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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中心第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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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6 日起各組將陸續展開自學活動。 

雙溪各組自學企劃請連結：https://sites.google.com/site/1031salg/home/promotional-ppt  

組別 

每週 

聚會時間 

及地點 

組員 

名額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歷 

 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Help Group 

影集趣味學 

 
（中級） 

每週一 

10.20 
∣ 

12.00 
 

G202 

8 
盧鈺婷 

中四 C 

1. 透過影集學習英文，以趣味化的方式提

升學習的樂趣。 

2. 藉由模仿影片中的情境對話，訓練口語

的表達與技巧。 

3. 搭配雜誌文章的運用，補充字彙閱讀能

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美國影集：CSI 一、二季 

2. 雜誌：biz 互動英語、ALL+互動英語、

彭蒙惠英語…等 

3. 有聲書 

1.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2. 高中英文家教導師。 

3. 曾任 100 學年中文之夜服

務員。 

4. 曾任 101 年基層服務團夏

季暑期營隊服務員。 

5. 學習興趣：(1)歐美影集與

電 影 -- 學 習 發 音 和 語 調 

(2)閱讀英文雜誌與小說--

閱讀能力、字彙補充  (3)         

喜愛聽英文歌曲--聽力技

巧、字彙表達。 

看我聽我說雜誌 

 
（中級） 

每週一 

10.20 
∣ 

12.00 
 

G202-1 

8 
張家瑜 

日二 C 

以外語自學室所提供的英文雜誌為主要教

材，搭配聽歌填詞的活動。 

1. 『聽』→ 藉由雜誌的聽寫練習，以及

聽歌填詞等活動練習聽力。 

2. 『說』→ 藉由上台報告、問題討論以

及分享心得，練習英文口說，培養自

信心，勇敢開口說英文！ 

1.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複 試 通

過、日檢 N4 通過。 

2. 曾擔任美語補習班輔導

老師。 

3. 學習興趣： 

①. 喜歡看外國影集與實境

節目，藉此學習發音與一

https://sites.google.com/site/1031salg/home/promotional-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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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行方式：發表人分享雜誌文章讀後

感及心得，漸漸帶入文章內容，播放

CD 進行聽寫後，由發表人補充重要字

彙及片語，並設計開放性問題由組員

共同討論並回答。 

4. 每次活動最後填寫檢討與回饋表，進

行自評與互評。每週檢視自己的進步

情形與需要改進的地方，小組長會陪

著大家一起努力，讓我們一起進步

吧！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文雜誌及其搭

配的 CD。 

些生活用語。 

②. 喜 愛 聽 英 文 及 日 文 歌

曲，藉此增進聽力與字彙

的能力。 

③. 養成每日學習一句日文

及背 7 個英文單字的習

慣。 

聽說心電影 

 
（初—中級） 

每週一 

13.30 
∣ 

15.10 
 

G202 

8 
劉宣欣 

英二 C 

喜歡藉由看電影來思考的同學們！本組不

僅可以探討有趣議題，還可以增進英文能力

喔！ 

<聽>→藉由電影欣賞來增進英文聽力的能

力。 

<說>→全英文的小組模式，希望一次一次上

台介紹電影練習口說並進行意見交流，藉以

訓練英文口說的流利度。Practice makes 

perfect!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電影 DVD。 

1.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多益

730 分。 

2. 現任 103 學年曦晨高屏校

友會美宣長。 

3. 曾任 102 學年柚芳樓伏石

蕨夥伴。 

4. 曾任 2013 超級馬拉松柚

芳樓表演團隊隊員。 

5. 2014.08.14-16 參 加

AIESEC 全球青年領導力會

前高峰會。 

6. 學習興趣：喜歡藉由參加

活動拓展視野，喜歡聽

歌、看電影練習英文聽

力！ 

進擊的多益 

TOEIC! Fighting! 
 

（中級以上） 

每週一 

13.30 
∣ 

15.10 
 

G402 

12 
張郁文 

英延 B 

★ 能力，決定你能做什麼；動機，決定你

將做什麼；態度，決定結果是什麼。我

們一 起努力，達到 心中理想 的目標

吧！！！TOEIC! Fighting! 

