬於每日例行工作的層次，Mezirow (1991) 將此種層次的

學習稱為「經過思考的行動」(thoughtful action)，亦即和習慣行為  (habitual 

action) 相比，並非全然為反射動作，而是經過理解消化後的行動。Peltier et al 

(2005: 254) 則指出，在此一層次的學習牽涉的是「將交付的工作視為單一的、

必須被完成的任務，與個人生命經驗或目標無涉」。也就是說，在理解的層

次，學習者對於知識內容理解的重要性高於任務和個人經驗的連結。例如下列

敘述，牽涉的主要是完成交付的任務，而不涉及和個人經驗與目標的連結，即

屬於理解層次學習經驗的敘述： 

「我們那天中午到，兩點多開報社會議，然後就聽他們談今天的新聞，沒

有人理我們。…一直到結束我們才看到副總。四點多是小組會議。小組會

議之後他們跟我們說，等一下五點多有日全蝕，我們就跟一個記者出去，

採訪完八點回家。」（受訪者 C，新聞所學生，至蘋果日報實習四週） 

反思層次學習經驗的敘述則牽涉到對於解決問題過程或問題內容的預設提

出質疑，以及對於原本理所當然的想法進行問題化 (problematization) 的過程。

Mezirow (1991) 指出，反思的過程牽涉到個人對於所見、所思、所感、所為的

反思，以及過程反思 (process reflection)。Pee, Woodman, Fry, Davenport and 

Davenport (2000) 則強調，反思層次的核心，在於為情況尋找替代方案，並主動

辨認出改進的可能性。以下列敘述為例，受訪者描述了從實習經驗中體會到對

於過往採訪經驗所見、所為的反思，並對採訪的方向提出另類的思考方案： 

「我覺得（學校刊物）的事情通常是比較雞毛蒜皮的小事。所以要怎麼把

他寫大很重要，所以通常會很計較妳的文筆生不生動，描寫的仔不仔細。

可是我覺得外面的操作手法是，比較是怎麼樣去發現新聞。（學校刊物）

可能已經有既定的線索，例如我已經知道某大學這禮拜要辦比賽，這線索

是固定的，所以重點在寫作。可是外面的話，重點在採訪，所以怎麼樣有

人脈、怎麼去發想今天的新聞有什麼點，這前置作業才是最重要的。」

（受訪者 A，新聞系學生，至經濟日報實習六週、至聯合報實習四週） 

批判性反思層次與反思層次最顯著的差異，在於個人信仰體系的改變 

(Kember et al, 2000) 、對自己賴以思考的基礎前提產生質疑  (Peltier et al, 

2005)。個人在反思的層次上，會觀察到自己思考與行動的方式與邏輯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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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批判性反思的層次上，個人會進一步覺察到自己之所以觀察、思考、感受

