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教學中心第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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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溪外語自學小組報名辦法：請親至雙溪外語自學室（戴蓀堂 G103 室）報名登記，2013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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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這裡參考雙溪各組自學企劃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歷

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Help Group


跟著單字學習趣
（初、中級）

每週一
15:30
∣
17:10

8

李冠函
中延 B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All+互動雜誌、英文寫作
12 大關鍵技巧(CDER061.SB)、英語關鍵力-關鍵
字彙篇(CDER070.SB)、英語關鍵力-關鍵數字篇
(CDER071.SB)、21 世紀情境式英語圖解字典
(CDEL076.SB)

G202

聽力口說自學小組
Make English
Possible!

每週二
10:20
∣
12:00

（初-中級）

G202

1/3/2014 3:35:25 PM

以單字聯想學習為主，而學習方向偏生活
1.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化；聽力測驗、短對話寫作以及分組競賽 長，領導第 21 期「悅聽閱生活」及第
為輔，以提高同學的自我評比及學習樂趣。 22 期「用心聽，放膽說」等自學小組。

每週都會有十五分鐘的 Free Talk，循序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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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增強同學對於英文口說的信心。
每次聚會必須完成課堂學習單，並自我要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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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記錄學習表。

8

李佳晏
社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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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定時翻閱雜誌學習生活化文章。

聽一聽：藉由喜愛的英文歌曲填空和英文電影猜 1.
一猜的活動來加強英文聽力，並同時學習單字、 2.
文法和片語。
3.
看一看：透過每周英文雜誌不同主題的會話單
4.
元，培養閱讀英文的習慣。
說一說：在課程中的單字小遊戲和情境會話當中
兩兩進行對話練習，加強英文記憶能力並勇敢開
口說英文。

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東吳英
檢通過。
曾擔任兒童英語補習班助教。
曾擔任 98 社會之夜的服務員、
2011 國際花卉博覽會志工。
學習興趣：平常會藉由聆聽
ICRT、喜愛的英文歌曲和欣賞電
影及影集（例如歌舞青春系列），
加強自己的英文聽力。喜歡閱讀英
文雜誌，培養自己閱讀英文的習慣
1

並增加單字片語量。喜歡多方面嘗
試學習英文，針對自己有興趣的英
文議題去學習，保持對英文的學習
熱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雜誌(ALL+互動英
語、LiveABC、EZ Talk)、英文相關書籍、DVD

學英文趣
（中級）

每週二
12:10
∣
13:20

12 張郁文
英延 B

G402

★培養自學的習慣，是身為大學生一項不可或缺
的能力。若你想要學習英文，卻不知道要用甚麼
方法，歡迎來報名「學英文趣」找到自己心目中
最理想的自學方法！！讓我們一同享受英文，培
養對英文的興趣吧
☆活動內容：
英文 Fun 了沒？
【聽】每週小組長會利用英文歌曲、影集或影
片，以輕鬆有趣的方式練習英文聽力。
英文挖挖哇！！！！
【說】每位小組員選自己喜歡的主題，發揮創意 1. 多益 830 分
2. 曾任 98 英文之夜美宣組組員、英文
用各種方式上台口頭報告，並依照主題設計相關 系 99 迎新宿營服務組組員、英文系系
問題來做討論，不但訓練口語表達能力，更可以 學會體育部副部長、英文系第 39 屆運
藉由延伸討論對此主題印象深刻，因而產生興 動大會場務長、英文系第 25 屆普雷盃
戲劇大賽總召、東吳大學 2013 寒假菲
趣！
【讀】每週選定一篇文章閱讀，設計學習單增加 律賓 Olango 國際志工服務隊教育閱讀
組組長、現為第四屆國際志工社副社
字彙量、片語和文法練習，不只是輕鬆學習英文 長。
還可以增加英文能力！
3. 目前擔任高中英文補習班老師。
4. 學習興趣：看電影和影集、英語雜

*前兩周小組長會做示範，不用害怕不知道該如 誌、翻譯文學、英文歌曲。
何起步唷！
*每次小組聚會會提前預告問題，讓大家來小組
前都能準備且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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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 2. 電 影 : 血 鑽 石 (DVD84902 、
DVD84902.MB) 、 斷 背 山 (DVD85102 、
DVD85102.MB) 3.影集：Friends、辛普森家庭

托福攏免驚
TOEFL! Victory!

