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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語文資賦優異教育

實施現況 

 

黃凱筠                                                      黃彩霞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教師                    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教師 

 

本文旨在介紹蘭陽女中語文資賦優異教育實施現況，分析其語文資優教育特色。

蘭陽女中語文教育重視情意發展，培養學生深厚人文素養，並設計多元跨領域課程，

開發學生文學創作等多元創造力，教學行政相互合作，營造支持性環境。文中亦蒐

集師生想法，提出對語文資優教育省思，以供語文資優未來研究與發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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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蘭陽女中座落多雨平原，白色綠木

門的簡樸傳達室，宜蘭僅存的日治時期

校門如下圖 1，西洋古典風的小白宮建

築如下圖 2，今作校史館。此外由臺灣

第一女建築師修澤蘭女士設計的白樓、

綠樓，多樣珍貴建築，與蓊鬱茄冬、欒

樹、香楓等，交織如詩的校園，於此濃

厚文藝氣息的環境，孕育出蘭陽地區的

語文資優班。下圖 3 即為「紅樓」與

「綠樓」，「紅樓」即為語文資優班、

數理實驗班所在。 

蘭陽女中創立於民國 27 年(1938 年)，

為宜蘭縣設校最早的普通科中等學校，

初為台北州立蘭陽高等女學校，民國 35

年，奉命改名為台灣省立蘭陽女子中學；

民國 59 年，實施九年國教改制更名為

「台灣省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民國

78年創設舞蹈資優班，為全台第一所設

置舞蹈資優班之高中；民國 89 年改隸

教育部，並更名為「國立蘭陽女子高級

中學」，民國 93 年成立語文資優班及

數理實驗班。創校迄今已 81 年歷史，

以「真、善、美」為校訓，「科技腦

(真)、人文心(善)、藝術情(美)」為教育

發展核心價值，培育宜蘭無數在地女性

菁英。在班級編制上，蘭陽女中目前共

42班，含語文資優班、數理實驗班、舞

蹈才藝班各 3班，學生共計 1463人。下

圖 4 為蘭陽女中獨有傳統活動──土風

舞，全校一起跳舞並圍成一個個同心圓，

凝聚學姊妹情誼。  

而語文資優班於民國 93 年經教育

部核定通過，為宜蘭縣唯一設立語文資

優班的學校，以發掘宜蘭地區具備語文

性向資優學生，提供優質的學習環境及

充分發展的學習機會為發展理念。蘭女

語文資優班素以「文學創作」著稱，在

教師積極指導、學校團隊合作支持下，

學生語文成果優異並囊括多項文藝獎。 

蘭陽女中語文資優班成果豐碩，本

文旨在了解該校語文資優教育推動情形，

分析其語文資優教育亮點，並進一步蒐

集師生想法，探討語文教育推動的困境

與挑戰。從蘭陽女中語文資優教育的探

討中，提出對語文資優省思與建議，期

待臺灣語文資優教育更美好的發展。 

圖 1 蘭陽女中校門與傳達室 



 69 

圖 2 小白宮 

貳、蘭陽女中語文資優教育實施現況 

蘭陽女中語文資優教育發展至今已

逾十五年頭，以下就發展目標、行政運

作、師資概況與課程規劃，介紹其語文

資優教育實施現況。 

一、發展目標 

蘭陽女中語文資優教育以「積極性

輔導及潛力開發」、「菁英育成」、

「多元適性學習」、「人文素養的提升」

等四項為語文資優教育的發展目標，由

此展多項特色課程與活動，提供每位語

文資優學生充分發展語文潛力的機會，

培育學生成為內蘊人文素養、成就自我

理想的人才。 

二、行政運作 

每學期召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提供特殊生合適的教育設計與輔

導，亦成立「語文資優班課程及教學研

究小組」，成員包含行政代表 6 人、各

學科教學研究會代表 6 人、資優班導師

3 人、專題指導老師 2 人、語資班家長

代表 1 人、教師會代表 1 人組成，針對

語文資優班課程之規劃設計、教材編輯、

教學資源充實、教法創新及評量改進等

