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專題

D01:1 0.6249/SE.20 16.67.1.05 收稿日期: 20141711 I 修訂日期: 2014/ I0/15 接受日期: 20 14/J 2/1 9

語文資優之高中英文課程設計

曾琦芬* 助理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摘要

語文資賦優異的學生其語言發展早熟，擁有豐富的想像力和創意，對生命敏

銳度高，且喜歡接受挑戰;為幫助語文資優學生發揮潛能，並使其在優於同儕的

領域發光發熱，教育單位應確實為這些學生設計有別於一般課程的區分性課程。

本文綜合教育理論並考量臺灣特有的社會與文化環境，統整詳盡的文獻探討，包

括:資優教育、語文資優學生的特質、釐清「天賦」與「才能」和「資優」與「績

優 J l 描繪語文資優高級中學英文課程設計的原則，同時提出資優教育的十大目

標、五項學生核心能力、以及五個區分性英文課程必備的課程要素。此外，本文

也列出各項課室活動供教師參考之用，期能充實語文資優的英文課程並使之多樣

化，進而提升區分性英文課程的效能，達到資優教育的目的。

關鍵詞:語文資優、區分性課程、資優教育、高中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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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rbally gifted and talented learners are students who demonstrate precocity in

linguistic development, rich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acute sensitivity to life an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challenge. To help verbally talented students fully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and thrive in the fields where they outshine their normal counte叩a巾，

educators need to design di叮叮entiated curriculums which are different 企om the normal

curriculums appealed to the general students. Based on educational theories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milieu of Taiwan, this article, by

providing a thorough review of literature about gifted education, traits of verbally

talented learners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notions of gift and talent, delineates principles

for designing differentiated English curriculums for verbally talented students at high

school leve l. Meanwhile, ten educational goals, five core abilities of students, and five

course elements are enumerated to serve as guidelines for teachers in designing an

appropriate a differentiated English curriculum for their students. Various activities are

also suggested for teachers to apply in their class to help consolidate and make versatile

the English class so as to enhance e伍cacy of the di叮erentiated curriculum and reach

the goals of gift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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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蠱誼會 -誕之.一~

宣、目。再

自 103 學年開始全面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國中教育會考及特色招生考試取

代基本學力測驗，入學方式則包括免試登記分發以及各校特色招生。十二年國民基本教

育所秉持的理念包括:有教無類、因材施教、適性揚才、多元進路和優質銜接(教育部，

2011 )。其中「因材-施教」就是「面對不同智能、性向及興趣的學生，設置不同性質與

類型的學校，透過不同的課程與分組教學方式施教 J (教育部， 2011 )。為實踐因材施教

的理念，各高中依據學校特色、資源及教師專長，設置校本位課程，如科學班、數理資

優班、語文資優班、人文社會科學班、創意科學質驗班、國際視野班等。這些特殊課程

的安排{盡管課程內涵不同、招收的學生特質不同，但其共同點都是希冀藉由區分性課程

( di能rentiated curriculum) 的安排，以及差異化教學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的實施，

協助學生在優於同儕的領域中繼續發揮潛能。

語言發展及思想早熟是資優學生展現的特質之一( David & Rimm , 2004) ，許多研究

亦指出，語言發展是鑑別學齡前資優兒童的一項重要指標(Abraham， Hartwell & Marston ,

1985; Jackson , 2002; Pii巾， 1999)' 資優兒童所表現出與優異的語言能力相關的特質包

括:語言發展早、提早閱讀、使用較多且較複雜的語彙、閱讀理解力強、表達能力強、

對語言表現高度興趣、喜歡廣泛且大量的閱讀，以及學習外語能力強(Clark， 2013;

Gallagher & Gallagher, 1994; Nikolova & Taylor, 2003; Van Tassel-Baska, 1996b; 蔡崇建，

1989) ;而語文資賦優異(verbally talented) 的兒童除了表現上述特質之外，對語言與文

字更擁有極高的敏銳度，特別喜歡文字遊戲，富想像力且喜歡寫作(Bailey， 1996; Lewis,

1995; Van Tassel-Baska, I996a) 。語言是思考的工具，進階的語言發展代表高層次的思考

能力，語言能力有助學生理解複雜的觀念，作為價值判斷與評估衡量衝突的概念時的基

礎 (Gallagher， 1985) ，因此規劃符合語文資優學生學習能力與學習需求的語文課程是必

要的安排;學校所提供的語文課程若不能符合資優學生的思考能力及學習需求，不但不

能協助學生發揮潛能，還會降低他們的學習動機，這絕非教育人員樂見的。本文藉由深

的文獻探討與綜合臺灣社會環境的特質，提出高中語文資優班l的英文課程規劃與設

計的課程目標、學生應真備的核心能力與課程的要素，作為各高中規劃此類特色課程時

的參考依據。

l 現行高中課程中( 103 年入學者) .欲申請語文資優鑑定的學生，其國艾英文二科的成績(性向測驗或國

中會考成績)只要其中一科達平均數正 2 個標準差、或百分等級 97 以上即符合資格:通過鑑定並接受

安置的學生會安置在同一個班級，均屬「語文資優」的範圍，不會再針對英文或國文或二科成績優異分

別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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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語文資優課程的目標