星期二
15:30
∣
17:20

8

簡瑜瑩
日四 C

（中高級）
G202

聽說能力
Go! Go! Go!

星期三
10:10
∣
12:00

（全民英檢中級）
G202
1/3/2014 3:35:25 PM

1.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通過、日檢2
級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
長，領導第21期「Happy Talk」以及
第22期「Read Up! Speak Up!」自學
透過有效的自學方法。去幫助自己建立考托福 小組。
IBT 的能力。利用線上教材以及《高分托福》教 3. 102 學年第二學期雙溪外語自學
室講座-「我的英語口說家教：用
材幫助各位學習以及做模擬測驗。同時也會要求 《Advanced 彭蒙惠英語》練好英語
組長以及組員在回家要有自學的習慣以及做足 口說」主講人。
功課。以便在課堂上可以和同學做分享與討論。 4. 2013年至公視實習，更生人報導與
採訪。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高分托福閱讀、聽力、口 5. 擔任2010年全球地理奧林匹亞匈
牙利隊接待員。
說、寫作/advanced、TOEFL-iBT
6. 2008年交換學生至澳洲三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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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榮獲最佳女主角。
8. 參加兩屆高中文化交流，接待加
拿大及日本交換生。
9. 學習興趣：喜歡英文。

1.

8

陳怡欣
日二 B

2.
3.
4.

每周簡報一個主題的英文雜誌，拓展學習視
野。
朗讀文章，矯正發音。
每周一首英文歌曲的聽力。
英文即時問答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式英文雜誌
中英語教室、ALL+、常春藤……等

EX: 空

1.
2.
3.
4.
5.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曾參加英語朗讀、演講和作文比
賽。
擔任 2012 年東吳國際超馬貴賓接
待志工。
高中參加英語話劇演出。
學習興趣：1. 喜歡聽各式英文歌
曲，增加英語聽力。 2. 喜歡看影
集和電影，學習時下流行語句。 3.
2

喜歡練習聽力，學習朗讀的技巧和
發音。 4. 定期翻閱英文各式文
章。

推理行不行
（中級）

星期四
10:20
∣
12:00

9

錢承楨
中三 C

主要運用推理類有聲書，搭配 CSI 影集一同學 1.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習：
長，領導第 21 期「歡樂合唱團」及第
讀→透過推理類之有聲書教材練習，期望有助於 22 期「英文花路米」等自學小組。
2. 曾任 100 中文之夜服務員、101 中文
提升組員的閱讀速度與理解力。
聽→使用有聲書 CD 與 CSI 影集，認識不同口 之夜活動長。
3. 學習興趣：
音，學習聽力技巧。
(1) 喜歡看美國影集、電影，藉此練習
說→藉由閱讀文章、回答問題及分享心得等活 發音及語調。
動，練習開口說英文，同時矯正發音和語調。 (2) 常聽英文歌曲，以增進聽力與字彙

G202

之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有聲書、CSI 影集第 1-2 (3) 利用課餘時間至自學室，翻閱雜誌
及做線上測驗等。
季、雜誌等

聽故事說話
（初級）

每週四
12:10
∣
13:20

8

林靖珊
英二 A

藉由 Penguin Readers Level 1&2 的有聲書（以人
物為主題）挖空來訓練聽力，並且藉由拋問題和 1.
遊戲來鼓勵同學開口說。
2.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Penguin Readers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中高級初試通
過。
學習興趣：看歐美影集、聽英文歌
曲。