議題，進行研究與提供諮詢。 

此外設有資優教育專責行政人員，

教務處特教組長負責各項資優教育相關

業務，如承辦鑑定、安置、及其他語文

資優相關業務，並整合校內外資源及師

資人力。於 105 年至 108 年申請國教署

「充實資優教育人力計畫」，獲國教署

核定聘任專任助理一名，協助推動各項

資優教育含舞蹈資優業務。此外獲「資

優設施充實補助設備計畫」，營造利於

創作討論之「創意森林 LIFE 語文教室」

與「互動式群組討論室」。 

圖 3 紅樓與綠樓 

語文資優班業務透過跨處室資源，

整合相關專案計畫，辦理多元性活動，

包含大學多元入學制度講座、情緒覺察

與壓力因應團體、日本甲南高校國際交

流、成果發表活動等，透過各項校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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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挹注，支持教師教學發展，提供

語資班學生適性發展的機會。 

圖 4 蘭女傳統活動土風舞 

三、師資概況 

語文資優班教師均具備碩士以上學

位，並具優異專業素養，教學表現與研

發成果獲得多項肯定，積極參與各項進

修研習在專業上持續成長，此外也申請

國教署「資優教育適性課程專業社群計

畫」。組成資優課程社群，教師彼此合

作發展，探索教學模組的新可能，如成

立「呼吸寫作─文學創作裡的覺知與心

靈治療」、「翻轉教學，課程活化─作

文教學與範文結合的多種可能」、「身

體閱讀與書寫─反思寫作技巧課程」等

社群。 

再者，蘭陽女中資優教育教師樂於

分享各項課程教學交流觀摩，辦理公開

觀課、教學經驗交流座談等，積極與他

校老師交流與分享，擔任校外講座。如

受邀至宜蘭縣立復興國中「語文資優教

育經驗分享講座」，與縣內有意籌辦國

中語文資優班的學校教師，分享語文資

優教育課程設計與班級經營心得；或如

「語文資優班入班鑑定測驗命題經驗分

享」講座，與宜蘭縣特教中心語文資優

班鑑定命題小組，分享語文資優班鑑定

複試實作命題的方向；或受各地學校之

邀甚遠赴澳門，擔任「學思達教學法之

經驗分享」講座。 

四、課程規劃 

語文資優班之特色課程與活動如圖

5 所示，包含「中文與英文專題課程」、

「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中文閱

讀與寫作課程」、「人文及社會科學導

論課程」、「跨領域課程與資優教育活

動」、「多元文藝創作與競賽活動」。 

課程設計保持彈性，除一般學科課

程外，另增設「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

2 學分(高一下)、「專題研究方法」2 學

分(高一)、「專題研究與發表」4 學分

(高二)、「中文專題研究」2 學分(高三)、

「英文專題研究」2 學分(高三)，培養

學生獨立思考與基礎研究能力，同時進

行加深加廣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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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語文資優班特色課程與活動 

 

(一)中文與英文專題課程 

中文專題課程，設計各項中文閱讀

的主題包括小說文本分析、散文文本分

析、新詩賞析等，引導學生深入理解各

項文學體裁，拓展閱讀的深度與廣度。

或以不同作家為探究主題，引導學生閱

讀剖析作家不同時期作品，從時間縱軸

引導學生理解每一位作家在時空變化下

的作品脈絡發展。 

英文專題課程則設計英美文學導讀

課程，包括英美詩集、散文、小說等文

本深究閱讀。為精進學生外語文寫作能

力，設計不同的英文寫作專題與發表課

程，包括閱讀英文小說與寫作、比較文

學寫作、英美文學劇本閱讀與寫作等課

程。透過三年的循序漸進的引導與練習，

培養語資班學生英語文的寫作能力，進

而達到資優教育「創造力」與「獨立思

考」之目標。 

(二)引進外籍英語教師計畫 

語文資優班英文課程結合「引進外

籍教師計畫」，由本國英文教師與外籍

教師定期討論語資班學習狀況，設計調

整教學內容，圖6為外籍教師授課情景。

課程中藉由小組討論、報告發表與提問，

訓練學生英語口說能力，增強發表能力。

此外，另開設第二外語──日語課程。 

 