☆ 活動內容: 

【基本功】每週完成多益模擬試題一回。 

【聽】每週組員從雜誌中選擇和多益主題相

關的文章，製作學習單，帶領小組員做聽力

練習並講解。 

【閱讀測驗解題】每週組員輪流挑選自己錯

誤的題目 2-3 題，製作成簡報，上台報告和

解題，從錯誤中學習是最快的方法，尤其上

台把不會的題目向別人講解過一遍，印象就

會更深刻，遇到相同題型的問題也不容易出

錯唷！！！！！ 

【口說練習】會依照多益口說測驗的形式做

練習，從朗讀、生活對話、照片解說到意見

發表，循序漸進的練習語感，進而培養口語

表達能力！！ 

* Practice makes perfect!!!!!!!!!!!!! Join 
us!!!!!!!!!!!!!!!!!!!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各類多益教材：黃金認證 NEW TOEIC 新

多益口說題庫解析、NEW TOEIC 新多益

閱讀題庫大全、NEW TOEIC 新多益題庫

解析、NEW TOEIC TEST 金色證書模擬測

驗 1-3、TOEIC 多益常考字彙&片語 

1. 多益 830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3 期

「學英文趣」以及第 24 期

「 大 家 學 英 語 English 

Family」等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

諮詢員。 

4. 擔任 102 學年第一學期雙

溪外語自學室講座「如何

準備多益測驗」主講人。 

5. 目前擔任補習班國、高中

英文老師。 

6. 曾任 98 英文之夜美宣組

組員、英文系 99 迎新宿營

服務組組員、英文系系學

會體育部副部長、英文系

第 39 屆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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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假菲律賓 Olango

國際志工服務隊教育閱讀

組組長、第三、四屆國際

志工社副社長。 

7. 學習興趣：看電影和影

集、英語雜誌、翻譯文學、

英文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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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類英語雜誌：CNN 互動英語 新聞、

BIZ 互動英語 職場、TIME、ALL+ 中高

級 

播 Fun 影音 News 

Broadcast News 
 

（程度不限，要有熱

情！） 

每週一 

15.30 
∣ 

17.20 
 

G202-1 

9 
黃湘芸 

英四 C 

本組急需每位組員的積極參與及創意發

想，主軸是以播報的角度學習新聞英語，搭

配多種相關主題，聽說讀寫面面俱到，但最

重要的是組員要有自我學習目標，透過團體

互動，一同突破對新聞英語的恐懼吧！ 

活動概要如下： 

1. 看圖說故事--捕捉東吳校園具有話題性

的畫面，並練習用英文分享背後的故事。 

2. CNN 影音新聞 --設計獨一無二的學習

單，大家相揪來話新聞！ 

3. 主題式學習--在學習新聞英語時，不再阻

礙於艱深的專業詞彙，或是跟不上新聞主播

播報的語速，和組員一起運用外語自學室豐

富的資源，例如寫作播報稿技巧、主播正音

訓練等等，團體合作讓自己更好！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新聞英語教材、CNN

雜誌。 

1. 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

語諮詢員。 

2. 現任國際人權組織新聞翻

譯志工。 

3. 2014 台北國際拳擊公開賽 

賽會轉播組志工。 

4. 2013-2014 台北城市盃 Hills 

Junior Open 青少年高爾夫球

公開賽賽會司儀。 

5. 2013 高雄國際現代五項競

賽賽會轉播及隨身翻譯志工。 

6. 曾任職兩年家教補習班英

語老師。 

7. 學習興趣： 

(1)喜歡看美國影集、外語電

影、英文小說，增進字彙及會

話能力。 

(2)常利用 ICRT、英語雜誌、

YouTube 作聽力練習。 

英文開麥拉 

Action! 
 

（中級以上） 

每週一 

15.40 
∣ 

17.20 
 

G202 

8 
錢承楨 

中四 C 

1. 用英文電影做為每週小組討論之教材，

練習以全英文闡述心得，進而發表、介紹一

部自己喜愛的電影。 

2. 主要著重於口說能力，先從最基本的心

得分享，探討議題，最後要以專業角度分析

電影之核心意義。(安排 Presentation) 

3. 從電影當中，挑選出最具代表性歌曲加

以介紹，並練習填寫完整歌詞，以訓練聽力

及拼字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DVD 電影、英文雜

誌、有聲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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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期「英文

花路米」、第 23 期「推理行不

行」及第 24 期「推理一定行」

等自學小組。 

2. 擔任 103 學年第一學期雙

溪外語自學室講座「認識外語

自學室」主講人。 

3. 曾任 100 中文之夜服務

員、101 中文之夜活動長。 

4. 東吳英檢通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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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閱雜誌及做線上測驗等。 