Van Tassel-Baska與 Stambaugh (2006) 列也十項資優課程欲達到之目標，為更符合

語文課程的特性， kP-:者調整第一項目標，課程設計者可依各校可取得利用的資源與學生

的特質及學習需求，就此十項課程目標予以適當的組合，作為該校語文資優學生的語文

課程(包括國文與英文)目標。這卡項語文資優課程目標如下:

一、以符合學生能力的進度、深度及廣度，提供閱讀技巧精熟訓練2 。

一、提升學生批判性思考之能力。

二、營造鼓勵多樣性思考的學習環境。

四、培養學生喜歡探索並鐘雯，挑戰的學習態度。

五、培養學生進階的口語表達及寫作能力。

六、培養學生進行獨立研究的知識與能力。

七、增進學生對各種知識系統、主題與議題的理解。

八、增進學生對自我的了解。

九、增加學校以外的學習機會，以滿足學生的學習需求。

十、增加學也生涯探索、規釗未來的機會。

上述目標可進一步歸納為語文課程五大核心能力，第一個能力是「進階思考能力J '

包括創造性思考、批判性思考、白我反思與內省等能力;第二個能力是「問題解決能力 J'

包指控折容忍力、接受挑戰的正向態度、以及實踐力;第三個能力是「溝通能力 J '包

括溝通協調的能力、團隊合作的能力、以及精準流暢的口語和書寫表達能力;第四個能

力是「多元文化思維 J '包拍深度了解本上文化、包容理解多元文化差異、以及恢弘的

國際視野;第五個能力是「領導與服務的能力 J '質優生極可能是未來的菁英人才，必

須要能對社會人辟有所貢獻，人才培養才具意義，而且資優教育不是只幫助質優學生成

為高學歷、高收入、高消賢的每業人士而己， Renzulli (2003) 認為資優生是社會的資

產，資優教育更應該培養資優學生未來能關懷弱勢、服務他人的能力與意願。這五項核

心能力以個人為中心'逐步向外擴展至人際、社群、以至於國家社會，發揮利己、利他、

利社會的最大綜效，閃此，語文資優生的語文課程的設計理念就是:藉由學習語言及文

學，進而培養並精煉學生進阱思考力、問題解決能力、溝通力、多元文化思維以及領導

與服務的能)J 。

VanTassel-Baska與 Stambaugh (2006) 原第一項口標為To provide for the mastery of the basic skills of
reading and mathematics at a pace and depth appropriate to the capacities of able learners (p.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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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語文資優或績優?

Ga伊e (2003; 2005 )釐清「天賦 J (gift) 和「才能 J (talent) 的範疇與意涵以及一

者之間的關連，他認為才能是後天學習而來的能力，但必須以天賦作為基礎，並經由系

統性的訓練才能得以發展，換言之，天賦是「先天的能力 J (na仙ral abilities) ，而才能則

是「有系統發展出來的技能J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skills) ，據此，他提出「天賦與

才能區分模型J (the Di仟erentiatedModel of Giftedness and Talent' 簡稱 DMGT) ，用來區

分「天賦」和「才能」兩個概念。圈 1 說明「天賦」和「才能」的關{系，優異才能的表

現必須以先天能力為基礎，經過各種催化劑或觸媒( catalysts) 的介入與作用，才能得

以發展，正如 Gagne (2005) 所言，個人特殊才能的展現意味個人擁有超乎平均水準的

天賦，資優( giftedness) 是特殊才能( talent) 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必要條件，也就

是說，優異的才能表現必須以優異的天賦為前提，但擁有好的天賦卻不一定就能擁有優

異的才能表現。

CATALYS

INTERAPERSONAL (I。

GIFTEDNESS = lOP 10%

NATURALABI LlTIES (NAη

DOMAINS
Intellectual (IG)
Fluid reasoning (induc t/deduct),
crystallized vcrba l. spatia l.
Memory. sense of observation.
judgmen l. mCl3cognition
Creative (CG)
Inventiveness (problem-solving)
Imaginmion, originality (arts)
retrieval l1 uency
Socioaffective (SG)
Intclligence (perceptiveness)
communication (empalhy九 tact)

Influence (leadership, persuasion)
SensoriMotor (MG)
s: visual, auditory. olfaclive. ctc
M: streng咐， endurance. reOexes.

