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教學中心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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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勤組員期末可獲頒全勤證書
【雙溪外語自學小組報名辦法】2015 年 9 月 21 日起請親至雙溪外語自學室（戴蓀堂 G103 室）
報名登記，9 月 29 日起各組將陸續展開自學活動。
雙溪各組自學企劃請點選連結(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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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多益
（中級）

每週一
13:30
∣
15:10
G202

9/21/2015 9:38:43 AM

8

阮怡蓁
中四 B

☆歡迎每周都有時間來外語自學室練習多益
試題的同學參加。
【Guess what?!】利用 10~15 分鐘的時間，聯
1.
想多益第一大題題目中可能出成題目的 5W。
2.
【聽】：利用有聲書練習聽力。每周 4 人於聚
會前至外語自學室聆聽一本有聲書，在聚會時
分享故事內容，其他組員則負責提出問題，並
進行討論。
【說】：分享有聲書故事內容，每週並有主題
3.
式 FREE TALK，形式有生活會話、主題式討
論、有聲書角色扮演等。
4.
【讀】：針對多益閱讀的部分，利用小組的力
量，在一週內練習更多的多益題目。每周由 4
人負責，共整理出 20 題題目詳解，由負責的
5.
組員規劃講義，方便組員了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多益教材：New TOEIC 金色證書系列、多
益閱讀題庫大全等書
英文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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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類有聲書：懸疑偵探類、旅遊類、經典文
學類

東吳英檢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聽
說英文 TED 了沒」以及第
26 期「英文即時通」等自學
小組。
英文輔系並修習實用英語
學程。
曾
任
2014
年
TEDxDongWuU 行 銷 組 組
員。
學習興趣：(1)透過唱誦英文
歌，學習發音。(2)看各類英
文影集，了解 native speakers
對話情境。(3)休閒時於網路
上閱讀與生活有關的有趣
英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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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讀故事
（初級）

每週一
15:35
∣
17:15

8

許詩婕
中碩三

8

林庭鈺
工三 A

10

莊宜瀞
英二 C

8

安沛蓉

G202-1

世界大富翁
The World
Millionaire
（初—中級）

英文溜 E 下
Let’s Talk
in English
（中級）

英文 FUN 輕鬆
9/21/2015 9:38:43 AM

每週二
15:40
∣
17:20
G202

每週二
15:40
∣
17:10
G202-1

每週三

學習主題：
藉由經典故事延伸出閱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
讀、會話、編寫等活動，並搭配每週聽
小組長，領導第 19 期「Have
寫或單字練習，讓學習不只是單向進
Fun」、第 20 期「閱讀大作
行，而是相互輔助、分享的團體學習。
戰」
、第 21 期「英文歡樂行」
、