G202

電影齊步 GO
（初級）

星期四
15:35
∣
17:15

8

許詩婕
中碩一

G202

1. 東吳英檢通過。
2.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此次小組以「賞析英語電影」為主軸，藉由電影
長，領導第 19 期「Have Fun」
、第 20
來增進大家對於英文學習的興趣與小方法，而當 期「閱讀大作戰」、第 21 期「英文歡
中會有適當的「聽力」
、
「寫作」
、
「閱讀」練習， 樂行」及第 22 期「多益 Try and Go」
等自學小組。
平衡學習。以下為三大學習重點：
3. 曾任 98 中文之夜服務員、99 中文迎
1. 利用電影的觀賞，來製作電影學習單。
2. 透過電影裡某一內容，來延伸出相關的每週 新營宿小隊輔。
4. 學習興趣：
主題，並製作學習單與大家分享。
(1) 在日常生活中，會利用英文歌曲
3. 安排組員們上台分享心得、發表，並期許能
來練習聽力技巧，並且以線上英
循序漸進地改以英文發言為主。
檢測驗來檢驗成果。
(2) 尋找自己喜歡看的影集、電影，
來學習發音、語調，以及單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電影 DVD 與學習講
文法，例如：Friends 影集、CSI
義、英語各類教材，如雜誌、有聲書、教科書等
影集、達文西密碼等電影。
之教材。
(3) 培養主動學習英文的態度，喜歡
輕鬆而不隨便的心態。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1.

每週一
12:10
∣
（初級，歡迎沒有學 13:20
過日文者參加）
G202
遊戲學日文

每週二
13:30
日文 GO 了沒
∣
（中級，N3 以上） 15:20
G202

1/3/2014 3:35:25 PM

徐愛婷
10
日二 B

8

余雅琪
日四 C

2.
3.
4.
5.

在各個不同單元中以小遊戲來增進組員學
習興趣。
每週由組員輪流發表五十音及假名。
設定情境來練習日文簡易口說。
每週由組員 輪流發 表一項 感興趣的日 本
人、事、物。
利用之前學過的簡易單字做日英單字翻譯
以達成日英並進的效果。

1.
2.
3.
4.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高中曾接待過日本來台交流學生。
曾到日本自助旅行兩次。
學習興趣：大量觀賞全日文節目，
聽日文歌，閱讀日文網路新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檢 N5 單字集、日語書
籍
1. 組員需自發性強。
2. 為增強小組員的口語能力，採輪流發表方
式，各組組員介紹自己喜歡的動漫或日劇，藉由 1. 日檢 N2 通過。
2. 高中時曾擔任接待員，接待日本女高
聽寫其中的一段內容來增強聽力，並製作填空學 中生，帶她們瀏覽校園、進行康樂活
習單讓小組成員做聽力練習。
動。
3. 以練習唸台詞的方式增強口說能力、矯正發 3. 曾擔任 JTB 旅行社的一日小導遊，
帶日本高中生遊台北。
音。
4.藉由小遊戲來激發小組員的聯想力，增加日文 4. 學習興趣：
- 看動畫增進日文聽力。
單字字彙量。
- 喜歡聽日文歌曲來學日文，增加單字
5.每週輪流指派一位記錄者，紀錄當天學習到的 量。
重點，好讓組員們能隨時複習內容。

3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語 DVD

超級配音員
(N2 以上)

每週三
12:05
∣
13:25

8

周佳蓉
日延 B

8

林佩青
日四 C

G402

聽說日語好好玩
(N2~N2 以上)

每週三
13:30
∣
15:10
G402

1. 日檢 N2 通過。
2.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外 語 自 學 小 組
1. 每週組員需用日文分享一部日劇或日本電 長，領導第 16 期「閱讀與分享 Reading
And Sharing」英語自學小組、第 17
影，接著全組一起觀看精選段落並聽寫，反覆聆 期「聽聽日語說什麼」、第 18 期「日
聽練習台詞，最後組員們一起演出。
系娛樂出版社」、第 19 期「日檢 N2
2. 促使組員能夠利用自學室日文影片練習聽、 衝刺班」、第 20 期「主題式日語會
說能力，以增加日文單字量，提升口說流暢度及 話」、第 21 期「玩遊戲學日語」以及
第 22 期「大家一起說日語」等自學
日文聽力能力。
小組。
3. 2013 YMCA Chimikkepu Camp 國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 DVD
志工。
4. 學習興趣：透過英日影片、歌曲、新
聞來學習英日文。
1. 日檢(JLPT) N1 通過。
❶培養日語語感。
2. 全民英檢(GEPT)中級通過。
❷以不同的雜誌主題訓練日文聽力及口說。
3. TOEIC 675 分。
4. 2013 年 曾 參加 全 國日 語配 音 比
❸建立語料庫，擴增單字量。
賽、漢字拼音比賽。
❹訓練用日文發表演練的能力。
5. 2013 年日本自助旅行經驗(關東、
關西地方)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6. 2010 年赴京都造型藝術大學遊學。
❶地球村生活日語雜誌
7. 廣三 SOGO 日本美食物產展連續
❷毎日の聞き取り（聽力教材）
兩年寒假工作經驗。
❸Shadowing 日本語を話そう（聽力口說教材）8. 學習興趣：喜歡看日劇學日文、看
英日文雜誌、研讀日本旅遊相關書
❹日文電影/日劇/動畫
籍。