閱讀多益點 

Practice Makes 
Perfect 

 
（程度不限；想挑戰

多益測驗，且對自我

成長有期許者。） 

每週二 

15.40 
∣ 

17.20 
 

G202-1 

8 
林庭鈺 

工二 A 

1. 本學期學習目標：完整練習 6 回多益閱

讀試題。 

2. 毅力與恆心的培養：訂定「學習合約」，

每週並詳實記錄「自我檢核表」。擅用

學習資源，運用課餘時間前往外語自學

室，完成小組每週的共同進度。用心地

紮實做好每一項任務，學習自我負責且

累積自我實力。 

3. 小組聚會時間： 

(1) 組員分享 5-10 題多益閱讀試題，讓同學

做練習，再進行解說與補充。 

(2) 雜誌文章分享與延伸閱讀（增加字彙

量、培養語感、瞭解文法）。 

1.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2. 曾協辦 2014 臺北市社區

營造志願服務協會暑期

「兒童飛夢成長營」。 

3. 曾擔任 2014 富邦文教基

金會「青少年發聲創意影

像工作坊」隊輔。 

4. 學習興趣：英文雜誌、電

影、VOICETUBE-看影片學

英語、喜歡自組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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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簡單的生活會話練習（不再害怕開口說

英文！） 

(4) 互相交流，分享學習英文的好方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1.各類多益閱讀教材  

2.英文雜誌(BIZ 互動英文、LIVE 互動英文) 

全民英檢中級口說試題。 

聽說英文 TED 了沒 

 
（中級） 

每週三 

13.30 
∣ 

15.20 
 

G202-1 

8 
阮怡蓁 

中三 B 

1. 藉由上台簡報網路資源 TED 演講摘要

與問題觀點的討論，拓展組員對各種不

同領域的視野，訓練口說表達的能力。 

2. 利用英文歌曲的欣賞與朗讀，提升聽

力，矯正發音，分享對歌曲情境的感

覺，進而加強口說技巧。 

3. 組員需對 TED 演講有一定的興趣，因為

需輪流隔週上台報告演講摘要。 

4. 每週讀一篇雜誌，每週一人負責講解單

子與片語的用法，熟悉更多自己不認識

的單字。 

5. 每週組員從 TED QUOTES 中挑出一句佳

句，並說明理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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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東吳英檢通過。 

2. 曾任第 33 屆雙溪現代文

學獎新詩組組員。 

3. 擔任德育中心微笑有品志

工。 

4. 擔任美育中心藝術行政志

工。 

5. 英文系輔系並修習實用英

語學程。 

6. 學習興趣：(1)透過唱誦英

文歌，矯正發音並學習到

口語用法。(2)收看各類英

文 影 集 ， 了 解 native 

speakers 真 正 對 話 的 情

境。(3)休閒時於網路上閱

讀與生活有關的有趣英文

新聞。 

職場英文 

我想成為接班人 

I Want to Be the 
Successor 

 
（中—中高級） 

每週四 

13.30 
∣ 

15.10 
 

G202 

8 
陳姿均 

日二 B 

1. 閱讀—透過 biz 雜誌與多益測驗文章，多

涉略商業相關內容，以增加字彙量。 

2. 聽力—利用影集播放進行聽寫，以達到

聽力練習的目的。 

3. 說--影集的心得分享與對話配對練習。 

4. 寫--會話範文講解完之後，參考範文編寫

對話內容，並於下次小組時間進行發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雜誌、影集-誰是

接班人、多益測驗文章、Live ABC 互動英

語資源網-職場英文。 

1. 在曦晨高屏校友會擔任文

書長。 

2. 大一時，擔任班級文書長以

及日聽小老師。 

3. 學習興趣：喜歡到外語自學

室觀看英文影集以及練習日

檢模擬試題。 

英檢尋寶趣 

 
（初級） 

每週五 

10:15 
∣ 

12:00 
 

G202-1 

8 
許詩婕 

中碩二 

（一） 學習主題 

以全民英檢中高級的「聽力」、「閱讀」考題

為主，著重「單字」與「基本文法」，以及

「簡單的作題技巧」，並搭配「主題性的閱

讀與對話」，利用文章、歌曲作為「平日練

習」的題材，從中找尋「對話練習」的方向。 

（二）活動規劃 

1. Part1：「英檢考題與複習」 

(1) 每一種聽力閱讀題型會安排兩次聚會

來進行。 

(2) 「題目」由組員挑選，選出聽力 1 題、

閱讀 1 題。 

(3) 「複習」由組員提供單字或文法暖身 1

題。 

2. Part2：「主題性的閱讀與活動」 

(1)與組員討論出 5-10 個主題，並排定每 

週主題。 

(2)組員各自找尋 1 篇文章 or1 首歌曲，公布

於 FB 自學週記，且記錄學習時所查的 5 個

單字。 

(3)聚會時，進行小遊戲，並將閱讀主題延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

小組長，領導第 19 期「Have 

Fun」、第 20 期「閱讀大作

戰」、第 21 期「英文歡樂

行」、第 22 期「多益 Try and 

Go」、第 23 期「電影齊步

GO」及第 24 期「多益尋寶

去」等自學小組。 

2. 東吳英檢通過。 

3. 曾任 98 中文之夜服務員、99

中文迎新營宿小隊輔。 

4. 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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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