活動規劃：
運用分配學習的競賽模
第 22 期「多益 Try and Go」
、
式，讓大家選擇每週所負責的活動任務：
第 23 期「電影齊步 GO」
、第
1. 介紹&帶讀故事：每週上台以中、
24 期「多益尋寶去」、第 25
英文的方式介紹故事概要，帶領大家閱
期「英檢尋寶趣」及第 26 期
讀精彩章節。
「聽力多一點」等自學小組。
2. 分享閱讀策略/文法/單字：每週製
2. 東吳英檢通過。
作閱讀策略/文法練習/單字群（選擇一
3. 學習興趣：
種即可）
，上台分享自我學習的精華與學
(1) 在日常生活中，會利用英
習單。
文歌曲來練習聽力技巧，
3. 主題式的練習：每週各自事先找尋
並且以線上英檢測驗檢驗
1 篇小文章，於社群網路上分享所查出
成果。
的 5 個單字，聚會時進行聽寫或單字遊
(2) 以自己喜歡看的影集、電
戲。
影，來學習發音語調、單
4. 單字接龍：運用每週學習的單字，
字、文法，例如：Friends
編寫 100 字的故事。
影集、CSI 影集、達文西密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碼等電影。
1.
指定書籍：CDEL069.SB、CDEL083.SB、
(3) 培 養 主 動 學 習 英 文 的 態
CDEL071.SB
度，喜歡輕鬆而不隨便的
2.
參考書籍：外語自學室的英語雜誌、有
心態。
聲書、文法書
【活動 1：國家介紹】
以英文簡報的方式，介紹不同國家的文化、美
食、旅遊景點...等，並由簡報者發想兩個題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目，讓組員以英文進行討論。
【活動 2：雜誌分享】
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閱
組員分享在外語自學室閱讀的國家雜誌文
讀多益點」及第 26 期「哈
章，分享文章大意、優美句子、單字，用單字
啦輕鬆談」等自學小組。
玩 Bingo。
2.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活動 3：Free Talk】
3. 曾擔任 2015 暑期東吳大學
每週使用外語自學室各式口說書籍，練習不同
國際志工社西帝汶隊隊員。
類型的題目，增加接觸不同教材的廣度；並與
4. 學習興趣：(1)觀賞歐美電影
不同夥伴進行口說練習，除了培養聆聽能力，
─學習發音、語調和口說用
透過口頭對話達到提問與回答的能力，更藉由
語，(2)閱讀英文雜誌─培養
文字紀錄，進行文法與用詞修正。
語感、增加字彙量，(3)聽英
【活動 4：培養自學習慣】
文歌曲─增進聽力能力。
每週安排課餘時間前往外語自學室，從各式雜
誌中尋找有興趣的文章來閱讀，養成自學好習
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雜誌、口說書籍
1. 接觸各領域文章，養成每週閱讀習慣。
2. 訓練責任承擔力、合作力：分組負責小組
上課內容。
3. 提升聽力、口語表達能力：透過不同主題
的電影，簡短介紹影片內容，並討論其中
帶出之議題。
4. 主題深入討論：利用心智圖輔助，進行議 1. 多益 825 分。
題聯想，不僅訓練表達能力，亦培養批判 2. 學習興趣：樂於用電影和閱
思考力。
讀學習英文，透過故事內容
5. 筆記欄運用：記錄課堂提到的單字、片
加深印象及提升學習成效。
語、句子，以利組員加深印象及複習，提
升學習成果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英文 DVD
2. 各類英文雜誌
3. 讀本:美國人每天說的話；職場大紅人；
Hemisphere 3
1. 從英語雜誌中挑選有趣的文章，整理重點 1.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並閱讀文章，學習實用的英語用法及單 2. 擔任 104 學年第 1 哩外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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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Fun
Learning English!
（中級）

13:30
∣
15:10

英三 B

G202

輕輕鬆鬆 Hold 住英
文

每週三
13:30
∣
15:20

12

林真如
英三 B

10

黃馨平
工四 B

（中級）

G402

每週三
電影萬花筒
15:30
Movie Kaleidoscope
∣
17:20
（初—中級）
G202-1

字，閱讀文章後並撰寫學習單，包含克漏
字、問答題，再口頭發表讀後感。
3.
2. 使用全英文方式討論及發表心得，可以訓
練英文口說的流暢度。
4.
3. 觀賞指定電影，採用有趣的方式幫電影角
色另創台詞，模擬情境對話，從電影中學 5.
到實用生活用語或練習聽力。
4. 用英語歌曲學習英文，以填寫克漏字的方
6.
式，使英文學習變得簡單且有趣，除了促
進英文聽力外，更能加深對英文生難字的
印象。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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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外語自學室電影或影集資源。
1. 透過閱讀雜誌和有聲書，培養英語語感、 1.
字彙量並且增進寫作的能力。
2.
2. 每週欣賞不同的影片來增加英語聽力的能
力，並搭配情境對話的方式，讓組員練習不同 3.
場合的英文用語。
3. 每週有小組遊戲，讓組員在學習英文上顯 4.
得更加有趣與自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雜誌（Live 5.
ABC、Biz、All+、活用空中美語…等）+互動
光碟、小說電影類有聲書(蜘蛛人 3、X 戰警:
最後戰役、福爾摩斯短篇集)、文學類有聲書
(綠野仙蹤、坎特伯里故事集)
1.
1.
課程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報告能力、討
論口說及聽寫。

