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教學中心第 22 期
外語自學小組活動

組員招生報名中
只要您
 為本校在學學生
 想利用課餘時間固定練習外語
 學習毅力至少可以維持一學期
歡迎您和小組長一起來

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進行自我導向學習
互助合作學外語
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小組報名辦法：
欲參加雙溪校區外語自學小組，請親至雙溪外語自學室（戴蓀堂 G103 室）報名
登記。每組只要有 1 人報名即可成立，額滿為止，2013 年 3 月 11 日起各組將陸
續展開自學活動。
組別

每週
組員
聚會時間
小組長
名額
及地點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歷

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Help Group
1.

閱讀停看聽
（中級）

星期一
10:10
∣
11:40

7

翁芹
英二 A

G202

1.每週至少讀兩篇文章，維持閱讀好習慣。
2.
2.朗讀文章，矯正發音，訓練台風。
3.練習寫作，把當日所學的單字、文法及句型應
3.
用在短文寫作或造句中。
4.分析文章，了解架構及內容，訓練閱讀能力。 4.
5.學會邊聽邊抓重點，做筆記。
5.
(1)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文雜誌、英文文法
(2)
書籍。
(3)

星期一
「閱」「說」愈厲害 10:10
Read Up! Speak Up!
∣
簡瑜瑩
12:00 10 日三 C
（中級以上）
G202-1
3/4/2013 1:37:56 PM

1.
2.
3.
4.
5.

組員需自發性強。
1.
同時練習閱讀、聽力及會話。
以較高階之教材(彭蒙惠英語、TOEFL…etc) 2.
做為上課的內容，培養英文閱讀。
用全英文的方式討論心得。
3.
培養組員自學英文的習慣。
4.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彭蒙惠英語、CNN 互動 5.
英語、Taipei Times、TOEFL 教材。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
長，領導第 21 期「我是單字王」
自學小組。
擔任 100 學年第二學期及 101 學年
國際事務志工，接待交換學生。
擔任美語補習班助教。
學習興趣：
透過影集、電影，學習發音、語調、
單字、文法。
聆聽英語歌曲，訓練聽力。
閱讀及聆聽有聲書。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通過、日檢 2
級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
長，領導第 21 期「Happy Talk」
自學小組。
擔任 2010 年全球地理奧林匹亞匈
牙利隊接待員。
2008 年交換學生至澳洲三週。
曾參加英文說故事、演講與拼字比
賽，高中參加全國英文話劇比賽冠
1

6.
7.

多益 Try and Go
（初級）

星期一
10:15
∣
12:00

10

許詩婕
中四 C

G402

軍，榮獲最佳女主角。
參加兩屆高中文化交流，接待加拿
大及日本交換生。
學習興趣：喜歡英文。

以「多益考題」為主軸，時而加入「朗讀」
、
「寫
作」，以頻繁的練習、簡單的學習為訴求，讓組
員們不會感到有壓力。此外，會安排組員上台報
告，以提供自動學習的機會及舞台。
1.
主要以練習多益的「聽力」
、
「閱讀」考題
為軸心，每週使組員們保持做 40 題左右的 1. 東吳英檢通過。
題目。活動規劃上，將組員分為兩組，以 2.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進行兩種不同的教材考題，並且輪流上台 長，領導第 19 期「Have Fun」、第 20
期「閱讀大作戰」及第 21 期「英文
進行解答與分享。
歡樂行」等自學小組。
2.
再以「雜誌」為輔助，提供兩個活動面向：
3. 曾任 98 中文之夜服務員、99 中文迎
(1) 利用「朗讀」短篇文章的方式，加入學習 新營宿小隊輔。
範圍內，以達到學習上的均衡。在教材選 4. 學習興趣：
擇上，以生活會話式的雜誌為主，如：EZ (1) 在日常生活中，會利用英文歌曲
來練習聽力技巧，並且以線上英
Talk、ALL+雜誌。
檢測驗來檢驗成果。
(2) 選用 biz 互動英語雜誌，將「閱讀」及「寫
(2) 尋找自己喜歡看的影集、電影，
作」結合，利用「造句」或「短文」的方
來學習發音、語調，以及單字、
式，運用學到的單字、文法、片語等。
文法，例如：Friends 影集、CSI
影集、達文西密碼等電影。