例如：Friends 影集、CSI

影集、達文西密碼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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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到「對話練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全民英檢中高級的模擬考題本、聽力練

習題本、閱讀練習題本。 

2. 英文雜誌的文章。 

3. 外語自學室中的歌單 

4. 簡易文法書、英英解的字典。 

影。 

(3) 培養主動學習英文的態

度，喜歡輕鬆而不隨便的

心態。 

英倫衝鋒隊 

IELTS Booster 
 

（歡迎計畫考 IELTS

或 TOEFL 的同學或具

備中級程度想增進

英文能力者參加） 

每週四 

15.30 
∣ 

17.10 
 

G202 

8 
林怡廷 

中四 C 

要考 IELTS 或 TOEFL 卻不知道該怎麼準備

嗎？ 

【本組專攻考生的弱點，沒有懶惰的藉口】 

口說：在團體中可以充分練習，打造全英文

環境。 

聽力：密集聽寫訓練，透過團體約束懶惰的

心理。 

閱讀：每週閱讀後，小組聚會時和大家分

享。 

字彙量：每週一起背至少 20 個單字。 

毅力：每週固定小組時間自學，增加持續和

規律性。 

讀書氣氛：小組長本身就要準備 IELTS，希

望和大家一起達到目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IELTS 核心字彙大

全、IELTS 聽力測驗以及所有雅思相關教材。 

1. 多益 820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

小組長，領導第 21 期「英文

補救小組」、第 22 期「『簡』

單『愛』英文」、第 23 期「初

遇法文」以及第 24 期「你說

法文嗎？」等自學小組。 

3. 104 級畢聯會畢業紀念冊編

編輯幹部、104 級中四 C 畢

業代表 

4. 學習興趣：(1)自學英文及法

文有許多心得。曾在地球村

補習英文，覺得許多上課、

訓練方式透過自學小組可以

更有效訓練。(2) IELTS 目標

7.0，希望透過這一年全力衝

刺。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我說，我寫，我征服 

 
（適合程度：N3 以

上） 

每週一 

12:10 
∣ 

13:20 
 

G202 

10 
徐愛婷 

日三 B 

本組除練習口說之外，同時也著重「閱讀」、

「寫作」能力，讓你面面俱到，日文能力一

日千里！ 

【口說】每週都會安排組員進行影片分享，

用日文簡單討論影片內容，完成組員所製作

的學習單。還有最刺激的故事接龍，由所有

組員一起完成，看看學期末我們能一起完成

怎樣的磅礡大作！ 

【寫作】欣賞完組員的影片之後，邀請各位

組員一起寫下約 150 字的日文回饋。還有簡

單的俳句試寫，不求文法、不講規則，看誰

能最看完成！在小組結束之後也請組員利

用當日所學的單字文法來造句，並互相訂

正，彼此鼓勵，讓你學習的路上不孤單！ 

【閱讀】聚會一開始的「日檢輕鬆做」，除

了幫助你轉換語言、進入小組的學習環境之

外，透過組員講解的單字及文法，讓你對日

檢題目更熟悉！（日檢題目以 N3 程度以上

為主） 

所有活動都是團體進行，擔心自己一個人開

不了口、寫不了文章嗎？別害怕，快快加入

我們，一起「征服」日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檢 N3 以上教材 

日劇、電影 DVD。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3 期

「遊戲學日文」以及第 24

期「『聽』『說』日文超有

趣」等自學小組。 

2.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

諮詢員。 

3.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4. 高中曾接待過日本來台交

流學生。 

5. 曾到日本自助旅行三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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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べ（學吧）！ 