(三)中文閱讀與寫作課程 

圖 6 外籍教師授課情景 

 

除了中文專題課程安排外，語資班

任課教師為提升學生寫作與文學創作能

力，亦於課程中範文教學加深加廣，運

用平行課程模式融入閱讀與寫作課程，

設計不同的寫作發表課程，包括人物摹

寫、空間摹寫、閱讀心得寫作、新聞稿

寫作、評論寫作、新詩創作、小說創作

等。透過三年的系統化教學，語資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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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專題課

程
引進外籍
英語教師

計畫

中文閱讀
與寫作課

程
人文及社
會科學導
論課程

跨領域課
程與資優
教育活動

多元文藝
創作與競
賽活動



資優教育論壇 

 

 

72 

生接觸各種文學體裁，培養深厚的創作

能力。此外，結合外部資源，辦理相關

藝文講座並發表成果，此部分將詳述於

後文。 

圖 7 中研院林文凱研究員開設「歷史

導論」 

 

(四)人文及社會科學導論課程 

語文資優課程亦結合中研院「高中

人文及社會科學基礎人才培育計畫」，

每學年邀請中研院學者及大學教授蒞校

進行專題課程 12 至 14 週，課程主題有

藝術領域、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

歷史學、經濟學導論。受邀學者教授包

含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林文凱研究員開

設「歷史導論」如圖 7、政治大學政治

學系蔡宗漢教授、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

劇學系耿一偉教授等。透過系列課程安

排，深化語資班學生人文及社會科學的

基礎能力。 

 

(五)跨領域課程與資優教育活動 

除了語文等人文領域課程的深化外，

語資班也積極跨領域學習，並辦理與外

界連結的資優教育活動，透過跨校及跨

教育階段師生交流，提升高層思考與論

辯能力。 

校內語文資優班與舞蹈才藝班的交

流，結合語資班與舞蹈班之教師資源，

圖8為與國立政治大學合作推動身體意

象課程，讓語資班學生嘗試開發身體，

充分體現透過身體意象表達文學創作的

理念，同時也增進自我探索、認同之情

意發展。再者，與舞蹈班合作，發展

「歌行創作」跨領域課程。由語資班創

作新詩，再由舞蹈班以肢體進行演繹，

從文字躍向肢體的展演，過程中兩班學

生相互討論學習，接觸文字、肢體不同

的表達模式。此外，國文科教師、資訊

科教師、表演藝術科教師，跨科與國立

臺北藝術大學合作，進行美感教育創新

課程設計，由語資班學生創作之文本，

再透過舞蹈班學生之演繹，策畫演出音

樂劇，圖9為音樂劇演出剪影。 

除前述跨領域課程，語文資優班也

積極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活動，包含典範

教育之大師講座、連結職涯探索之參訪

活動、結合服務學習的藝文活動，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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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相關活動。透過多元的活動安

排，讓語文資優學生能走出校園，擴展

寬闊視野。 

圖 8 身體意象課程 

圖 9 台北藝術大學合作音樂劇 

 

大師講座活動如與宜蘭縣黃大魚基

金會合作辦理「悅聽文學講座」，參與

蔣勳巡迴演講、黃春明國際學術研討會，

邀請知名作家學者蒞校演講。講座主題

豐富，文學創作鑑賞、與作家對談外，

亦有書籍設計、新聞編輯、說話技巧多

元主題。同時也申請臺灣灣師範大學

「全國高中生人文經典閱讀會考活動計

畫」，帶領語資班學生閱讀人文社會科

學經典書目，並邀大學教授擔任經典導

讀講座，帶領語資班學生進行深度討論。 

與外界交流而言，首先是與他校觀

摩交流活動，參加友校語資班或人社班

之成果發表，讓語資班學生見賢思齊，

激發學習動力與獨立研究之興趣。再者

是辦理「走出蘭園看世界」計畫，透過

各項參訪活動，包含故宮博物院、外交

部、公共電視臺、設計展等地點，走出

校園開闊視野，亦從中探索未來職涯方

向。 

設計服務學習活動，申請誠品文化

基金會「校園經典閱讀專案」，推行

「蘭陽女中─誠品創意閱讀計畫暨服務

學習」，引領學生從文學閱讀到走出教

室，至國小進行服務學習，圖 10 為參

與活動的國小學生之合影。或參與社區

活動，發揮所長，將校園歷史寫入當地

社區月曆主題。 

圖 10 誠品創意閱讀計畫暨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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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日本鹿兒島甲南高校學術交流 