英語閱讀快易通
Reading Digest
（中級）

用心聽，放膽說
（初級）

星期二
12:00
∣
13:30

7

張玟婷
中延 B

G202

星期二
13:30
∣
15:10
G202-1

8

李冠函
中四 B

(3) 培養主動學習英文的態度，喜歡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輕鬆而不隨便的心態。
1.
多益考題：(CDET28602.SB)新多益精選模
擬試題、(CDET314.SB)新多益黃金證書。
2.
補充教材：多益題型解析書、多益單字與
片語、文法書。
3.
朗讀、閱讀與寫作練習：EZ Talk、ALL+
互動英語、biz 互動英語等。
1.培養毅力與自主學習:訂立學習契約，並結合自
學室教材，提倡自學時間的安排與資源運用，以
1.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養成自主學習的習慣。
2.瞭解英文文章結構:練習分析文章架構，正確掌 長，領導第 17 期「英語 Fun 輕鬆 繞
地球溜英語」
、第 18 期「生活英語帶
握文章重點。
著走」
、第 19 期「瘋狂電影俱樂部」、
3.練習文章速讀與段落摘要:團體合作，分組競 第 20 期「多益武藝堂」及第 21 期「翻
賽，於限制時間內完成文章速讀，練習段落摘要 譯大筆拼」等自學小組。
2. 擔任 100 學年第 1 哩新生定向外語自
寫作。
4.口語表達:以口語呈現文章段落摘要成果，加強 學室導覽解說員。
3. 中、日文雙修並修習實用英語學程。
學習效果。
4. 兒童英語補習班外籍教師教學助理。
5.累積閱讀實力:從段落摘要中自創考題，同時累 5. 擔任中文系系刊墨瀾與文穗總編輯。
積字彙量與相關知識。
6. 學習興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英語雜誌:Live 互動英語、實用/活用空中美
語、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英語、CNN 互動英
語、EZ TALK 美語會話誌等。
2.線上學習資源網:CNN 互動英語與 LiveABC 互
動學習網。
3. 其 他 自 學 教 材 : 多 益 閱 讀 模 擬 試 題 、 Taipei
Times

課程依生活四大類別區分，主要加強「聽
力」與「會話」的能力，循序漸進提升同
學開口說英語的意願。

閱讀雜誌文章以提升單字學習，並配合讀
本的對話例句，鼓勵同學每次小組自己動
手寫出一分鐘短對話。

觀賞影片學習生活用語和生活常用單字。

課程中加入小遊戲與積分賽，期許提高同
學外語自學的興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3/4/2013 1:37:56 PM

(1) 目前修讀英、日等語言。
(2) 在日常生活中，以聽歌曲、英語口
說、小說報章雜誌之閱讀、電影影集觀
賞與 BBC 新聞聽力訓練來增進英文能
力。
(3) 運用日劇、文章閱讀來增進日語能
力。
(4) 喜愛閱讀、攝影、文字寫作。

1.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長，領導第 21 期「悅聽閱生活」自學
小組。
2. 曾擔任中文系 99 迎新宿營小隊輔以
及 84 期、85 期文穗採訪版主編。
3. 曾擔任幼幼社 78、79 雙溪國小課輔
隊隊長以及第 5 屆兒童快樂冬令營總
召。
4. 學習興趣：
(1) 收看各類型英文影集，學習生活常
用片語。
(2) 休閒時聽英文歌曲培養對英文的
熟悉感。
2

星期三
Reading as a Reader 08:30
∣
10:00
（中級以上）
G202

影視英文
（中級）

星期三
10:15
∣
12:00

7

李玫蓉
社四 B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Reader’s Digest、經濟學
人、TIME、台北英文時報、CNN 互動英語。

10

潘若甄
英四 C

G402

英文花路米
Follow Me English

星期四
10:10
∣
12:00

(3)
1.英語雜誌。
2.讀本：食衣住行英語通、社交哈拉英語通。
3.影片：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我們買了動物
園。
1.使用全英文雜誌，廣泛閱讀各種題材之文章，
1.
豐富知識與對時事的洞悉。
2.
2.利用閱讀測驗了解閱讀理解能力。
3.閱讀後練習撰寫大綱，培養文章組織能力。

10

錢承楨
中二 C

（中級）
G402

3.

定時翻閱雜誌學習生活化文章。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21 期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聽說英文很簡單」
自學小組。
學習興趣：看影集、聽音樂學英
文。

1.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2.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1.藉由練習聽故事和看電影，加強英文聽力和理 長，領導第 17 期「Learn to Love
English」、第 18 期「說說唱唱 Have
解力。
Fun」
、第 19 期「讀出好英文」
、第 20
2.上台簡報介紹故事，訓練口語表達能力。
期「英文好好聽」以及第 21 期「米
3.從英文筆記練習組織英文句子和文意。
國文化逍遙遊」等自學小組。
4.過程適逢美國節日，進行 role play，練習情境 3. 大三暑假參與美國德州教育課程遊
對話和文化習俗討論。
學 5 週。
4. 98 學年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第 3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電影、英語有聲書、 名。
5. 學習興趣：外語電影、美國影集、電
英文雜誌。
視節目、英文歌曲、翻譯小說、有聲
書。