coordination, ctc

CHANCE(C的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handicaps. he洞 Ith

etc.
h哩。"、'alion: needs. interests. values. ctc
Volition 、viii-power. ellort. persistence
Self-manugement: concentration, work

habits. initintive. scheduling. clC
Personality: temperament trails. welt-being.

self-awareness & esteem. adapUlbility‘ etc

DEVELOPMENTAL PROCESS
Informal/formal & practicing (LP)

ENVIRONMENTAL (EC)

Milieu: physica l. cultura l. socia l. familiaL ctc
Person: parents. tcachers. peers. mentors. etc.
Provisions: programs. activities. services. etc
Events: encounters. a、Yards. accidents‘ etc

TALENT = lop 10%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SKILLS

(SYSDEV)

FIELDS
(relevant to school-agc YOUU1S)

Academic: language‘ SCience.
humanities. etc

Arts: visua l. drama. music. etc
Business: sales.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etc.
Leisure: chess. video gmnes.

pu且les，叫C

Social action: mcdia, public
office. clc

Spor1S: individual & team
Technology: trades & crans

electronics. computers. elc

圖 1 Gagne (2003) 的「天賦與才能區分模型J (DM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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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eng ( 2008)東整文獻對語文資優兒童特質的描述，把表現突出的行為分為四你|部份:

語言發展早熟、具豐富的想像力與創意、對生命敏銳度高、喜歡接受挑戰。表l 列出資

優兒童在這四個部分的具體優異表現，這些表現可作為家長或教師在觀察兒童是否具語

文資優特質時的參考指標(侯秋玲，1998) 。

那麼，英語文特殊表現是「資優」還是「績優J ?其實， r資優」與「績優」並非

相對或互斥的概念，而是包含的關係，精熟t外文學習需要投注相當多的時間與努力(Lock,

1996; Richards, 2001 ) ，精熟母語亦是如此 (Foley & Thompson, 2003) ，我們可以說優異

的語言表現涉及天賦(gift) 和才能 (talent) 。綜觀 Gagn己的 DMGT模型，語文特殊優

異表現意謂著個人必須擁有先天學習語文的特殊能力。英文在臺灣的使用情況質屬EFL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英語文的特殊優其表現應為一種talent' 此項特殊才能

的先決條件是語言天賦(language gi肘，也就是說，學生在英語文方面的特殊優異表現，

定因為擁有優於一般同儕的語文學習能力，加上後天的學習與訓練的結果，如果少了優

異的語言天賦，將很難成就優異的語言表現(Tse嗯， 2008) 。綜上，我們可以說英語文

的特殊優異表現是績優，也是資{憂，並以English talented一詞來指稱這種這特殊的才能，

藉此突顯這項特殊才能talent in English 是先天條件( naωre) 與後天教養 (nurture) 的

結果，或說，是 giftedness 和 catalysts 交互作用的結果。

表 l 語文資優的表現特徵

傑出領域

語言發展早熟

(precocity in linguistic development)

豐富的想像力與創意

( rich imagination and creativity)

對生命敏銳度高

(acute sensitivity to life)

喜歡接受挑戰

( posit附 attitude toward challenge)

資料來源: Tseng (2008) 。

優異表現

I.字彙詞藻豐富

2.很早即開始閱讀且喜歡閱#

3.提早開始寫作

4.具語言結構的知識

I.展現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如: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 、創造性思考productive thinking)

2.具幽默成

3.具想像力及熱情

4.喜歡談論文學

5.能夠表達複雜的想法

I.對人際關係、觀察敏銳

2.對他人的成覺、情結及人際關條成受敏銳

3.對生活經驗非常敏銳

I.喜歡接受挑戰

2.喜歡智能方面的刺激

3.對文字非常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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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 (Process)

結果 (Product)

內容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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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語文資優之語文課程設計理念與原則

VanTassel-Baska (1994) 認為資優課程與一般課程主要的差別在於教學引導方式與

教材，進行較多開放性活動(open引lded activities) 學生產出作品的機會較多以及跨且

科整合 (interdisciplinary work) ，藉由這些調整進而強化學生的思考能力，提升思考層

次，將潛能發揮到極致。規畫。設計資優學生語文課程的原則，是針對資優學生在語文方

面的優勢，提供有別於一般語文課程的區分性課程(di他rentiated curriculum) ，所謂的

「區分」就是「不要讓學生重複學習已經學會的內容J (Adams, Mursky & Kei Ity, 2012) ;

Maker ( 1982) 認為區分性課程的關鍵是提供學生「質化差異 J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的學習經驗，她更進一步提出在課程的四個面向進行質化的調整，包括內容、過程、結