 

此外亦接軌國際，辦理交流活動，

如赴美國堪薩斯參訪姊妹校 Blue Valley 

North High School，圖 11 是與日本鹿兒

島甲南高校學術交流活動：探討鹿兒島

產業與宜蘭產業的交流，日本老年化及

少子化後對社會的衝擊及因應之道等主

題。 

(六)多元文藝創作與競賽活動 

蘭陽女中語資班藝文創作成果頗豐，

教師除了積極指導、鼓勵外，也透過多

元方式讓學生有展現的舞台。在成果作

品的部分，語資班任課教師也引導學生

依其興趣或專長，三年在學期間進行專

題研究或多元創作，已連續出版 13 年

語文資優班學生成果作品集，中英文專

書達到 16 本以上。語資班學生創作力

豐富，除專書作品外，結合小品、新詩、

美術作品等不同體裁，由學生自行編輯

設計創作，以筆記本、書籤方式呈現學

生多才多藝之學習成果。再者，每學年

辦理語資班學生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透過成果發表會籌辦，增進學生溝通表

達與組織能力。 

語資班任課教師積極鼓勵學生參與

各項活動與競賽，成果豐碩。中語文類

競賽歷年屢次於全球華文學生文學獎、

台積電青年學生文學獎、溫世仁中小學

作文比賽、聯合盃全國作文大賽、文雨

飛揚蘭陽青年文學獎等獲獎；英語文類

競賽如：教育部北區英文作文決賽、高

中學生演講北區決賽、台大校友盃寫作

與演講、敦煌全國高中盃英文閱讀心得

比賽等；人文社會科學類競賽如人文經

典閱讀競賽、全國小論文、人文行動考

察等。 

參、蘭陽女中語文資優教育特色 

語文資優教育不僅是強調語文運用，

更包含思考、情意等發展。蘭陽女中語

文資優教育兼重「知、情、意」，於語、

言文學的學習中，融入情意發展、反思

訓練，並透過語文創作表達自我，進而

促成人文素養的內化，並達全人發展。

綜觀其語文資優教育，可歸納為下列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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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情意發展，培養人文素養 