以《傲慢與偏見》有聲書為主要教材，另有英文
歌曲填空活動：
1.【讀】→透過有聲書練習閱讀速度與技巧。
2.【寫】→每週都有 summarizing、文章寫作等
活動，練習段落大意、回答問題。
3.【聽】→藉由有聲書ＣＤ、歌曲填空等訓練聽
力。
4.【說】→設計活動讓組員練習表達，分享心得
或回答問題。

1.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長，領導第 21 期「歡樂合唱團」自學
小組。
2. 曾任 100 中文之夜服務員、101 中文
之夜活動長。
3. 學習興趣：
(1) 喜歡看美國影集、電影，藉此練習
發音及語調。
(2) 常聽英文歌曲，以增進聽力與字彙
之能力。
(3) 利用課餘時間至自學室，翻閱雜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傲慢與偏見》有聲書、 及做線上測驗等。

ＣＤ、電影等。

英聽口說
Super Good

星期四
10:00
∣
12:00

8

王虹又
英四 C

（中級-中級以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英文雜誌(Live 互動英語、ALL+互動英語等
系列雜誌)。
2. 全民英檢中級&多益教材：不定期讓組員練習
檢定題型並檢討。

G202

星期四
「簡」單「愛」英文 13:35
∣
15:15
（初級-中級）

1. 精選雜誌有趣的文章練習「聽力」填空，邊
聽 CD 邊寫筆記，學習聽懂關鍵字、訓練英文句
型組織力。
2. 利用雜誌講義發表個人心得，全英文進行主
題報告與問題討論，增加課外「口說練習」的機
會，並適時補充相關單字片語。
3. 每週撰寫英聽&口說評量表，分析、記錄自己
的英文學習進步幅度。

8

林怡廷
中二 C

適合想一邊學英文和親近文藝的同學。
結合自學室潛藏的有關「世界名著」
、「經典作
品」
，配合 EZ test 定期測驗，挑逗內心的英文
癮。
學習要做三種事：不想做、該做、想做的事。

3/4/2013 1:37:56 PM

1. 多益 885 分、GEPT 中高級通過。
2.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長，領導第 17 期「頂尖國際記者培
訓 公 司 」、 第 18 期 「 Dance with
English」
、第 19 期「寫作與口說黃金
積分賽」、第 20 期「創『益』接龍」
以及第 21 期「時事英語說寫力」等
自學小組。
3. 101 學年第一學期雙溪外語自學室講
座「英語線上自學教材學習密碼分享
會」主講人；100 學年雙溪外語自學
室講座「FUN 電影學英文」活動主持
人及「看雜誌學英文」主講人。
4. 2012 英語演講比賽第 1 名；2010 校
內英語朗讀比賽第 1 名、富蘭克林英
語競賽第 3 名。
5. 曾任 2010 年超級馬拉松英語賽事播
報員。
6. 曾任 98 學年柚芳樓 GEPT 中級英檢
輔導小老師、100 學年柚芳樓英文會
話小老師。
7. 學習興趣：商用英文、歐美影集學英
文、閱讀英文雜誌。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
長，領導第 21 期「英文補救小
組」。
2. 大 一 入 學 時 英 文 程 度 介 於 中 級
班，經過一年的自學，大二順利晉
升高級班。
3. 學習興趣：喜歡和同儕互相激勵；
3

喜歡大量閱讀英文雜誌，一方面增
加知識，另一方面溫故知新；喜歡
到處找有趣的英文課外讀物，保持
對英文的新鮮感。

透過小組的力量，幫助大家有毅力地：
定期做不想做的事考試EZ test
常常遺忘或忽略的事雜誌用 facebook 學英
文！
在快樂中容易忘了兼顧學習看電影、小說世
界文學名著、經典有聲書、電影等等教材

G202-1

另外，本組以「學習英語」為主，並非深入研究
文學！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預計：
《Jane Eyre（簡愛）
》有聲書（兩本，分別為 level3,
6）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與偏見）》有聲書、
電影、
《珍愛奧斯汀》電影、
《珍奧斯汀的戀愛教
室》電影
《Emma（愛瑪）
》有聲書、電影
《Sense and Sensibility（理性與感性）
》有聲書
《Sherlock Holmes（福爾摩斯）
》有聲書（數本）
、
電影
《Becoming Jane（珍愛來臨）》有聲書
《Gone with the Wind（飄）
》有聲書
其他等你來挖掘！

飲食英文
（初-中級）

星期五
12:10
∣
13:20

8

魯尚容
中二 B

透過閱讀雜誌文章、短片、情境對話……等學習 1.
英文。以飲食為主題，增添學習之趣味性。
雜誌文章--閱讀
2.
短片--聽力
情境對話--口說
3.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外語學習雜誌、DVD、
線上學習短片。

G202

1.