德語自學小組 German Self-Help Group
1.

德語跟我這樣說
(A1~A2)

每週三
12:10
∣
13:25

2.

8

柯柔伊
德文二

3.

情境式對話：我們可以利用角色扮演，既有
趣又生活化，也可以達到練習口說的效果。 1.
運用外語自學室的童話有聲書或歌曲練習
聽力。
2.
單字分享：上一週抽單字數(3~5 個單字)於
下週介紹用法，且採取單元式，讓內容更生
活化。

G202

曾赴德自助旅行一個月：在德國
Marburg 當國際志工，並上兩星期
的語言課程。
學習興趣：聽德文歌曲,欣賞德國
電影,研究歐洲好玩有趣的景點和
文化喜歡閱讀,和語言學習,目前學
習的語言有:英文德文,日文,
西班牙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童話有聲書

每週三
12:05
蔡佳靜
∣
A2 (強烈推薦已學習
10
德文四
德文半年至一年以 13:20
上的同學加入)
G202-1
趣讀德語故事

每週三
13:40
∣
15:20
(A2~B1，需具備基礎
德語能力)
G202

•
•
•

德文輕鬆讀
讀「德」很有趣

1/3/2014 3:35:25 PM

1. 擔 任 語 言 教 學 中 心 德 語 自 學 小 組
長，領導第 19 期「歡唱學德文」
、第
、第 21 期「聽
近程目標：透過素材培養德文聽力，並讓組員學 20 期「讀『德』好文章」
習／複習單字、文法，如聽記，或寫造句、摘要、 德語故事，放輕鬆」及第 22 期「這
樣學德文，不困難」等自學小組。
心得。
2. 102 學年第一學期及 101 學年第一學
遠程目標：藉由素材中的圖片、故事及《實用德 期雙溪外語自學室講座-「認識外語自
語》一書，培養德文口說能力，如跟讀、摘要或 學室」主講人。
3. 101 學年第二學期雙溪外語自學室講
心得及一般生活會話。
終極目標：培養同學自主學習能力，如：自評。 座-「英語聽讀學習策略經驗分享會」
主講人。
4. 學習興趣：平時喜歡藉由德語電影、
使用外 語自 學室 資源 ：德語 有聲 書
音樂或者有趣的故事（有聲書)學習外
(CDG114-364)、德語音樂(CDG20-72)、實用德 文單字、經典句型及生活用語。歡迎
語(VCDG00105.SB)
有興趣的同學一同加入我的行列，讓
我們一起輕鬆聽德語故事∕音樂練聽
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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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弈萱
德文四

讀：德文有聲書、網路新聞、課本文章
聽：有聲書、德文流行歌曲
說：有聲書心得和大意、有聲書帶讀、
餐旅德文對話
以三週為一期，有聲書為主軸。兩週為有聲書的 1.
導讀；第三週為德語網路新聞或是生活化的德文 2.
文章。本小組像是一個小型的讀書會，透過同儕 3.
的互動，養成每週閱讀的習慣。除了讀之外，每
位組員還有機會上台導讀文章；用德文報告文章
的大意和自己的想法，間接練習德檢的口說能
力，並培養自信心。除此之外，十月時還會導讀
慕尼黑啤酒節的文章；聖誕節時則會導讀有關聖