語資班教師將生命教育與自我探索

課程，以融入式教學的方式，配合平行

課程的設計理念，強化學生的學習動機，

提升其自覺、自信，進而拓展生涯探索

的廣度。如從女性作家作品中，延伸思

考女性社會適應、生涯規劃。語資班學

生較多性格內向，透過與舞蹈班合作的

相關課程，讓學生開發身體，也敞開身

心，進一步探索內在自我，並學習別於

文字的身體表達力。 

資優班任課教師重視學生的道德養

成，與人文素養之內化，從課程中融入

社會關懷議題的探討，並從生活中培養

學生感恩的心。透過服務學習、參與社

區活動，讓學生發揮所長、實踐對社會

關懷，如「誠品創意閱讀計畫暨服務學

習」，語資學生至偏鄉小學辦理「綠野

詩蹤」文學營，開發多元的活動課程與

小孩互動，引領小學生進入詩的世界。

學生回饋表示此經驗不僅增進口語表達

力，更深刻體悟為他人付出、著想的心。 

二、跨領域學習，開發創造力 

 語文資優班學生在文學創作表現

優秀，豐富的作品與獲獎紀錄均顯示

「創作」為蘭陽女中語文資優班成果的

一大亮點。 

創作能力的激發來自於感受、觀察

的經驗，承前文所述，語資班著重情意

發展之課程活動，皆能開發學生感受與

觀察能力，從自身的認識、生活周邊的

觀察以致對社會之關心，此皆是文學創

作之根本。此外，多元的教學方式如學

思達，訓練學生思考邏輯，培養批判思

維與獨立思考的能力。 

在創作上，語資班教師鼓勵學生參

與競賽，除了以現實的獎項、獎金激勵

學生持續創作，也讓學生體驗夢想與實

際結合的可能性。教師給予每位學生適

性指導，一篇文章反覆琢磨，經長時間

修改者亦有之，因課堂時間有限，師生

運用課餘、放學時段交流，甚至晚上以

電子郵件作品，足見學生傑出成果背後

師生付出的苦心。 

下圖 12 是語文資優班作品集，圖

13是讀者來信肯定學生作品，除了詩歌、

散文、小說等文學創作外，語資班學生

亦有多元的嘗試，如音樂劇之劇本、詩

歌朗誦，或結合美術特長製作書籤、筆

記本等，鼓勵學生發揮潛力，跨領域開

發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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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語資班作品集 

圖 13 讀者來信 

 

三、學校團隊合作，營造支持性環境 

蘭陽女中辦理豐富的資優教育特色

課程與活動，須仰賴科內教師之間、跨

科教師以及行政單位的合作，營造學習

環境與校園濃厚的文藝氣息。以其國文

科為例，由資深教師傳承經驗、教師共

備課程、組織社群發展新課程，充實語

資班課程內容。又如與舞蹈老師合作，

因著共同的教育目標，讓語資班與舞蹈

班學生，一起「玩」出創意的成果。再

加上行政單位於經費、計畫、活動上大

力支持，以能順利推行各項精采課程活

動。 

教學與行政團隊相互合作，為共同

的願景努力，為資優學生營造充分發展

潛力的學習環境。 

肆、學生對語文資優班的看法 

 為了解學生對語文資優班的看法，

筆者以問卷方式調查蘭陽女中語文資優

班三年級學生，期待從學生的眼中得到

更全面的看法，以作資優教育發展參考。

以下將學生想法區分為收穫與成長、壓

力與調適、期待與建議說明。 

一、收穫與成長 

 語資班學生認為三年的學習，提

升了中英文閱讀寫作、思考邏輯、口語

表達能力，能迅速歸納統整資料、釐清

思路，激發更多元想法，並轉化成口語

或文字不同形式，更有勇氣與信心表達

自我。語資班成果展如下圖 14、「悅聽

文學」朗誦表演如下圖 15，種種活動與

挑戰，都是學生成長中不可或缺的歷程。 

再者，豐富的校外參訪或國際交流

等活動，開闊了眼界，同時也更深入相

關職業領域，進而確立未來職涯規劃方

向。此外，在製作班書過程中，學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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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精進寫作外，亦學會校對、排版等編

輯技巧，與團隊溝通能力。對於各項資

源的支持，語資班學生表示心存感謝並

珍惜之。 

二、壓力與調適 

 對語資班學生而言，課業負荷多、

承擔師長父母期望、同儕競爭等，形成

許多壓力。有些學生因而早生白髮，甚

影響身心；不過學生也表示從中學會紓

壓、逐漸有效率完成作業報告，同時也

在競爭中體悟「遇強則強」之道，同學

互相支持，一起面對挑戰堅持下去。 

 此外，外界的眼光亦是壓力來源。

語資班學生表示大家經常將語文資優和

全方面學科資優畫上等號，無形中給與

大量壓力，資優並不等於績優，於是全

班為此形成共識：「我們只要 do our 

best，外界評論就 let it go」。 

三、期待與建議 

 多數語資班同學提及，希望能一

改大家對語資班錯誤的迷思，不要認為

語資班是升學班，時時放大檢視該班各

科分數，希望學校不要認為語資班升學

一定要拚「業績」。同時也表示語資班

被寄予厚望，壓力是理所當然，「但我

們還是孩子，希望得到更多更細心的關

注」，這群在大家面前表現優異、自信

的學生，不太輕易說出心中真正脆弱與

需求，於是需要外界更主動的關懷。 

 在課程上，學生希望除了校內主

要課程外，多元的活動是必要，也希望

第二外語課程有更多節數，此外也希望

能有更多體育、家政、音樂等藝能科課

程或自習課，期待更均衡的學習並擁有

更多自主空間。  

圖 14  語資班成果展 

圖 15「悅聽文學」朗誦表演 

 