透過每週組員的電影簡介，訓練英文報
告能力，並培養生活用語字彙量及文法。

用日常生活及個人相關的電影議題進行
口說討論，培養同學開口說英文以及如
何清楚表達想法的能力。

以歌曲填空等方式訓練聽寫能力。
2.
2.
課程中加入小遊戲與積分賽，以提高同
學自學興趣。
3.
3.
每週會以遊戲的方式介紹外語自學室教 
材，結合可用資源，增加學習樂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電影、英語有聲
書、英文雜誌及相關檢定考教材

1.
2.

每週四
13:30
多多益善
∣
15:10
（中級或中級以上）

8

劉宣欣
英三 C

8

余芷瑩 在哪裡!在哪裡!不要懷疑在這裡~
吃美食!學英文!甜點兒呀看這裡~

G202

What Is Your
Favourite Dessert?
9/21/2015 9:38:43 AM

每週四

* 主題式字彙-每週分享重點主題字彙，以扎
實字彙量基礎。
* 聽-著重多益聽力練習
每週 one part 實戰訓練+有聲書趣味學
3.
習
* 說-Free Talk 練習口語表達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多益練習題、有聲書
4.

1.
2.

學室導覽解說員。
曾任美語補習班英文試卷
出題員。
曾參加 99 學年度高中瓊斯
盃歌唱比賽。
曾參加 103 學年度政大<神
鬼奇韓>歌唱比賽韓語組。
學習興趣：目前修讀英、日
文等語言，休閒時喜歡看電
影、影集，聽英文歌曲來培
養對英文的熟悉感。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
擔任 104 學年第 1 哩外語自
學室導覽解說員。
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
諮詢員。
曾任職兒美補習班助教一
年。
學習興趣：看電影和影集來
訓練聽力和學習道地的美式
或英式口語，閱讀小說和雜
誌 來 增 加 字 彙 量 和 寫 作能
力。
曾擔任第 2 屆唐氏症冬令營
服務員、102 東吳宿舍晚會
活動組負責人、102 東吳宿
舍嘉年華美宣組組長、102
招生服務團大學博覽會高
雄場服務員、103 寒假授旗
團隊美宣長、第 25 屆社工
系系學生會活動部部長。
曾參加客國際志工團至柬
埔寨服務。
學習興趣：
收看各類型英文影集及電
影，學習英文單字及常用
片語。
聽英文歌曲培養對英文的
熟悉感。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多益
730 分。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聽
說心電影」以及第 26 期「旅
行者們 The Travelers」等自
學小組。
2014.08.14-16 參加 AIESEC
全球青年領導力會前高峰
會。
學習興趣：喜歡看影集及有
聲書來訓練聽力及語感，利
用空閒時間看展覽及舞台
劇開拓視野。
現任國際志工社活動長。
2015 寒假到印尼西帝汶擔
3