已學習德文 6 年
通過 B1 德語檢定，全民英檢中級
複試，多益 815 分。
學習興趣：喜歡藉由音樂、電影、
影片及書籍來學習外文。

4

誕節的文章。除上述所說，本小組還會有餐旅德
文的對話和課程。想知道在餐廳怎麼點餐？如何
訂房？想要抱怨旅館服務，卻不知道如何開口？
想知道房間內的物品怎麼說嗎？想知道德國的
香料或咖啡嗎？那就快來加入德文輕鬆讀，讀
「德」很有趣！本小組還會介紹德國最 IN 的流
行歌曲喔！！！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有聲書
- Hannas Tagebuch <CDG212. SB>
- Das Haus an den Klippen <CDG143. SB>
- Veronikas Geheimnis <CDG144. SB>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CDG219. SB>
課本文章：Themen aktuell 3 <CDG05003. SB>
餐旅德文：實用德文 <VCDG00105. SB>

法語自學小組 French Self-Help Group
每週二
10:15
∣
（無程度限制，歡迎 11:55
有興趣者參加）
G402
初遇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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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廷
中三 C

想學全世界最浪漫的語言嗎？本組從 0 開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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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文，一開始學發音，最後學會寫信。透過團體 以及第 22 期「『簡』單『愛』英文
不斷重複練習，100 分鐘內熟記當日課程，保證 自學小組」。
回家時就能溜法文。輕量學習，重量實用。想利 2. 東吳英檢通過
用空堂輕鬆增加一種外文能力，報名就對了！ 3. 暑假參加法文密集班，在外籍老師千
變萬化的上課方式下，對自學法文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Amical 1、initial 1 法語 許多心得。
4. 學習興趣：喜歡發明自己樂在其中的
智慧課程、Café Crème 1、法文音樂 CD
學習方法；喜歡從生活中接觸法文。

城中外語自學小組報名辦法：請親至城中外語自學室（5316 室）報名登記，2013 年

9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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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目標提高多益聽力分數，訓練聽懂各種
不同口音的英語腔調!透過電影讓組員
接觸不同國家的英文發音，熟悉英國、
美國、澳洲等腔調。
2. 事先設計學習單其內容包括單字、活用
生活對話，日常片語等。
3. 整個小組聚會期盼能以全英語進行，以
訓練組員口說能力，不管會不會，就是
要放膽用力說。
4. 期盼在一學期的自學小組活動後，組員
能夠輕易聽懂不同口音的英語。

1. 通過 多益 980 分(聽力滿分) 以及全
民英檢中高級。
2. 參加過國貿系系學會、AIESEC 國
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專案管理部門
以及外部關係管理部門)
3. 上海、紐西蘭以及澳洲短期遊學、新
加坡自助旅行、土耳其(國際志工+
自助旅行)

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Help Group

星期一

多益聽力
異國腔調通!
程度不限

董馥瑄

15:30
∣

9
貿三 B

17:20

教室：5317

星期二

英語自學 Online
程度不限

1/3/2014 3:35:25 PM

黃于芬
15:30
∣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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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四Ｂ

學習興趣：電影、ICRT、以及有機會就
多認識外國朋友，講英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外語自學教室的電影&影集
1. 跨出與外國人講話的第一步：小組長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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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讀團隊成員
比較、沒有尷尬的練習基本英文會話對
2. 參加第 21 期「英文用心『聽』，放
談。希望在這學期能讓所有組員不需要
膽『說』
」小組組員
有高深的英文底子，但擁有輕鬆與外國
人對話的能力。
3. 曾擔任第 22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
2. 善用網路資源來增強英文實力：網路無
漫遊無國界」小組長
國界，資訊應有盡有，跟我們一起用外
5

國網站練閱讀，用 Youtube 練聽力吧！
這學期小組著重於組員的興趣，進而搭
配自學教材內容，而透過小組的口說討
論練習，你將會輕鬆又無形的累積自己
的英文功力！
3. 小組長和組員形成一個良好的學習成
長夥伴：自學小組顧名思義為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自發性的學習，期許在這學
期的小組活動中，能夠讓每位組員不僅
擁有學習的成就感，更有與朋友一起進
步的滿足感！

教室：5411

4.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5. 多益 945 分(聽力滿分)
6. 參加過吉他社、系羽等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看各種雜誌、小說、電影，
聽音樂，逛外國網站、與外國人直接對
話，善用生活中學習英語的機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線上資源，相關英文互動雜誌等。
1.