果及學習環境，同時也列出調整四個課程面向應掌握的原則如表2 所示。

表 2 Maker (1982) 的區分性課程(differentiatedcurriculum)課程面向及調整原則

課程面向 調整原則

抽象(abstractness)、複雜性(complexity)、多樣性 (variety)、組

織性與經濟性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people) 、探索的方法(methods of inquiry)

高層次的思考(higher levels ofthinking) 、開放性( open-endedness )、

發現( impOltance of discovery)、推理的證據(citations of proof and
evidence of reasoning)、選擇的自由(什eedom of choice) 、小組互

動與模擬(group interaction activities and simulation)、進度 (pacing) 、

多樣性 (variety )

真正的問題與受眾導向( real problems and real audiences) 、過切的

評鑑( appropriate evaluation) 、轉化( transformation)

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centered)、獨立性 (independent)、開放的
學習環境(Learning

onmerIO D (open) 、接受的 (accepting) 、複雜的 (complex) 、學生可自由移

J 動 (high mobility)

語文資{憂的英文課程就內容而言，應比一般課程內容更抽象、複雜度較高、更具多

樣性，並以有系統、有組織的方式呈現，增加對於人(包括自己與他人)的了解與研究，

以及各種探索方法的介紹。課程的進行過程則應著重高層次的包括教師的提問方式、對

學生回答的評量方式等應盡量多元具彈性，少問事質性問題(factual questions) ，以推論

性問題 (referential questions) 取代，並逐漸增加詮釋性/評量性問題(interpretive /

eval uative questions) ，加強訓練歸納與演繹的邏輯推理能力，以及提供佐證的方法與能

力，安排小組活動以及模擬活動以增加學生的人際互動及自我探索機會。學生的學習成

果應強調針對實際存在的問題予以分析和解決，並有教師以外的人士進行作品評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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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成果應展現學生對既有知識系統予以轉化、綜合統整的能力，而非只是簡單的進行資

訊摘要而已。學習環境的調整是為了提升區分性課程的綜合效能，尤其是課室內的安

排，整體學習環境應以學生為中心，鼓勵學生獨立與自主，朝開放的、接受的課室氣氛

以及學生自由移動|生高這些特色發展。

恆、高中語資班英文課程設計內涵

英文是臺灣學生必修的外文，自 94 學年度起，英語教學從國小三年級開始實施，

有些縣市政府更將英語教學年級向下延伸至小學一年級，學生在進入高級中學之時，已

經在學校學習英文至少七年，語文資優的學生中文的掌控能力優於同儕，在英文聽、說、

讀、寫方面的表現也常能超越同儕許多，普通的英文課程將無法滿足語文資優學生的學

習需求，因此設計並質施區分性的英文課程對提升語文資優學生的學習是必要的安排

( Tseng, 2008 )。

Polette ( 1982)認為為資優生設計的課程必須包括政:閱讀( Reading) 、寫作

(Writing) 及研究 (Research) ; Van Tassel-Baska (1994) 則就資優生的語文課程提出

七個要素，包括閱讀與文學(reading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閱讀治療(bibliotherapy)、

善用園書館 (role of libraries) 、寫作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語言研究( language

study) 、口語表達( oral discourse) 、以及外語學習 (foreign language) 。這七個課程要素

可以歸納為 r3R+ 口語表達 J' 閱讀治療是藉由閱讀來激勵學生接納自我、了解自我，

以達輔導的功能( Haist叫， 1988) ，圖書館的功能即在提供學生更多的閱讀和研究材料，

語言研究和外語學習其實也是閱讀的延伸;但僅以r3R+口語表達」來涵蓋語文課程的

內涵可能過於籠統，不足以提供課程規劃者足夠資訊規劃豐富的語文課程，筆者認為閱

讀治療可以與第一個要素「閱讀與文學」結合，而「研究」可取代「善用圖書館J '以

強調研究能力在資優課程中的重要性;Van Tassel-Baska 將「外語學習」列入資優學生

的語文課程要素之一，乃因美國的中小學教育並未將外語學習列為必修課程，以臺灣的

教育現況而言，英文早已是中小學課程之必修科目，學生到高中畢業為止，英文學習的

時間已達九至十二年之久，加上國際交流日益頻繁，英文已經不再是唯一使用的外語，

學習第二外語已成為許多學生的需求，亦是教育部積極推動的方案，因此針對資優學生

的語文課程要素，我們可將「外語學習」調整為「第二外語學習 J '以更符合臺灣的教

育現況及學生的學習需求。總之，語文資優學生的語文課程應包含六個要素:閱讀與文

學、寫作、語言研究、口語表達、獨立研究、第二外語學習，其中前五項則可視為語資

班英丈課程必須包含的五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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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與文學