與行為的背後原因和邏輯是如何形成的、背後有哪些結構性的因素 (why & 

how?) Fielden (2004) 指出批判性反思是一個多面向的行動，是行動者發自內心

的過程，牽涉到對自我的想法，和對自己與他人、與世界的關係進行檢視。有

時個人需要進行「自我抽離」(stand back from the self)，才得以對原有的思考模

式進行批判的檢視。 

但 Kember et al (2000) 也指出辨認批判性反思與反思的難處在於，許多社會

價值乃深植於人心（例如「男主外女主內」、「員工需聽命於老闆」），研究

者可能難以發現基於這些價值所生的前提其實是先入為主的預設。因此研究者

在訪談時會針對受訪者某個行為或想法背後的動機進行追問，試圖解構意見形

成背後的預設，再藉以觀察受訪者對於這樣的預設有何進一步的看法。以下列

敘述為例，受訪者從採訪時尚秀的經驗當中，指出自己原本對於時尚秀的想

像，但也同時對這樣的感受進行批評，即是將自我自預設觀念抽離的反身性思

考實例： 

「去 BOSS 的時尚秀，因為電視台也沒有要寫稿，就是去拿了一個禮品回

來，很開心。因為很輕鬆，又可以拿記者證去耍大爺。…如果本身不是具

有批判能力的人，可能就看到時尚秀，只看到他很炫。如果有批判能力的

話，你就可以同時有兩顆腦袋，一顆就是覺得很棒、另外一顆可以冷眼抽

身出來看這場合。例如在 BOSS 的秀裡，就可以看到那些和符號的關連

性，碰到這則新聞的時候當下的感覺是什麼，以前妳可能就覺得只是設計

或是什麼，可是後來就會覺得，其實那裡面的人都有一種符號的崇拜。」

（受訪者 J，社教系新聞組學生，至華視、中國時報，與表演藝術雜誌各

實習四週） 

在經過資料的耙梳與分類之後，研究者將以實習的經驗為主，分析實習生

在不同學習階段的面向中學習的方式、觀察到學術與實務操作差異的現象以及

學習中所遭遇到的困難，並在每一小節的分析之後試圖抓出學習者對過去所學

經驗進行反思的軸線，例如：實習生除了理解業界經驗與學校所學之間的差異

之外，如何從結構性的角度，嘗試自己解讀這樣的差異現象，甚或將之前的價

值體系進行翻轉。 

透過訪談資料的分析，研究者試圖以文獻所提出的反思性學習者為背景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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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對受訪者在實習和後續期間的想法轉變進行檢視，看他們融入情境與進行

反思的實況，試圖從現象面出發，進一步修正與更豐富現有的理論。在引用受

訪者敘述時，研究者將適時將明確指出概念或範疇的關鍵文字加上底線，以使

分析與閱讀的過程更清楚。 

以上所述之資料蒐集與分析方法，必須一再地回到訪談逐字稿進行文字、

情境等檢視及修訂，才能進入分析的階段，將相關的敘述安放於所分析的框架

之下，因此蒐集、譯碼、概念化、範疇化，乃至於分析，是一個不斷往復的過

程，研究者也必須有高度的自覺，分析的架構必須隨著析出資料的增加而適時

進行調整。 

第六節：研究的信度與效度 

信度與效度是評鑑研究品質的指標，而質化研究和量化研究對信度與效度

所採用的方法不同。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在研究過程中，為了增加研究

的信度與效度，研究者透過下列多種方式來檢核研究資料 (Patton, 2002; 胡幼

慧，1996; 齊力等，2005)： 

一、保密原則的運用：與受訪者建立互信的關係，使受訪者在安全、受尊

重的情境之下進行訪談，並確保訪談資料的匿名性，以獲得可信之資料。 

二、詳述研究過程：向受訪者清楚交代研究目的、訪談對象的選取與研究

的實施過程。 

三、錄音器材的使用：在訪談進行前取得受訪者的同意，利用錄音筆進行

資料的蒐集，以確保訪談資料的完整與正確。此外，在引述訪談資料時，研究

者將盡量呈現話語的前後脈絡，避免斷章取義或意義上的模糊。 

四、忠實呈現受訪者的語言：為了不遺漏任何的情緒線索與事實脈絡，研

究者在繕打逐字稿時，力求完整呈現受訪者與研究者的對話，盡量不加入研究

者主觀的想法，以將受訪者所陳述的經驗作細緻的呈現。 

五、自我反省：研究者除了在研究中交代自己的角色外，在研究進行過程

中並不斷的進行反思與檢視，改進研究過程中的缺失，避免涉入偏見或先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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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情緒。 

質性研究進行與論文書寫的過程，也是一個反思與學習的過程，研究者除

了以上述各種方法進行資料的檢核之外，也在研究的過程中持續將自身的研究

動機與生命經驗作連結，研究者身為新聞研究所的學生，此一研究的進行過程

也體現了研究者本身對於新聞傳播系所學習歷程的反思與求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