日本語 

 
（適合程度：有基本

每週二 

15.30 
∣ 

17.00 

8 
袁夢蓮 

日二 C 

1. 以口說為主。 

2. 每週輪流一名組員上台分享自己的日語

學習經驗。 

3. 每週輪流兩名組員報告有關日本最近發

生的事件並加以說明。 

1. 通過日檢 N1。 

2. 曾參加東吳演講比賽獲得

流利獎。 

3. 學習興趣：透過動畫、遊

戲、小說增加自己對於日



10/1/2014 11:03:15 AM 6 

日語會話能力或學

過一年以上日文

者、N4 以上） 

 
G202 

4. 自己編寫對話文，加深對日文的應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雜誌、日文

DVD。 

文聽、讀能力，也常透過

網路活動練習口說和撰寫

文章。 

日文聽說大突破 

 
（適合程度：學習日

文滿一年者） 

每週三 

13.30 
∣ 

15.10 
 

G202 

8 
李俞慧 

日二 B 

1. 每週閱讀日語雜誌文章，養成閱讀的習

慣。 

2. 透過主題式會話的聽力練習，對日常生

活用語更加熟悉。 

3. 組員合力編寫情境式會話，能夠更了解

日常用語如何運用。 

4. 透過分享喜歡的影片或歌曲，來學習新

單字，組員透過單字造句，可以更了解

單字的用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地球村日語雜誌、大

家的日本語。 

1.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2. 幼幼社第 84 屆捐血義賣

服務員。 

3. 東吳大學第 34 屆雙溪文

學獎工作人員。 

4. 幼幼社第 23 屆兒童快樂

夏令營服務員。 

5. 學習興趣：看日劇學日文 

看日劇，學聽說 

 
（適合程度：日檢

N3） 

每週五 

10.10 
∣ 

12.00 
 

G202 

8 
李奇峯 

日二 A 

1. 以聽力和口說為主軸。 

2. 每週使用 3-5 分鐘的組員自選日劇片段

做聽力填空。 

3. 每週由指定組員介紹影片、另指派一位

組員紀錄當周的重點。 

4. 每週介紹一種自學日文的管道。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劇 DVD、日文雜

誌、書籍教材 

1. 日檢 N3 通過 

2. 學習興趣：使用日本影

片、歌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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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10 月 6 日起各組將陸續展開自學活動。 

組別 

每週 

聚會時間 

及地點 

組

員 

名

額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歷 

  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Help Group 

法學英文自學班 

 

*建議有修讀法學院

『法學英文』課程，

或正在準備國家考試

者 

星期一 

15：30 

∣ 

17：20 

 

教室：5311 

9 

陳重仁 

 

法五 C 

你正因不知如何準備法學英文考試而感

到煩惱嗎？本小組將透過同學間的分組

合作，整理出課堂上的重點單字，幫助大

家在短時間內複習上課內容；進度足夠時

會適時加入題目的練習，讓大家累積實戰

經驗，讓考試無往不利！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相關雜誌、影音、筆記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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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小組長 

第 23 期外語自學小組「あ

の花的感動」小組長 

第 24 期外語自學小組「日

文聽聽看」小組長 

3. 通過日文檢定 n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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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4 屆鳥松兒童法治夏令營 

5. 曾任高中校內合唱團副社長

及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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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興趣：音樂、寫作 

商業新聞英語 

 

*程度不拘 

星期二 

10：10 

∣ 

12：00 

 

教室：5411 

9 

王雅慶 

 

財精三 A 

透過導讀商業相關且具討論價值的議題

新聞、報章雜誌或是短片，並由組員提問

後共同討論，以加強組員的英語聽說表達

能力。 

每週由一位組員以簡報大略介紹新聞，或

是其他出處的文章、短片亦可，以商業議

題為主，並由該議題稍做延伸 

組員依該週議題進行提問討論學期中間

會穿插一、兩部電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各式報章期刊雜誌、DVD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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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過財精系排球隊、模擬

聯合國社、證券研習社社團

活動 

4. 美國 L.A.及 D.C.自助旅行 

學習興趣：欣賞西洋電影及音

樂、聽讀外語雜誌 

 

旅行生活多益趣!! 

 

*程度不限 希望能

夠積極參與 

星期二 

15：30 

∣ 

17：20 

 

教室：5311 

9 
曾莨恩 

 

法五 B 

為了考多益累了嗎？除了不停地練習習

題以外，難道不能多點樂趣嗎？每周一次

的自學小組讀書會，我們一起來做多益練

習，提升自己的作答能力。穿插文章和影

片讓我們一同聊聊生活、聊聊時事，用愉

悅和輕鬆的心情來交換彼此生活與旅行

的精彩故事吧！ 

1. 每周固定練習多益聽力，藉由固定練

習為考試作準備 

2. 發放多益閱讀測驗或是有趣的文

章，彼此討論，培養閱讀的能力 

3. 在雙週的聚會中，由組員上台分享有

趣的旅行經驗、欲前往的旅行地點，

或是個人的興趣介紹，用生活和旅行

的故事來交換彼此的故事。 

4. 穿插英文旅遊節目頻道、新聞、

TED，除了欣賞各地景點以外，讓組

員們觀察時事、討論議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各類雜誌（CNN、常春藤…）、英文相關