星期三

異國文化之探索
王宏育

10:10

中等，需要全程參
與，歡迎具有恆心
毅力者加入

∣

9
企四 B

12:00

21 世紀不可缺乏的指標能力為國際觀，多
數學生雖為身在資源最豐富的台北城，但
卻少透過英文接觸其它異國文化。本小組
提倡的是如何善用觸手可及的資源，希望
經過這一學期的自學活動，大家能夠更熟
悉日常生活會話及養成閱讀英文雜誌、使
用線上資源的習慣，進而達成與異國文化
進行交流，甚至是參與世界公民島計劃的
長程目標。機會是給有準備的人，歡迎有
與趣主動積極創造自己人生的同學一同參
加。

2.

3.
4.
5.
6.
7.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
曾擔任第 21 期外語自學小組「生
活會話 ABC 」小組長、第 22 期
外語自學小組「秀英文， So Easy!」
小組長
參與托福，多益英文檢定
參與 2012 暑期美國旅遊打工計劃
參加過系排、吉他社等社團活動
去馬來西亞、美國自助旅行。
參與東吳夢想家計劃，曾到花蓮鳳
林鎮舉辦:
「Spotlight sparkles your eyes 主
題式英文營」

學習興趣：藉由學習英語與異國友人作

教室：5412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語言交換、拓展國際觀及文化交流等目
CNN,Advanced 彭 蒙 惠 雜 誌 ,Friends 影 的。另外，也喜歡自助旅行和各國的背
包客交換不同的文化背景及旅行故
集,Cambridge Idioms 等資源
事，並將這些片段分享在個人部落格
上。

環遊世界 80 天!
Let’s travel!

星期三

曾莨恩

13:30

程度不限，但要有
恆心毅力、不放棄

∣

9
法四 B

15:20

自學、目標堅持
10 次全勤
教室：5317

星期三

「多益」聽了沒

孟欣達
13:30

有意願報考

∣

TOEIC 者

15:20

9
法四 B

以輕鬆有趣的方式，帶著愉快的心情，藉
由瞭解各國的文化，和組員一同培養聽說
讀寫的英文能力，為自己安排一趟異國之
旅而充電吧！
1. 每周接觸英文，累積英文能力，以固定
閱讀各國風情的文章，彼此討論，培養
閱讀的習慣。
2. 藉由觀看英文世界旅行節目，訓練英文
聽力能力，並觀賞各地有趣的旅遊景
點。
3. 上台分享有趣的旅行的經驗或欲前往
的旅行地點，當個小導遊帶領大家一起
暢遊世界。
4. 介紹有趣、生活化且實用的旅行主題英
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各類雜誌（CNN、常春藤…）、英文相關
教材、電影或影集
1. toeic 聽力練習
2. TED 網站聽力練習練、討論
我們的學習內容以聽訓練為主，小組聚會
有 2 節課的時間，第一節課會有 toeic 聽力
模擬測驗，第 2 節課會要求組員輪流分享
TED 或其他來源的演講，文章，並練習朗
讀加強口說的流暢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CNN 雜誌

1/3/2014 3:35:25 PM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2. 參加過高屏校友會社團&返鄉服務
隊
3. 參加過世界展望會校園總子志工
學習興趣：閱讀、看電影、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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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期外語自學小組「傾聽
TOEIC」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
4. 參加過攝影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瑜伽 慢跑 西洋音樂 華語
音樂 電影 閱讀

6

教室：5312

星期三

英文閱讀樂趣多

∣

初-中級

廖昱豪

13:30
9

法四 C

15:20

星期三

程度不限

劉珞亦

15:30
∣

9
法四 C

17:20

各種程度皆歡迎

葛忠洋

10:10
9

會四 B

12:00

教室：5311

重「聽」輕「說」
生活英語
Listen to English!
程度不限，請務必
每次出席。

熱線「多益」!!!