（初—中級）

13:40
∣
15:20

哲學二  藉由甜點來激發同學們學習英語的動力。

G202-1

悅讀趣
（中級）

每週四
15:40
∣
17:20

8

陳品潔
英二 A

8

羅晏涵
日三 A

12

蕭英華
英三 A

G202

Listen and Talk
（中級以上）

每週五
10:10
∣
11:50
G202

時事追擊
News Catchers -News Go! Go! Go!
（適合程度：全民英
檢中級以上）

每週五
10:10
∣
12:00

任國小英文老師。
著重口說及聽力的練習:
3. 2014 暑假曾到澳洲遊學 3
1. 每週介紹一個國家的甜點，內容有食
週。
譜、國家介紹、故事等等。
4. 學習興趣：
2. 單雙週會進行影片欣賞與討論和經 (1) 喜歡看美國影集或電影，學
典美食分享。
習較生活化的用語。
 將每週所學搭配美食遊戲大比拚，透過小 (2) 閱讀不同風格的雜誌來增
組競賽增加趣味性。
加自己學習的動力。
 每週也會藉由閱讀雜誌加強閱讀能力
(3) 與外國朋友透過聊天來維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雜誌、DVD
持英文語感。
影片
本組著重「閱讀」
，透過閱讀各類文章增進對
文章的分析與閱讀能力，並透過全英語交流，
回答開放性問題，提升口說流利度。同時也運 1. 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2. 學習興趣：喜歡藉著看電影
用聽英文歌曲增加樂趣也增強聽
聽音樂來學習英文，記錄喜
力。寫作部分, 小組長會要求組員寫下對文章
的心得與感想,並和其他組員一起分享,藉此
歡的俚語或慣用語。
磨練寫作能力與流暢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書籍、雜誌
1. 多益 885 分、日檢 N2 通過。
2. 2014 年美國加州短期留學 10
週，獲得 straight A 及全勤證
書。
1. 以雅思口說題目與外語自學室 ICQ 問題集
3. 擔任 104 學年第 1 哩外語自
和課堂同儕討論→練習聽解和口說
學室導覽解說員
2. 觀賞 Jeffrey 英語新聞及講稿填空聽寫→練
4. 學習興趣：
習聽解
(1) 選擇自己有興趣的教材、篇
3. 閱讀分享雜誌篇章→培養閱讀習慣、練習
章學習。
朗讀、上台發表
(2) 準備檢定考試：維持學習動
＊勇敢開口說英文 ＊培養自學習慣
力 並 從 檢 定 書 籍 中 學 英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All+雜誌、空中英語教
文。
室、雅思檢定書籍、ICQ 問題集、英文新聞剪
(3) 美國影集 FRIENDS、TED
報、Jeffrey 英語新聞
TALK：訓練英文聽力。
(4) 閱讀英、日文書籍、雜誌：
訓練外文熟悉度、閱讀理解
能力、閱讀速度。
★活動內容主要著重於「口說能力」,以「新
聞報章雜誌」及「新聞廣播」為主要討論題材。
1. 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
☆活動一:【聽+讀 新聞】:以本週中外重要時
事討論為開頭導入主題,每次小組活動安排兩 2. 現任高中生國文英文家教。
則聽的新聞以及一則讀的新聞，相輔訓練聽 3. 曾任佳音英語兼職助教、國
中鮭魚返鄉寒暑期課業輔
力速度,以及閱讀文章抓重點的能力;並且做單
導志工。
字及片語的討論。
4.
學習興趣：定期觀看 TED、
☆活動二:【新聞導播】:人人都可以成為小主
播!每週 2~3 人上台,對於當次小組的聽+讀
VOA, 、 Breaking News
新聞用自己的話朗讀或重新擬新聞稿,除了可
English 等線上英文學習網
訓練膽量及自信;也可訓練英語口說流暢度和
站，欣賞美、日影集、音樂
組織架構能力。活動會全程錄影,記錄他人的
劇。閱讀英文經典小說及有
播報內容能訓練聽力也可彼此學習。
聲書。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雜誌及互動光碟
CD, Taipei Times 剪報。


G402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每週一
13:30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
15:00
(N2 – N3)
G202-1
9/21/2015 9:38:43 AM

1.
2.

8

袁夢蓮
日三 C

透過文章學習旅館、餐廳、洽商時所使用的商
用日文，加強組員對敬語與謙讓的使用方法，
說出一口漂亮的日文！同時會做情境模擬，練
習臨場反應應對進退，並以紙本和錄音方式記
3.
錄學習成果。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 DVD、書籍教材
4.

日檢 N1 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學
吧！日本語」以及第 26 期
「日語 RPG」等自學小組。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
諮詢員。
曾參加東吳大學高中職日
語演講比賽，獲得「流利
4

5.
6.
7.

每週三
13:30
∣
（N4 以上，懂日文五
15:20
十音和基礎日文單字
可。）
G202-1
日文高處爬

每週三
日檢 N3，パス
15.30
∣
（適合程度：學習日 17.10
文 1-2 年者）
G202

每週五
10:20
∣
（適合程度：N3 以 12:00
上）
G202-1

8

8

李奇峯
日三 A

李俞慧
日三 B

日檢 N2! 出擊!