參考用書、各類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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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期外語自學小組

「環遊世界 80 天!!!」小組長

曾擔任第 24 期外語自學室小

組「老電影,新戲迷!」小組長 

3. 參加過 23 屆高屏校友會美宣

長 

4. 參加過 15 屆小太陽返鄉服務

隊 

5. 參加過第一屆世界展望會校

園總子志工 

 

學習興趣：閱讀、看電影、旅行 

多益輕鬆聽 

 

*有意願報考 TOEIC

者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5311 

9 

孟欣達 

 

法五 B 

1. TOEIC 聽力練習 

2. TED 網站聽力練習、討論 

3. VOA 慢速新聞英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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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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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朗文 TOEIC 聽力模擬測驗 

3.挑戰金牌 TOEIC 聽力模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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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4 期外

語自學小組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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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憲」學現賣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5317 

9 

趙靖萱 

 

法四 B 

 

1. 利用 TED 作為主要教材，增進組員

們聽說讀三方面的能力，同時訓練台

風與領導能力。 

2. 輔以美國憲法相關案件，領略專業文

書之美。 

3. 每週皆有互評單，增進組員鼓勵與自

我檢討。 

4. 不定期舉辦戶外教學，培養開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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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 期外語自學

小組小組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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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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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線上資源、雜誌、DVD 

 

生活結合，比起理論更傾向以實

作學習。熱愛旅行、音樂、電影。 

新聞英語看這裡！ 

 

*各種程度都可以，只

要你有心想學習!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5411 

9 

郝珮雯 

 

財精三 A 

學習內容主要從 CNN、BBC 網站上找報

導，可以聽其發音，增強聽力和認識時事

相關單字，培養閱讀英文新聞的能力，了

解不同的觀點。剩餘時間播放相關的影片

或請組員自由發表及討論報導的想法。 

新聞內容不限，只要是近期覺得重要或的

有趣的，歡迎與大家一起分享。(每週約

2-3 名組員分享新聞!) 

學期中預定觀賞一部電影，大家可以討論

要看什麼，有好看的想與大家分享也可

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報紙期刊、線上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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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IC 檢定 

3. 曾至日本、新加坡、上海自

助旅行 

學習興趣：看電影聽英文對話、

看英文小說 

來自「昕昕」的英文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5412 

9 

鍾昕翰 

 

會二Ｃ 

1. 以英文雜誌為教材，增強文法、片

語、單字之使用能力 

2. 透過每週上台報告雜誌內容，加強台

風及發音 

3. 以英文討論雜誌的討論題，練習

critical thinking 

4. 在自學小組無壓力的教學環境下，大

膽使用英語會話，讓英文對話從單

字、句子到完整表達自己的想法 

5. 透過電影、影集訓練英文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各式英語雜誌、影集、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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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FL 英文檢定 

3. 參加過辯論社團活動 

4. 曾至英國、美國自助旅行 

 

學習興趣：旅行、看電影、看美

國影集 

社會議題秀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5：

30 

∣ 

17：20 

 

教室：5311 

9 

劉珞亦 

 

法五 C 

1. 運用新聞和雜誌充分的了解社會議

題，組長也會向組員介紹各個重要議

題的細節，舉例來說最近的時事議

題，例如：航空城、性別等議題。 

2. 學習用英文做簡報，不僅針對內容，

也針對簡報的品味安排以及表達過

程。 

3. 用英文口頭報告，學習用英文站在台

上表達，以及如何做一個簡報演講的

訓練。 

4. 而再做這些之前，我們都會有充分的

討論以及思辯，讓大家的想法碰撞，

更深入思索這些台灣的議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電影 

5.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6. 曾擔任第 23,24 期外語自學

小組長 

7. 通過全民英檢英文中級檢

定。 

8. 參加過辯論社、跳馬社社團

活動。 

學習興趣：討論政治或社會議

題，打球運動。 

冰與火的英文體驗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5：30 

∣ 

17：20 

 

教室：5312 

9 

許愷恩 

 

法三 B 

透過影集和新聞來增加自己的單字庫和

會話能力，前一小時看冰與火之歌第一季

的影集，從影集中學習會話和單字、片

語，後一小時進行討論和心得分享。另外

會播放一些英文演講或英文新聞以增加

大家的佳句和字彙量。 

希望透過身邊的簡單事物來達到學習英

語的效果。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影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 