2.
3.

英語雜誌學習
（中級-中級以上）

星期五
13:30

∣
15:10

4.

7

黃于恬
英三 C
5.

G202

從英語雜誌 資源中 挑選一 篇有興趣的 文
章，整理重點並閱讀文章學習實用的英語用
法。
藉由聆聽 CD 及討論，提升聽力和口說。
每周 2 位組員分享，在輪流發表的過程中培
養自學習慣。
進行方式：發表人簡述文章大綱後，組員一
起閱讀文章或播放 CD，再由發表人補充重 1.
點內容與單字片語，並設計 2-3 個問題，由
組員共同討論。
2.
組員輪流將整理好的筆記和同學討論，發表
於小組臉書頁面。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
長，領導第 21 期「聽力口說百分
百」自學小組。
2012 暑期參與台北師範大學暑期
英語育樂營，於宜蘭各個國小擔任
一日英語老師。
學習興趣：透過欣賞英文歌曲及電
影增進聽力學習發音、語調、單
字、文法，閱讀原文小說學習英
文。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
長，領導第 21 期「Weekly News」
自學小組。
學習興趣：雜誌、影集、新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互動英語、Live 互
動英語、ALL+互動英語、BIZ 互動英語、彭蒙
惠英語、空中英語教室、經濟學人、TIME、空
中美語、常春藤解析英語、讀者文摘等。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日語聽一下
(N2-N2 以上)

星期二
10:10
∣
12:00
G202

3/4/2013 1:37: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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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于珈
日四 C

1.以「聽力」為主軸，並適時加入「口說」。
2.雜誌：以挖空句子的方式進行，先播一至兩遍
讓組員填空，再進行解答及文章解析。
3.影片：播一段約 10 至 15 分鐘的短片，請組員
寫下聽到的單字或句子，再進行解答並講解影片
中的重要單字句型。
4.日檢書：隔週進行一次日檢聽力練習。
5.定期安排小組員上台分享，以提供自主學習的

1.日檢 N1 通過。
2.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組長，
領導第 21 期「日語讀與說」自學小組。
3.曾擔任 2012 東吳國際超馬日文翻譯
志工。
4.曾參與日文系辯論比賽，獲得團體組
第一名。
5.曾擔任日本藤枝東高校輔導員。
6.曾擔任台灣美化協會日語翻譯志工。
7.學習興趣：喜歡看日劇，也會閱讀日
4

機會及達到自主學習的效果。

文雜誌、新聞，並聽日文歌等練習日
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檢定書籍、日文雜
誌、日文 DVD。

大家一起說日語
(N2-N2 以上)

星期二
12:10
∣
13:25

10

周佳蓉
日四 B

8

施盈伃
英延 A

G402

星期二
13:30
∣
（歡迎已學日文 1 年 15:10
者參加）
G202
一起來 shadowing

發現日語好好玩
（中級-中高級）

星期四
13:30
∣
15:10

7

何佳蓉
日四 C

1. 日檢 N2 通過。
2.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外 語 自 學 小 組
1.以口說為主。
長，領導第 16 期
「閱讀與分享 Reading
2.每周一篇組員自選文章，主題不限，可從日文 And Sharing」英語自學小組、第 17
期「聽聽日語說什麼」
、第 18 期「日
雜誌、日文書籍等選出。
系娛樂出版社」、第 19 期「日檢 N2
3.每周輪流一名組員，負責分享其文章習得與思
衝刺班」
、第 20 期「主題式日語會話」
想，也可分享延伸影片，並出延伸討論議題或問 以及第 21 期「玩遊戲學日語」等自
答題讓其他組員可以進階思考並回答。
學小組。
3. 擔任 100 學年第 1 哩新生定向外語自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雜誌、優雅日本語。 學室導覽解說員。
4. 學習興趣：日本及歐美影集、英、日
文學習雜誌。
1. 日檢 N2 通過，多益 850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小組
1.熟悉並模仿日語語調。
長，領導第 21 期「聆聽日文」自
2.聽出關鍵字，理解文章或影片內容。
學小組。
3.透過 shadowing 增加語彙量。
3. 曾參與日本學習院大學暑期交流
4.增加對日本文化的認識。
團。
4. 98 年聽障奧運志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本語を話そう！、日語 5. 學習興趣：透過日劇和動畫訓練聽
力並了解日本文化、語言文化交
雜誌、日語 DVD。
換。

1.以資源分享的方式，發現自學日文的各種方
式，增加自學意願。
2.以改錯與解說方式學習並複習日語中助詞等
1.
表現用法。
3.透過單字聯想比賽來活絡組員頭腦，增加單字 2.
熟悉度。
4.藉由會話練習口說能力。
3.