語言能力與思考能力的發展是互相影響的，優異的語言能力有助於高層次思考力的

培養，而複雜的概念與思考必須借助語言為媒介才能表達，高層次的思考能力必須仰賴

精確的辭彙和語法，語言的掌控力與思考能力是相輔相成的 (Thompson， 2002) 。提升

語文能力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閱讀，閱讀是刺激想法、建立批判性思考與問題解決能力

所需要的知識基礎的最佳途徑 (Van Tassel-Baska & Stambau駒， 2006) ，也是增加字彙、

接觸多元文化、提升人文內涵、拓展國際視野極為有效的方法。但是僅靠學生自行閱讀

並不足以達到這些效果，必須經由教師有系統的選擇諂物、安排教學活動，才能讓閱讀

發揮最高效能。

學生的英文讀物應包括小說與非小說類， Baskin 與 Harris (1980) 提出六項指標，

作為選擇資優學生讀物的參考準則，這六項指標包括:

(一)使用豐富、多樣、精確、複雜的語彙。

(二)內容具開放性、能刺激思考，例如運用特殊的寫作技巧變化時序、改變人稱等。

(三)內容具複雜度足以刺激學生作進一步詮釋與評鑑。

(四)能夠幫助學生建立問題解決的能力，並發展各種創造性思考 (productive thinking)

的方法。

(五)書中的角色要能作為學生效法模仿的對象。

(六)種類必須多元，包括繪本、神話故事、小說、傳記、詩集和非小說讀物。

英國廣播公司 (BBe) 、英國觀察家報 (The Observer) 、美國時代雜誌 (Time) 均

曾列出 100 本必讀的英文小說 (The Big Read , 2003; The greatest novels, 2003; Al卜time

100 novels, 2005 ) ;前暨南大學校長李家同教授(李家同， 2005) 推薦的 40 本讀物，其

中 30 本原著是英文小說;前政大外語學院院長陳超明教授亦推薦 20 本適合青少年閱讀

的英文小說(陳超明， 2011) ，這些書單極具參考價值，可作為教師在指定或推薦英文

讀物峙的參考依據。Thompson (1996a) 特別推薦經典文學作品作為資優學生語文課程

的讀物，加人閱讀經典文學作品並不是要培養未來的文學家，而是因為經典作品較能呈

現歷久不衰的價值、使用進階的詞彙和句子結構、描寫的人物角色較細膩複雜、蘊含意

義深遠的想法、提供開放式討論的素材，對語文資優學生而言，經典文學作品有助於增

進自我了解、增加心智體驗、培養批判性思考和創意思考的能力與技巧、提供豐富的文

化資產與審美經驗、養成價值觀、提升人文素養等。如果欲藉由閱讀增加學生的詞彙，

選讀的作品在用字遣詞方面必須稍具難度(Thompson， 2002) 。此外，針對語文資優學

生特殊的學習特質與學習經驗，教師可以在閱讀的清單中加入特殊人物傳記，進行「閱

讀治療」的特別閱讀計畫，例如:可加入文學家、思想家的傳記於閱讀書單之中，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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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中的主角與資優學生擁有的相近的特質，學生可藉由書中主角的經驗與故事，對自