星期四

趙靖萱

13:30
∣

9
法三Ｂ

15:20

教室：5317

星期四

沈婷勻
9

程度不限
1/3/2014 3:35:25 PM

15:30

學習興趣：閱讀,電影欣賞

電影以及英文互動雜誌

學習興趣：看書，運動，喝酒，聊天，
認識朋友。

星期四

∣

2.
3.
4.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文檢定
參加過高中英語話劇比賽
高屏小太陽志工服務社團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除了看電影訓練聽力，也讓我們好好思 2. 曾擔任外語自學小組第 21 期「英文
穿越劇」
、第 22 期「思辯之旅」小
考，彼此討論不同的論點，重新思考不一
組長
樣層面角度，並且練習用英文報告分享。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4. 參加過辯論社，系羽等社團活動，歐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洲自助旅行

教室：5317

英文影集通!
Let’s series

1.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空中英語教室,長春藤等英文雜誌
外語自學室影片

教室：5311

異想世界

2.朗文 TOEIC 聽力模擬測驗
3.挑戰金牌 TOEIC 聽力模擬測驗
1. 藉由每次的聚會讓自己固定閱讀一篇
英文文章維持語感。
2. 每人至少一次上台報告的機會,簡單介
紹自己的興趣,舉凡音樂,美食以及旅遊
等等皆可。
3. 增加單字字彙量。
4. 透過電影練習聽力。
期許：希望能藉由這次小組，讓大家對英
文產生興趣，願意在空閒的時間主動學習
英文，並能夠活用外語自學中心的資源。

法四 B

1. 語言的目的在於能溝通，希望組員能熟
悉美國人日常用語習慣對話。
2. 能不依賴電影字幕，憑藉聽力理解劇
情。
3. 每週看一集的進度，聚會時可互相分享
習得的新用法與單字。
4. 事先小組長設計的學習單，以確認學員
是否充分掌握劇情。
5. 期盼經由一學期的訓練，組員英文聽力
能進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外語自學教室的電影&影集
挑選適合的英美生活影集和電影為教材，
以輕鬆的方式啟發「說」的興趣，讓英文
不再僅是紙上「談」兵。
1. 持續接觸英文，熟悉語速和不同的腔
調，不再對英語「驚慌失措」
，漸進式
的培養基本口說能力。
2. 每周記錄影後觀感和影中佳句，並利用
社群網站分享，希望組員間可以相互交
流砥礪。
3. 利用學習單讓組員擁有更多機會接觸
日常字彙和用語。
4. 活動進行方式不限，以輕鬆樂趣為主，
享受英文才是最大目標！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2. 2011 年聽障奧運志工
3. 2013 年初微客行動協會尼泊爾站國
際志工暨講師
4. 國高中英語即席演講比賽第二名
5. 2013 年暑假美國自助旅行一個月
學習興趣：與外國人溝通，觀看英語電
影，聽西洋音樂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2. 曾參與過排球、漫畫研究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堅信學習即是另一種享受生
活的方式，喜歡將學習與生活結合，比
起理論更傾向以實作學習。熱愛旅行、
音樂、電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電影、影集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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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力」
，並兼顧閱讀能力。
2. 曾擔任第 21 期「新聞!多『多益』
2. 組員每週輪流上台分享介紹英文新聞
善!!」及第 22 期「新聞多益一起
或文章，以「強化聽力、口說與台風」，
GO!!」小組長
激發組員主動接觸國際英語時事。
3. 通過多益英文檢定
7

3. 每週固定練習多益試題，加強訓練並提
升組員聽力與閱讀程度。
4. 以「趣味無成績壓力」之方式學習英
文，無制式化，組員可提出學習方法，
使學習更活潑彈性!!
5. 自學小組將有「FB 自學週記」
，作為組
員交流平台，希望大家多多利用，「互
相鼓勵」，交換學習方法、心得，或推
薦英文好書、好歌，一同進步!!