日檢 N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組
長，領導第 21 期「閱讀日本文化」
自學小組。
學習興趣：聽日文歌曲、透過新聞
了解日本時事及日本文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日語書籍。
2.日文 DVD。

G202
德語自學小組 German Self-Help Group
這樣學德文，不困難 星期五
12:05
Auf diese Weise
∣
lernen wir Deutsch
einfächer
13:20

10

蔡佳靜
德文三

近程目標：透過素材培養德文聽力，並讓組員學 1.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德 語 自 學 小 組
習／複習單字、文法，如聽記，或寫造句、摘要、 長，領導第 19 期「歡唱學德文」、第
20 期「讀『德』好文章」以及第 21
心得。
遠程目標：藉由素材中的圖片、故事，培養德文 期「聽德語故事，放輕鬆」等自學小
組。
口說能力，如跟讀、摘要或心得。
2. 學習興趣：平時喜歡藉由德語電影、
終極目標：培養同學自學能力，如：自評。
音樂或者有趣的故事（有聲書)學習外
文單字、經典句型及生活用語。歡迎

(A1-A2)

使 用 外 語 自 學 室 資 源 ： 德 語 故 事 聽 說 有興趣的同學一同加入我的行列，讓
(CDG130) 、 德 語 有 聲 書 (CDG114-304) 、 Ein 我 們 一 起 輕 鬆 聽 德 語 故 事 練 聽 力
bisschen Panik(CDG248)、德語音樂(CDG20-72)。 吧！

G202-1

法語自學小組 French Self-Help Group
遊戲法文
星期四
Bonjour, Paris!
15:30
Bonjour, mon amis!
∣
17:20
（歡迎法文初學者
參加）
G202

3/4/2013 1:37: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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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芳寧
音樂四

你(妳)想要挑戰寫一本法文的故事書嗎?
本學期，我們會藉由 Café Crème 1 及 Amical 1，
一起在小組聚會中練習會話，夥伴之間一起統整
1.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21 期法語自學
文法，並運用小組共同的創作──「法文故事
小組長，領導「遊戲法文」自學小組。
書」
，不僅能夠發揮想像力，也能檢視每週聚會 2.學習興趣：法文日記寫作。
的收穫喔！
使 用 外 語 自 學 室 資 源 ： Café Crème 1
(F11503.SB)、Amical 1 (CDF049.SB)

5

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小組報名辦法：
欲參加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小組，請親至城中外語自學室（5316 室）報名登記。
每組只要有 1 人報名即可成立，額滿為止，2013 年 3 月 11 日起各組將陸續展開
自學活動。
組別

每週
組員
聚會時間
小組長
名額
及地點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歷

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Help Group

星期一
生活英語大探索
程度不限

10:10
∣
12:00

徐煥宜
9
會三 A

教室 5412

戀戀英文

星期一

12:10
程度不限
∣
(要求須有學習熱
13:20
忱，不得中途退出，
有堅持才會進步) 教室 5412

蔡瑋珊
9
會四 A

星期一
酷愛生活 ABC
L&L(Love & Live)
ABC

15:30
∣
17:20

饒芷安
9
企三 C

程度不限
教室 5317

星期二
傾聽 TOEIC
程度不限
(有意願報考 TOEIC
者)