己的生活、學習、情緒等進行反思'這將有助語文質優學生自我了解、自我悅納、建立

自信心，進而發揮潛能。 Vygotsky 與 Luria ( 1994)認為語言是一種心智工具(mental

tool) ，讓人可以作抽象的、有彈性的、想像的思考。結山語言，孩童能想像、操弄與創

造新想法，同時語言讓孩童能跟他人交換分享各面士會經驗，孩童的認知能力便因此建

立。所以，要讓閱誼活動發揮最大效能，教師必須針對讀物內容提供學生反調思考、詮

釋、討論和分享的機會，學生的心智才能真正獲得刺激、得以成長、茁壯，方能培養前

述五項核心能力。

二、寫作

寫作是一項極為複雜的心智活動，涉及多項知識與認知能力，包括對文字語法的理

解 (linguistic knowledge) 、 7解各種不同文體 (genre) 的結構、內容知識(content

knowledge)的理解、如何組織想法並以有系統的方式逐一以文字呈現(Canale & Swain,

1980)。寫作並不是口語的文字呈現，口語能力是天生的，口語內容是隨性的、結構鬆

散的，但寫作能力不是天生的，必須經過指導與學習才能養成 3 (Uysal , 2008) ，且文字

必須遵循一定的結構依序呈現，不同的語言呈現想法的結構與順序也不盡相同(Kaplan，

1966 )。

寫作課程的重點不全是修辭或自由創作，語文資優生的寫作課程更要著重邏輯思考

的訓練、思辯的過程、如何提供佐證'以提升說明論述的能力。在課堂中教師必須提供

各種不同文體的文章，並予以分析，引導學生比較中、英文各種文體結構的差異，同時

應給予學生足夠的練習機會，對自己及同儕的作品作進行分析和評論。學生作品可包括

文學的自由創作，如新詩、短篇小說、散文或劇本和非文學的寫作，去 [I小論文或研究報

告、讀書報告、校園新聞等。寫作可以和閱讀連結，教師可藉「生i不同文體文章的介紹，

帶入寫作的活動，藉由分析閱讀的文章，說明文章的結構、各種文髓的特色與差異以及

修辭技巧，再讓學生作類似文體的寫作練習。教師應鼓勵學生把寫作融入生活之中，除

了完成學校的作業，平時應養成使用文字記錄的習慣，如日記、隨手札記、文章眉批或

摘要、上課筆記、演講筆記等，都是訓練文字思考與表達能力很好的方法。

三、語言研究

語言研究指的是針對英文作深入的分析，可分為字彙與文法兩部分，字棠可再細分

為語音、語意、修辭、字源學等;文法包括句法和語用。語言研究也可作跨語言的比較，

增進對不同語言之間相似與相異之處的 f解，進而提升更精確使用語言表達複雜想法與

3 “ Writing is a consciously learned skill through schooling" (Uy剖， 2008).

March , 2016 Secondary Education 65



教學專題

概念的能力，以及對語言背後的文化的理解。 Thompson (1996b; 2002) 認為批判性思

考或其他進階的思考能力，必須仰賴精確的字梁和正確的語法才能表達，甚至可以說進

階的思考能力是藉由精確的字彙和正確的語法養成的;需育的字詞和語意往往蘊含豐富

的文化與歷史意酒，愈是能深入研究其中，愈能體會理解該文化;而修辭學富含文化歷

史典故，同時運用創意、融入音韻之美，不僅能提升學生對文字的駕取能力，還能培養

蟬生的美感與鑑賞力。句法(syntax)是一系列打系統的組織安排字彙的規則，說話者

可藉以表達意思與想法;文法規則同時也反應該語言的邏輯思考方式，例如在中文習慣

先鋪陳，提供外圍訊息，然後再帶入主題，比較偏向歸納式思維;英文則是先呈現主題，

按著提供相關訊息予以佐證，!It咬屬於演繹式思、維。學習並了解這些有關於語言的系統知

識將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metacognition) ，如何用語言來思考評鑑I'己產出

的語言，進而能更精煉思考能力，對語文資優學生是非常適切的課程安排。

四、口語表達

口語表達能力是人際溝通中極為重要的一項能力，但是一般的學校語文課程並未特

別著重學生口語表達能力的訓練，甚至沒有安排口語課程或活動，往往只有少數擅長演

說或朗讀的學生會接受任課國文或英文老師額外但有限的訓練，目的無非就是為了參加

演說比賽。但是，演說只是鬥語表達的能力之一，而培養口語表達能力也不是只為了要

參加演說比賽;口語表達涉及的不是單向的「說」而己，而是雙向的「聽與說J '不但

要「說得清楚J' 更要「聽得明白J' 流暢的口語表達能力指的不是舌燦蓮花或字正腔圓，

而是清晰的邏輯思考能力、有系統的組織能力、敏銳的分析解讀訊息能力以及清楚有效

率的表達陳述能力。提升學生這些能力的活動除了一般常安排的口頭報告之外，可以安

排辯論、小組討論、戲劇演由、口頭詮釋(oral interp閃tation) 、作品評論分析、說故事

等。

五、獨立研究

獨立研究非常適合個別學生或小組針對某一主題進行布系統的探索，進而提升學生

對該主題或領域的了解，白的在提升學生發指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蒐集及過濾資訊

的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綜合統整及評鑑的能力以及游通表達的能力。進行獨立研究

峙，學生不只是針對主題蒐集資料、整理資料、報告結果，Johnsen與 Johnson (2007)

認為可以利用獨立研究來解決社區問題、發掘新問題、以及幫助學生養成對於求知的熱

忱與熱情。成功的獨立研究必須由師生共同擬定研究進程，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按照

進度一步步完成研究，撰寫研究報告，並對教師以外的觀眾或聽眾報告結果，學生也可

以對自己或同儕的作品進行評審，並給予口頭或許面的同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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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高級中學語資班英文課程實施方式