∣
17:20

教室 5412

4. 參加過國際標準舞社活動
5. 法律扶助基金會志工
6. 時代盃國際標準舞比賽、國標舞世界
大賽工作人員
7. 東園國小聯課活動、國語日報助理教
師
8. 高中英文家教班導師
9. 暑期英國、歐洲自助遊學經驗
學習興趣：旅遊、閱讀書籍、看電影、
雜誌、英語新聞、聽外文音樂學習英文，
希望有英語學習熱忱者一同努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雜誌(CNN、BIZ)、測驗教材(TOEIC) 、
影集、線上資源等

星期五

WOW~ 生活就

10:10

是電影

∣
12:00

不拘，想自學英文
的同學皆歡迎

吳凰琦
9
法三 C

1. 利用影片訓練英文聽力並學習生活英
語口說能力。
2. 介紹情境英文多種表達方式。
3. 藉由影片內容延伸討論題材，訓練簡易
口說能力，跨出不敢用英語溝通的障
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影集、電影及互動英語雜誌

教室：
單週 5314/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3. 參加過法播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看外國影片，鬼片，聽英文
歌，唱歌，打籃球，保齡球，喜歡和同
學用英文對話。

雙週 5311

星期五

「影」「英」
輕鬆學
程度不限

徐煥宜

13:30
∣

9
會四 A

15:20

教室：5313

1. 藉 由 欣 賞 組 員 們 有 興 趣 的 影 集 或 電
影，在輕鬆無壓力的氣氛下提升學習意
願，也增進聽力練習的機會。
2. 學習影片中生活用語的表達與生字。
3. 在欣賞過後一起討論影片內容，並寫下
自己的心得與回饋，藉此練習寫作英文
短文。
4. 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內容依組員需求或
程度做適當調整，希望能和組員在歡樂
氣氛下一起自學英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外語自學小組第 21 期外語自
學小組「多益學習角」
、第 22 期「生
活英語大探索」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
4. 攝影社社員。
學習興趣：對語言學習很感興趣特別是
英文；喜歡透過閱讀英語故事書、雜誌
以及看英文影片等方式來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文電影、影集及線上資源。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星期二

初學日語會話
輕鬆講

∣

沒學過日文對日
文有興趣者

陳冠伶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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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三 B

15:20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1. 從最基礎的日文五十音開始
2. 曾擔任第 22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
2. 學習日常基本會話搭配基礎句型介紹
就愛瘋電影」小組
3. 希望一學期後組員能用日文說簡單的 3. 通過多益(760)英文檢定
4. 參加過 AIESEC 社團活動、美國紐
會話並對日文有學習興趣
約自助旅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外語自學室教材資源

教室：5411
星期三

「あの花」的感動
會 50 音即可

1/3/2014 3:35:25 PM

陳重仁
15:30
∣
17:20

9
法四 C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2012 年春天在日
本轟動一時的《あの花》動畫呢?本組將透
過這部感人催淚的動畫與日文流行歌曲，
與大家一同進入日文的世界。歡迎熱愛日
文的同學們一同報名！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相關日文雜誌

學習興趣：喜歡接觸各種不同的語言語
文，現階段目標希望自己能熟通英文和
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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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
唱唱學日文」小組長
第 22 期外語自學小組「說說唱唱學日
文 PART.2」小組長
3. 參加過東吳大學法治播種服務隊
第 39 屆 前 山 兒 童 法 治 冬 令 營
第 40 屆 佳 冬 兒 童 法 治 夏 令 營
第 41 屆 新 豐 兒 童 法 治 冬 令 營
第 42 屆介壽兒童法治夏令營
8

第 44 屆鳥松兒童法治夏令營
4. 曾任高中校內合唱團副社長及指揮

教室 5311

學習興趣：自學日文、音樂、寫作

星期一

重口味英語小組

∣

各種程度皆歡迎

20:10

教室：5311

1/3/2014 3:35:25 PM

葛忠洋

18:20
9

會四 B

1.英語影集和電影的欣賞，希望組員能熟
悉美國人日常用語習慣對話。
2.透過英語新聞文章的閱讀，增進組員的
閱讀能力。
3.課後填寫學習單，回答文章相關問題，
確認組員了解文意。
4.透過文章或影片心得分享，以交流彼此
感想。
5.全程以英語進行，加強組員的口說與聽
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外語自學教室的電影&影集

1.
2.
3.
4.
5.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2011 年聽障奧運志工
2013 年初微客行動協會尼泊爾站國
際志工暨講師
國高中英語即席演講比賽第二名
2013 年暑假美國自助旅行一個月
學習興趣：與外國人溝通，觀看英
語電影，聽西洋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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