13:30
∣
15:20
教室 5412

3/4/2013 1:37:56 PM

孟欣達
9
法三 B

1. 組員皆可挑選 英文雜誌上喜歡的 音
樂、電影的相關文章，希望藉以有趣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的主題學習英文單字和表達方法。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每週聚會藉由英文歌曲練習聽力，增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多
加小組學習的趣味性。
益學習角」小組長。
3. 補充日常生活英語或俚語的學習；互
3. 通過全民英檢。
相練習生活會，提升口說能力。
4. 攝影社社員。
4. 欣賞影片或 TED 短片的方式練習聽
力，交流英文自學方法。
學習興趣：對語言學習很感興趣特
5. 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內容將依組員需求
別是英文；喜歡透過閱讀英語故事
或程度做適當調整，希望能和組員在
書、雜誌以及看英文影片等方式來
歡樂氣氛下一起自學英文。
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各類英文雜誌和英文電影、影集
1. 每週會介紹兩首流行音樂，瞭解其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手背景、音樂意境、曲風等。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每週會將歌詞挖空作為小測驗，以瞭
2. 曾擔任第 19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
解學習狀況。
文學習角」小組長。
3. 利用影集從中學習佳句、單字，提升
3. 曾擔任第 20 期外語自學小組「享
英文能力，並寫出感想。
你，響你」小組長。
4. 每週選一篇有趣主題文章，以增強閱
4.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
讀能力。
音美黛誌」小組長。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學習興趣：看電影、聽音樂、旅行
常春藤、空英等雜誌、英文相關參考用
學英文
書、電影 DVD
1. 加強組員聽力、口說、閱讀能力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2. 組員輪流上台分享當週的英文新聞或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CNN 雜誌內的新聞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生
3. 主要以 CNN 雜誌 CD 和 TED 網站，
活英語一把罩」小組長。
訓練大家聽力
3. 參加國際志工社團活動、到過美
4. 以歐美(vampire diaries/House, M.D.)
國及日本自助旅行。
電影及影集訓練大家口說能力
學習興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看電影、聽音樂、自助旅行
CNN 雜誌、電影影集、有聲書
1. TOEIC 聽力練習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2. TED 網站聽力練習、討論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3. CNN 雜誌聽力、討論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為
我們的學習內容以聽力訓練為主，小組聚
愛英文朗讀」小組長。
會有 2 節課的時間，第一節課會有 toeic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
聽力模擬測驗，第 2 節課會要求組員輪流
4. 參加過攝影社團活動 。
分享 TED 或 CNN 或其他來源的演講、
文章，並練習朗讀加強口說的流暢度。
學習興趣：瑜伽、慢跑、西洋音樂、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華語音樂、電影、閱讀
CNN 雜誌、朗文 TOEIC 聽力模擬測驗、
6

星期二
學英文，好自在！
Having fun in
English

15:30
∣
17:20

9

程度不限
教室 5317

星期三
「多益」搜查線
程度不限，目標具
有想提高 TOEIC 成
績的熱忱及毅力

13：30
∣
15：30

9

教室 5311

星期三
英文就愛瘋電癮
程度不限

13：30
∣
15：30

9

教室 5312

翻滾吧~英文 Part
II
Everybody get Rock
Part II
程度不限

星期三
15:30
∣
17:20

9

教室 5312

星期三
哈拉電影通
程度不限

15:30
∣
17:20
教室 5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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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金牌 TOEIC 聽力模擬測驗
1. 以英文雜誌訓練聽力及閱讀，並利用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小組討論方式組織文意及增進口說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能力。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情
何佩璇
2. 利用外語自學室的多益測驗教材，練
境英語輕鬆學」小組長。
習作答多益，以增進英文能力及熟悉 3. 曾擔任過會計系辯論隊隊長。
會四 B
題型，為考多益作準備。
4. 曾擔任過正言社總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互動雜誌、多 5. 曾擔任高中辯論社指導老師。
益測驗教材等
學習興趣：烘焙、瑜珈、自助旅行
1. 以 TOEIC 780 分以上為主要自學目
標。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2. 聽力部分除了 TOEIC 試題外，也會以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CNN 或 BBC 作為教材進一步培養組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
員的聽力技巧跟熟練度。
小組長。
3. 閱讀部分，以 TOEIC 試題為主要練習 3.
曾擔任 100-101 學年度英文補
項目，另於每週或每兩週補充相關重
救教學助理。
王冠文
要的雜誌文章(空英或 Advanced)作為 4.
通 過 GEPT 中 高 級 初 試 、
貿三 B
閱讀延伸教材，養成組員的閱讀習慣。
TOEIC 880 分(聽力滿分)。
4. 配合 TOEIC 口說測驗的部分，會在聚 學習興趣：看影集，聽英文歌，增
會上讓組員交 流當週時事文章的 意 加自己英文的 sense，更喜歡透過跟
見，順便提升組員的英文表達能力。 朋友用英文聊天增進自己的語表能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 TOEIC 測驗 力，希望自己有一天遇到老外能對
教材；CNN、空英、Advanced、BBC 等 談自如~!!!
雜誌資源
學習語言最開心也最沒有壓力的就是從
自己喜歡的地方著手，本小組將會透過播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放與討論時下流行電影以及電影相關網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路影片，與組員一同用最生活的方式學習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基
王朝頡 英文，希望喜歡看電影的同學們可以一同
礎日語一起來」小組長
參與。詳細內容如下
3. 通過 TOEIC 860 分
貿三 B 1. 以全英文字幕觀賞電影
4. 參加過國貿系學會、加拿大&澳
2. 電影中的用語與生字
洲短期遊學
3. 欣賞後討論影評內容與自己想法
學習興趣：熱門電影、網路短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自學教室的電影&影集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1. 如何善用外語自學室的資源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搖滾音樂史 (1950’s~90’s)
2.
曾擔任第 19 期外語自學小組「揪
3. 搖 滾 名 人 堂 (The Beatles 、 Elvis
團報多益」小組長。
Presley、Michael Jackson...etc)
4. 樂風介紹 (Blues、 Gospel、 Soul、 3. 曾擔任第 20 期外語自學小組
謝兆毅
「多益一起 GO」小組長。
Funk...etc)
5. 歌曲進行分析 ( Blues 12 Bars、流行 4.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
財精四 C
歌曲的進行分析)
「翻滾吧~英文」小組長。
6. 音樂三要素(節奏、旋律、合聲)
5. 曾擔任第 30 屆蘇州吉他社副社
7. Groove & Rhythm (8beat / 16 Beat)
長。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學習興趣：吉他、聽音樂、研究搖
常 春 藤 、 空 中 英 語 教 室 、 Back to the 滾音樂史
future、Walk the line……等
看電影是生活中的享受，每週一部電影，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從電影中學習英語輕鬆又開心。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1. 藉由電影前的導讀加強英文閱讀的能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
力。
「『俏媽上路』學英文」小組長
黃麗瑾
2. 由電影欣賞增進英文聽力的訓練。
3.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
法三 B 3. 看完電影後的 心得分享培養寫的 能 4. 參加過法律系羽球隊、法律服務
力，並讓口語表達更加流利。
社；伊甸海外志工服務遊學團。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學習興趣：喜歡透過耳朵聽、嘴巴
影集、電影、線上資源
唸和反覆閱讀的方法學習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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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思辯之旅
We think
程度不限