伍、語文資優教育的省思與挑戰 

 蘭陽女中語文資優教育的介紹與

探討後，宜進一步思索語文資優發展的

挑戰，結合蘭陽女中語資任課教師分享

之觀點，提出以下想法，供語文資優教

育更多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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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中英語文能力落差 

 語文含括範圍廣泛，語言、思想、

創作等都屬之，還包含中、英兩語言範

疇，因此要定位資優教育發展方向並不

容易。當前語文資優鑑定初選通過標準

為符合下列甲或乙任一條件： 

甲、國中教育會考國文或英語科任一科

百分等級 97(含)以上者。 

乙、國語文性向測驗或外語文性向測驗

得分在平均數正 2 個標準差(含)或百分

等級 97(含)以上者。 

其中外語文性向測驗較似發掘語

言學潛能者，而初選階段學生可依國文

或英文其中一科卓越表現而通過標準，

由此可知語文資優班內學生中英能力將

有所落差。如某生英文能力卓越，然而

中文表達能力、思考邏輯能力不佳；又

如某生因通過外語文性向測驗而進入資

優班，然而英語聽講能力卻不足。中英

並重的語資課程，對部分學生而言可能

難以負荷。 

二、教師負荷量大 

語文資優教育課程含有中英語言領

域深化、各文學體裁創作、獨立研究、

跨領域教學等，雖說多元但對教師而言

實為一大挑戰，需花費許多心力籌備課

程、編纂教材、參與進修等，此外還須

指導每位學生的文學創作，對任課教師

而言負荷量大，急需團隊支持及各方資

源長期投入。 

三、成果展現機會少  

 數理科學生擁有較多國際競賽、

科展等國際或國家認證之機會，展現學

習成果，並能因競賽成果優異享有升學

優待。 

反觀語文資優學生，缺乏充足的認

證、競賽獲獎標準，雖可參加文學獎，

但大多數獎項亦非國家舉辦，知名獎項

也多非官方所辦，因此升學時，語資班

學生難有相應認證，得到推薦或保證方

式入學。語文資優教育成果不能以「量

化」得之，但在重理輕文的社會中，也

因此不易獲得充分關注與支持。 

 四、 缺乏資優生升學特殊管道 

當語資學生以大量時間精力致力中

英語言的深究或創作時，卻發現當前升

學制度並無相應升學管道，即使少數科

系有特殊入學管道，但並沒有語資生適

用配套措施。 

缺乏相應的升學管道，影響學生進

入語文資優班的意願，甚至學生寧願轉

出資優班至普通班級，放棄語文創作的

興趣，以準備各科學業以備升學所需，

此即背離資優教育的理念──發揮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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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性揚才。盼望提供適性升學管道，成

就優秀人才。 

陸、結語 

步入蘭陽女中，越過偶爾積水成湖

的操場，穿過一排河津櫻，行至最底即

是「紅樓」。三年來，語文資優班女孩

在此揮灑筆墨與青春，以文字探索自我

與世界。圖 16 為校園剪影，於此師生

齊心經營語文資優教育：充實的資優課

程、合作的教育團隊及多元的成果展現，

其中亦見教師不辭辛勞的付出，學生不

懼挑戰的堅持。 

              

 

 

 

 

 

 

 

 

 

 

 

 

 

 

                    

資優絕非等同績優，語文資優教育

蘊含文學創作表達、思維邏輯訓練，擴

及人文學科及對生命關懷等，這些不易

量化的學習表現，皆為語文學習的結晶。

期能一改外界對「資優」的迷思，對語

文資優及人文學科給予更多支持與肯定，

並提供語資學生適切的升學管道，方落

實適性揚才的教育目標。 

  

  

圖 16 蘭陽女中校園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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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article aims to introduce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the language gifted education program in Lang Yang Girls’ Senior High 

School. Affective development is emphasized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student’s 

humanities. The program also devotes to promoting creativity of literary writing 

with designing multi-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 Furthermore, the teachers and the 

staff collaborate on creating suppor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At the end of this ar-

ticle, the comments from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are also summarized as 

suggestion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update of the language gifted education pro-

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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