3. 參加過英語會話社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看影集、電影、唱歌、

寫作 

有趣電影學英文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5： 30 
9 

侯妤嬛 

 

貿三 B 

你有多久沒主動學習英文了呢？想要養

成讀書的習慣卻一直缺乏動力？課業之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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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0 

 

教室：5317 

餘想放鬆卻又想進修自己的英文能力？

參加自學小組就對了！ 

1.每個禮拜由不同的組員，在欣賞電影之

前由閱讀文章的形式為大家介紹電影內

容，也認識文章中的單字。 

2.摘錄電影中的實用佳句，組員們也能藉

此練習對話口說。 

3.電影中全程用英文字幕觀看，可以加強

英語理解能力。 

4.最後再由組員們互相分享觀後心得並

寫下來。 

鼓勵告知大家多多運用自學室的其他資

源，幫助自己增強外語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DVD、CNN 雜誌 

 

2. 通過 TOEIC 英文檢定 

3. 曾於 2014 暑期至美國打工旅

遊 

學習興趣：看時事雜誌學英文 

救救「菜」英文 

 

*任何有興趣者皆可

參加 

星期四 

13：30 

∣ 

15：20 

 

教室：5411 

9 

 

陳韻安 

 

企四 A 

1. 本組宗旨是希望大家不害怕開口說

英文!! 

2. 用英文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彼此分

享生活中的趣事。 

3. 利用每週主題式的文章，做延續的問

題討論，文章做為增加字彙量的材

料，再藉由問題討論中練習英文口

說，每周兩小時的聚會中希望大家能

用英文交流想法，學習用英文的思考

模式表達，營造出歡樂無壓力學習英

文的環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雜誌、影集、線上資源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 

1. 曾擔任第 24 期外語自學小組

「英語自學 so funny」小組

長、第 22、23 期小組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檢

定 

3. 參與過攝影社社員 

4. 美國半自助旅行 

 

學習興趣：看美國影集、聽華語

流行音樂、四處拍照與欣賞照

片、跑步運動 

TOEIC! 受「益」良

「多」! 

 

*所有程度皆歡迎!!!

歡迎有學習英文熱忱

者加入!!! 

星期四 

15：30 

∣ 

17：20 

 

教室：5411 

9 

沈婷勻 

 

法五 B 

1. 學習目標：加強「聽力」與「口語表

達能力」，並兼顧閱讀能力。 

2. 學習方式： 

(1)固定練習多益試題，打鐵趁熱!當

周立馬檢討改正!並整理愛考單字和

答題技巧，訓練及「提升組員應考程

度」。 

   (2)每週輪流分享、介紹英文新聞或文 

章，以「強化聽力、發音、口條流暢 

度與台風」，並激發組員主動接觸國 

際英語時事。 

   (3)主題式分組討論活動，練習英語 

「對話與口說」，提高組員學習興趣與 

成就感，增進組員交流。 

3. 以「趣味無成績壓力」之方式學習英 

文，無制式化，組員可主動提出、建

議學習方法，使學習更活潑彈性!! 

4. 「FB 自學週記」，作為組員平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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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快快加入!!!一起來認識新朋友!!! 

：DDD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雜誌(CNN、BIZ)、測驗教材(TOEIC) 、

影集、線上資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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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多『多益』善!!」

小組長 

曾擔任第 22 期外語自學小   

組「新聞多益一起 GO!!」小   

組長 

曾擔任第 23 期外語自學小  

組「熱線多益!!」小組長 

曾擔任第 24 期外語自學小   

組「多益!停『看』『聽』!!」 

小組長 

3. 通過多益英文檢定 

4. 參加過國際標準舞社活動 

5. 時代盃國際標準舞比賽、國 

標舞世界大賽工作人員 

6. 東園國小聯課活動、國語日

報助理教師 

7. 高中英文家教班導師 

8. 法律扶助基金會志工 

9. 理律學堂系列講座工作人員 

10. 行政執行署台北分署實習經

驗 

11. 信託業業務人員專業證照 

12. MOS Office 系列證照 

Master 級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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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暑期英國、歐洲自助遊學經

驗 

學習興趣：旅遊、享受美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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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聽說讀寫有啥難 

 

*全民英檢中、中高

級；TOEIC 600 以上 

星期五 

10:10 

∣ 

12:00 

 

教室：5317 

9 

吳汶珊 

 