15:30
∣
17:20

劉珞亦
9
法三 C

教室 5317

星期四
英文漫遊無國界
程度不限

10:10
∣
12:00

黃于芬
9
貿三 B

教室 5311

星期四
秀英文 So easy !
積極想練習英文口
語的組員

13:30
∣
15:20

王宏育
9
企三 B

游藝廣場
二樓

新聞多益一起 GO!!!
Talk about news!!

星期四

15:30
程度不限
∣
(須具學習熱忱，不得
17:20
中途退出，只要堅持
10 次，英文一定會進 教室 5412
步)
3/4/2013 1:37:56 PM

沈婷勻
9
法三 B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1. 看影片，寫心得，做口頭報告，訓練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英文口說能力。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
2. 對 於 有 爭 議 性 的 問 題 提 出 自 己 看
「英文穿越劇」小組長。
法，訓練文章重點摘要能力。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3. 訓練邏輯思考能力。
4. 參加過辯論社，系羽等社團活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動。
影片、雜誌
學習興趣：看書，運動，喝酒，聊
天，認識朋友
1. 跨出與外國人講話的第一步：小組長
與組員彼此分享說英文的經驗，並透
過與組員互動式的學習，輕鬆、簡單、
沒有比較、沒有尷尬的練習基本英文
會話對談。希望在這學期能讓所有組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員不需要有高深的英文底子，但擁有 2. 參加第 21 期「英文用心『聽』，
輕鬆與外國人對話的能力。
放膽『說』」小組組員。
2. 善用網路資源來增強英文實力：每次 3. 參加過吉他社、系羽等社團活
上網就只有 Facebook 嗎？常常上網
動。
上到不知道要看甚麼了嗎？其實利用
坐在電腦前面的時間，也可以增強英 學習興趣：看各種雜誌、小說、電
文實力！網路 無國界，資訊應有 盡 影，聽音樂，逛外國網站、與外國
有，跟我們一起用外國網站練閱讀， 人直接對話，善用生活中學習英語
用 Youtube 練聽力吧！搭配小組的口 的機會。
說討論練習，你將會輕鬆又無形的累
積自己的英文功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線上資源，相關雜誌內容等
本組針對「輕鬆開口說英文」為主，以自
然、無壓力的互動方式來進行。為了提高
學習興趣，會在第一週票選自己喜愛的討
論主題，讓組員有機會當該週的活動主持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人，以愉快的心情與做主題討論。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第一步是建立信心：聚會開始會以兩個生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
活化的問答來熱身(warm-up chitchat)，
「生活會話 ABC 」小組長。
組員分別陳述自己的意見，逐漸對口說建 3. 參加托福考試。
立信心。
4. 參加過吉他、系排、社團活動。
第二步是模仿：再來以一篇新聞文章作慢 5. 2012 暑假參加美國旅遊打工計
速的跟讀(shadowing)，模仿播報者的美
畫。
式腔調，來熟練自己的英文語調。
6. 目前擔任心理諮商中心志工。
第三步是主動開口：最後則是文章討論，
會事先發給組員，讓每位組員參與分工、 學習興趣：與外國朋友交流，喜愛
練習重點摘要、講解段落，類似 advanced 學習不同的文化。平時空閒會找同
學練英文對話，也嘗試跟外國朋友
雜誌進行方式來學習英文。
活動進行方式儘量以全英文進行，會依全 以英文打字對話，無形中都會累積
組適應程度來加以調整，目標秀英文 So 自己的英文實力，多練習就會進步。
easy !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CNN, Advanced, 電影, 托福考試用書,
Friends 影集
1. 主要加強組員 「聽力與口語表達 能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力」，並兼顧閱讀能力。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組員每週輪流 上台分享介紹英語 新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新
聞，以「強化聽力、口說、台風」
，激
聞!多『多益』善!!」小組長。
發組員主動接觸國際英語時事。
3. 通過多益英文檢定。
3. 每週固定練習多益試題，加強訓練並 4. 參加過國際標準舞社活動。
提升組員聽力與閱讀程度。
5. 法律扶助基金會志工。
4. 以「趣味無成績壓力」之方式學習英 6. 時代盃國際標準舞比賽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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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一讀就會!
To be Advanced!