實施資優課程的質施方式包括加深加廣( enrichment) 、加速 (acceleration) 和分組

(grouping by ability and need) 0 r加深加廣」指的是提供學生更盟富、多樣的學習經驗，

部度 (depth) 與廣度 (width) 都比一般課程更為加強，間的在提供資優學生更多的刺

激與挑戰，提升學習效能 (Clark， 2013; Davis & Ri ml洞， 2004; Robe巾， 2005; 2012; Schiever

& Maker, 2003)。課程加深加廣欲達成效的關鍵在於有系統的安排課程內容，並以明確

清楚的方式呈現 (Adams et 剖， 2012;CI創丸 2013) ，而非隨教師興之所至，完全機動性

的任意加入標準課程以外的教學內容。「力日速」廣義指的是以快於一般課程的進度完成

課程內容，有各種型式的「加速J '例如提早入學、跳級、縮短修業年限、修曾進階課

程，如 AP 課程 (Advanced Placement programs)、加速進度濃縮課程(compacting the

curriculum, telescoping content) 或免修( receiving credits by examination) ( Clark, 2013 )。

資優課程若僅是作「加速」調整，讓學生提早學習一般的標準課程內容或縮短學習一般

課程內容的時間，並未能符合區分性課程質化差異的精神;另一方面，若僅作課程內容

「力日深加廣J' 而未配合適度的加速，也很難提供能滿足資優學生學習需求的課程內容，

換言之， r加深加廣」和「加速」必須相輔相成且有系統持續的進行，才能產生最大的

課程綜效。

Bloom ( 1979) 針對認知領域列也六個教育同標，分別為知識 (knowledge) 、理解

( comprehension) 、應用 (application) 、分析 (analysis) 、綜合統整( synthesis) 以及評

鑑( evaluation) , David 與 Rimm (2004) 認為此六項目標代表六個曆次的認知能力，學

生經知識理解與積累後，才能進一步針對既有的知識體系予以應用、分析，或再進一步

綜合統整，衍生新的知識系統或同論，並針對新產生的知識系統或理論進行評估與鑑

足，因此， r知識」與「理解」是所有學乍應真備的認知能力，進|梢的「應用」、「分析」、

「綜合統整」與「評鑑」則是資優學生應著重培養的能力。巾學階段的資優學生語文課

程應著重在四項高層次思考能力的訓練，平時宜加速知識與理解的教授，才能句出課室

H手間進行應用、分析、綜合統整與評鑑的訓練。實施內容依活動側重發展的語言能力可

分為聽與說、讀、寫、研究四類。

利用聽與說進行高屑次思考能力的訓練可以在教師課中提問時進行，教師宜多提出

開放式的詮釋性( interpretive) 或評鑑性( evaluative) 問題，來訓練學生的批判性思考

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獨立的、活動安排可以加入辯論、小組討論會( panel discussion) 、

演說( public speaking) 、戲劇演出(dramatics) 等。辯論是非常適合高中階段資優學生

的思考訓練活動，藉由分析具爭議性或道德兩難的議題、蒐集、歸納、並陳述正反兩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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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點，學生可以學會用不同觀點剖析議題，分辨事質 (facts) 與意見( opinions) ，進

而提升批判性思考能力。小組討論會是以座談會形式進行議題討論，雖然不像辯論這麼

壁壘分明，仍可以就議題的正反兩面提出論述，討論小組成員大約6 至 8 人，分正反兩

方，討論會進行之前雙方成員就討論議題蒐集相關資料並分析，再於討論會時呈現資料

內容，班級其餘學生針對雙方提出的陳述予以提間，討論小組成員必須回答或辯駁。演

說可以分為命題演說 (prepared speech) 或即席演說 (impromptu speech) ，待所有學生

都作過命題演說後，可以安排挑戰性較高的即席演說。學生上臺演說之前教師必須說明

演說技巧、如何組織講稿內容、賞析名人演說、並讓學生針對演說技巧及內容進行討論，

並可以安排評審小組於學生進行演說時，針對內容與技巧作分析，並於演說後給予演說

者評論。戲劇演出可以是十分鍾的課堂短劇演出，也可以是期末的三十分鐘較完整的戲

劇表演，或者年度的完整劇碼的公開表演;戲劇演出不但是多種語言能力的綜合展現，

同時也是情意教育、美育教育、學習歷史與文化、提升學生人文素養與美感的極佳方式。

對於學生較不熟悉的辯論活動，可以先在國文課程中加入中文辯論，待學生7解辯論規

則之後，於英文課程中再加入英文辯論或小組討論會的活動，一方面可以刺激學生對爭

議性議題的思辨，進而提升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也訓練學生的英文口說能力;正式的