企三 C 

1. 透過提升英文聽說讀寫全方位之能

力，考取英文相關證照，如托福、雅

思、多益、英檢。 

2. 除每周背單字和練習寫作以外，也會

讓小組一起唱歌，看電影以及玩遊戲

等活動，用以提升學英文的樂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測驗教材、影片、線上資源 

1. 曾擔任第 24 期外語自學小

組「TOEIC GO GO GO」

小組長 

2. 通過英檢中級、中高級初試 

3. 參加過幼幼社、AIESEC 夏

令營、企管系營新宿營；以

及曾經擔任吉德堡教育機

構英文助教、瑞彼特補習班

助教 

學習興趣：喜歡運動；喜歡聽英

文歌；喜歡帶著一本小說旅行更

喜歡每天念英文。 

英文加油站 

 

*程度不拘 

星期五 

13：30 

∣ 

15：20 

 

教室：5311 

9 

林筠喬 

 

會二 C 

每次上課將會分為聽說讀寫四個部分，目

的為維持對英文的熟悉度： 

1. SPEAKING：每位組員分享生活趣

事，利用簡單的英文互相交流，未來

即使面對英語系國家人士也不必害

怕！ 

2. READING：每周熱門及新鮮新聞剪

報，藉由閱讀 CNN、BBC 新聞稿或

CNN 新聞雜誌，了解時事並認識專

業新聞用語 

3. LISTENING：《FRIENDS》影集欣

賞或電影欣賞 

4. WRITING：寫下當天學習心得或建

議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CNN 新聞雜誌、影集或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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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參加過英國遊學團 

學習興趣：看電影、影集，聽歌，

旅行 

多益貳點零 

 

*程度不拘 

星期五 

13：30 

∣ 

15：20 

 

教室：5317 

9 

李宜儒 

 

會二 C 

1. 主要為增進多益考試應考能力。 

2. 第一節課大量做多益測驗模擬試題

題目，由閱讀測驗題目開始，並於做

完後立即對答案。單字題目從前一周

的閱讀測驗題目中抓出，並公布給組

員背讀，培養每周背單字的習慣；第

二節課為增進聽力，安排影片賞析，

影片每周由一至二位組員準備，準備

內容為介紹影片、句子及單字，看完

影片後輪流分享心得與感想。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模擬測驗題目、影

片或影集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高中曾為班聯會秘書 

3. 2014 暑假國際志工社柬埔寨

自組隊隊員 

學習興趣：電影 

一個人的旅行 

 

*程度不拘 

星期五 

15:30 

∣ 

17:20 

 

教室：5317 

9 

許笠祺 

 

企三 C 

學習目標：透過有趣的方式學英文，並訓

練組員們的聽力、閱讀和口說。  

學習方式： 

1. 每個人介紹自己喜歡的國家，或是希

望能去自助旅行的國家，利用口說報

告的方式進行，增強大家的口說能

力，同時訓練在台上報告的能力。 

2. 剩餘時間會閱讀英文雜誌，如空中英

1. 現擔任自學小組城中校區外

語自學室學習型團隊成員 

2. 參加過轉學生聯誼會社團 

3. 擔任轉學生迎新工作人員 

4. 曾於凌韻吉他社擔任美宣長 

5. 擁有企業電子化規劃師、會

計丙檢…證照 

學習興趣：聽英文歌、看英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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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教室、BIZ、台灣光華雜誌中英對

照，或是穿插一些英文歌、影集或小

短片，使課程不會太緊繃，以活潑有

趣的方式進行。 

歡迎大家參加!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雜誌(CNN、BIZ)、影集、線上資源等等 

 

片或電影、唱歌、以輕鬆的方式

學英文、寄明信片到國外交筆友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日文初體驗 

 

*沒學過日語或是

只學過 50 音的初學

者 

星期三 

15：30 

∣ 

17：20 

 

教室：5314 

9 

劉文菁 

 

貿三 B 

想學日語但卻總少一份動力嗎?想學日

語卻不知從何下手嗎?透過這個小組，大

家將一起學習，發揮團體的力量，達到

事半功倍的學習!每周都會有不同的進

度，每堂都會有不同的認識! 

1. 看到日文時雖然不知道意思但會念。 

2. 可以說一些簡單的句子或是到日本

旅遊時可以做簡單的詢問。 

3. 透過大家的報告，讓組員們對日本的

文化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4. 培養學習日本語的興趣進而願意繼

續自學。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書籍、影音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雙主修日文系同時選修外文

為日文已有兩年。 

3. 曾參加過國貿系學會。 

 

學習興趣：喜歡學語言，除了英

文也學過日文和法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