星期五

13:30
程度中等
∣
(有學習熱忱並請勿
15:20
中途退出，堅持 10
次的聚會，英文一定 教室 5314
會進步)

涂頴君
9
法五 A

星期五
多益起步走！
初-中級

13:30
∣
15:20

趙正雯
9
企延 B

教室 5311

文，無制式化，組員亦可分享學習方
員。
法，使學習更活潑有彈性!!
7. 東園國小聯課活動助理教師。
5. 自學小組將有「FB 自學週記」，作為 8. 高中英文家教班導師。
組員交流平台 ，希望大家「互相 鼓 學習興趣：閱讀書籍、看電影、雜
勵」
，交換學習方法、心得，或推薦英 誌、英語新聞、聽外文音樂學習英
文好書、好歌，一同進步!!
文，希望有英語學習熱忱者一同努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力
雜誌(CNN、BIZ)、測驗教材(TOEIC) 、
影集、線上資源等
1. 利 用 空 中 英 語 雜 誌 「 彭 蒙 惠 」
(Advanced)作為本組精進英文閱讀的
教材，彭蒙惠英文雜誌具有難度，且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主題多元，分為難、中、易，每次活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動閱讀一篇，會依組員程度選擇適當 2. 曾擔任第 15 期至 21 期外語自學
文章來進行。
小組長，領導「英文"in"起來!」
、
2. 每次活動皆有文法講解與翻譯練習，
「英文讀寫升級版」
、
「即興英對
藉由翻譯與實地操作，可以找出自己
話」、
「讀進多益」
、「時來運轉，
在文法與寫作上的缺陷，利用遊戲方
『文』來『法』轉!」
、
「CSI(NY)
式來檢測自學成果，並依照比賽結果
關鍵報告」
、
「讀『音』樂，玩『英』
給予獎勵。
樂」等英文自學小組。
3. 利用小組之 FB 網路平台讓組員練習 學習興趣：學習英文與閱讀息息相
英文寫作，彼此交流提供英文自學相 關，也可以說是基本。從閱讀英文
關資源及方法。
文章中可以瞭解外國文化的特性與
4. 歡迎想接觸英文，提升英文程度的同 思想，並且將英文學習好，而閱讀
學加入！
雜 誌 可 以 得知 外 國 的第 一手 消 息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外，也可從中學習英文，這些非常
空中英語雜誌 Advanced、英文文法相關 有趣且吸引人。
教材、翻譯寫作相關教材、BBC 新聞教
材書
1. 曾參加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多
1. 進行多益題目測驗練習，組員互相討
益學習角」組員。
論學習。
2. 曾擔任伊甸(微客)海外志工服務
2. 每週提供多益易考單字，利用小組聚
團。
會測驗，增加組員單字量。
3. 到過英國及日本自助旅行。
3. 利用英文互動雜誌的文章，加強口說
4. 曾擔任益智遊戲社活動長、生涯
及閱讀能力。
發展中心志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學習興趣：
多益教材、空中英語教室、長春藤等雜誌
看電影、聽音樂、自助旅行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星期三
說說唱唱學日文
PART II
會 50 音即可

15:30
∣
17:20
教室 5311

3/4/2013 1:37:5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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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說
想要熟悉日文單字，但卻不知該如何下手
說唱唱學日文」小組長。
嗎？歡迎您來參加這個自學小組！本組
3. 參加過東吳大學法治播種服務
陳重仁 是以熟悉日常用語為目標，透過反覆聆聽
隊(第 39 屆前山兒童法治冬令、
樂曲來熟悉歌詞中的常用單字。同時兼具
第 40 屆佳冬兒童法治夏令營、
法三 C 學習與休閒，適合喜愛音樂、熱愛日文的
第 41 屆新豐兒童法治冬令營、
同學們一同報名！
第 42 屆介壽兒童法治夏令營)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相關日文雜誌
4. 曾任高中校內合唱團副社長及
指揮。
學習興趣：音樂、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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