英語話劇表演可以作為語文資優學生的年度成果發表，對於提升學生學習成就感和學習

動機，常有超乎預期的效果。

閱讀是資優生語文課程中極為重要的活動，除了加速一般核心課程所包含的閱讀活

動之外，必須延伸閱讀，增加讀物的深度與廣度，以提升學生「知識」和「理解」的學

習，同時在教師的引導下，對於閱讀內容深入分析與討論，藉以提升「應用」、「分析」、

「綜合統整」與「評鑑」的能力。古典文學作品選讀、讀者劇場(readers' theater) 、文

揖小圈( literature circle) 是非常適合加入課程的活動，這些活動的精髓在活動進行中教

師的引導與學生之間的討論與分享，讀者劇場和文學小圈可以作為英文文學作品的入門

活動。讀者劇場結合讀與說，除提升閱讀能力之外，學生可藉由聲音的表現，學習如何

判認聲音表情，並藉由聲音表情的變化表情達意，是學生作正式戲劇演出的暖身活動;

文學小圈是一項全語言 (whole language) 的教學活動，藉由文學作品的閱讀、討論、

分析，學生進行聽、說、讀、寫的語言練習，活動後可讓學生完成小組作品，記錄學習

過程與結果。人物傳記、英文報紙也可列入學生的閱讀清單中，人物傳記可以提供學生

師法於上的榜樣，是品格教育和情意教育很好的素材;閱讀英文報紙，尤其是專欄文章

和社論，可以訓練學生邏輯思考能力、增加字彙、提升文字駕取能力、引導學生關心社

會議題與注意國際情勢，進而涵養學生公民素養及拓展國際觀，朗讀報紙內容也是訓練

口條很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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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寫作若在初期即自成獨立的教學活動，教學成效往往不佳，宜與閱讀結合

(reading-writing connection) ，讓寫作活動更有意義，學習效果亦更佳(Henry &

Roseben"y, 1996; Hirvela, 2004) ，待學生習慣把文字當成記錄想法的工具時，獨立的寫作

活動才容易進行。教師必須給予足夠的引導與練習機會，才能讓學生逐漸養成以英文表

達想法的能力和習慣。平時即鼓勵學生養成用英文寫日記、週記的習慣，在班上可以使

用班級留言簿，或成立班級臉書或LINE群組，以英文用簡短句子寫下心得、給同學留

言、或與老師進行溝通，都是讓寫作生活化的練習。寫作與閱讀結合可以由閱讀心得寫

作開始，但是必須經過教師引導，指點寫作重點，才能完成一篇好的閱讀心得。當學生

累積足夠的寫作經驗後，可以進一步匯集優良作品成為班及刊物或編寫班級刊物，也口

以將範圍擴大編寫英文校園新聞刊物，刊物編寫過程可以讓學生精進語言能力、思考能

力和溝通協調能力，刊物的編排設計可以提升學生的美感，最後的成品則能為學生帶來

莫大的成就感。

研究是資優學生課程的一項重要活動，培養研究能力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真正的

目的是要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任何研究都須仰賴精準的

語言表達能力才能完成研究，教師可以依照學生的個別興趣，作跨學科的整合，結合語

文老師和其他相關學科(如國文、歷史、地理、公民、音樂、美術等)老師的專長，共

同協助指導學生完成感興趣的議題研究，同時應安排時間，讓學生正式的發表研究結

果，並接受同儕或其他觀眾的提間和質詢。

其他的英語文課程安排還包捐進階課程(如AP programs) 或免修鑑定後的安置。

高中可以就近與大學合作，提供學生進附課程選修取得學分，未來進入大學後學分得以

認可並抵免;或者學校提供免修鑑定，對於某些語文科目真特別專長的學生，經由通過

鑑定考試後可免予修習該學科，空出來的時間宜作對學生最適合的安置，包括自習

( self-study) 、進行獨立研究或安排良師指導( mentorship) 等。

菜、結語

優異的語文表現是績優也是資優，語言能力與思考能力的發展是互相影響的，優異

的語言能力有助於高層次思考力的培養，而複雜的概念與思考須借助語言為媒介予以表

達。為能滿足語文資優學生的學習需求，學校應安排具有質化差異的區分性語文課程，

學生的資優潛能才能得以發揮。語言不但是思考的工具，也是文化的傳遞媒介，多會

種語言就多一種思考角度，也多一種文化理解。學習外語的好處包括增加對語言共同特

質的了解、提升對母語的反思與深層認識、提升聽力的敏銳皮、增加多元文化與歷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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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拓展國際視野等 (Thompson & Thompson, 1996; Van Tassel-Baska & Stambaugh,

2006) ，在世界日益全球化、平面化的令天，這些能力愈顯重要。設計與121施高中語文

資優班的英文課程目的在培養學生五大核心能力:進階思考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溝通

能力、多元文化思維，以及領導與服務的能力，任何的課程調整均應以此五大核心能力

為最終目標。課程的調整面向包括課程內容、課程進行過程、學習成果和學習環境，再

配合加深加廣、加速的質施方式，注入閱讀與文學、寫作、語言研究、口語表達、獨立

研究等課程元素，自是一套有助於提升語文資優早生培養五大核心能力的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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