9/21/2015 9:38:43 AM

8

陳姿均
日三 B

1. 歡迎想建立自學日文習慣的組員參加。
2. 根據組員程度選擇適合教材。
1.
3. 組員需利用空堂以外語自學室單字文法教 2.
材學習。
4. 組員上台分享學到的單字文法並做延伸，
共同學習。
5. 每周閱讀一篇日文新聞，了解日本時事。
6. 每周進行主題式會話，用日文表達想法。 3.
7. 以小遊戲親近日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新日檢絕對合格單字大
全、考上日檢的文法筆記本...等單字文法教材
1. 每週做一回 N3 模擬試題練習，然後在小組
聚會時間檢討與討論，培養日檢實力。
2. 透過分享日本文化，對日本能有更深的了
1.
解。
2.
3. 與組員用日文一同討論日本文化，增進口
說能力。
4. 利用歌曲聆聽，增進日文聽力。
5. 練習上台發表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3.
1. 日檢 N3 模擬試題
2. 聽解、文法教材
3. 樂勝 N3 單字總整理
1.
2.

獎」
。
具多次日本商品展打工經
驗。
具日本短期留學經驗。
學習興趣：透過動畫、遊
戲、小說增加自己對於日文
聽、讀能力，也常透過網路
活動練習口說和撰寫文章。
日檢 N1 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看
日劇，學聽說」以及第 26
期「雜誌延伸讀」自學小
組。
學習興趣：喜歡看日劇、動
畫及遊戲實況學習日文，從
興趣中學習外文。

日檢 N3 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日
文聽說大突破」以及第 26
期「看日劇 挖寶趣」等自
學小組。
學習興趣：看日劇學日文。

日檢 N3 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職
1. 以日檢 N2 模擬試題做為小組教材，透過每
場英文—我想成為接班人」
週練習題目，熟悉日檢 N2 考題方向、答題技
以及第 26 期「日語動起來」
巧，並提升作答速度。
等自學小組。
2. 學習製作學習單講義，分享解析題目。
3. 大一時，擔任班級文書長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檢 N2 模擬試題
及日聽小老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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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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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9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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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看雜誌學英語
10:10
∣
程度不拘，歡迎任何 12:00
想增進英文能力的同
學，我們一起努力！ 教室
5412

9

星期一
13:30
英文雜誌 Easy Go！
∣
15:20
程度: 基礎、想努力
學英文的人
教室
5412

9

星期一
「益」起「FUN」輕 15:30
「Song」學英文
∣
17:20
程度: 對學習英文有
興趣者都歡迎參加。 教室
5311

9

跟著 TED 學英文
9/21/2015 9:38:43 AM

星期一

9

柳柔安
會三 C

高筠蓁
會三 A

鄭翰博
企四 C

小組目標：透過雜誌的閱讀，增加單字
量，提升對英文文章的理解力。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2. 課程規劃：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1)第一次聚會讓組員認識彼此並於了解大家
2.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多
的想法後決定所要閱讀的雜誌；之後課程分
益 850 分
為兩部分進行，第一堂課進行雜誌文章的閱
3. 曾參加第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讀與講解，第二堂課由小組員以英文分享最
「來自昕昕的英文」、「多益
近閱讀的文章或欣賞的電影。
貳點靈」
(2)不定期分享外語自學中心資源，讓小組員
4. 曾參加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
活用這些資源提升外語能力。
「黃金認證多益班」
(3)希望能和小組員在輕鬆的氛圍中一起提升
5. 擔任故宮博物院志工
英文實力，想要英文進步嗎？快加入小組和
學習興趣：電影、影集欣賞、閱
我一起看雜誌學英語吧！
讀雜誌、小說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文雜誌、線上資源、其他外語自學教材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小組以互動英文雜誌為主，挑選有趣及程度適
2. 現擔任東吳大學國際與兩岸
合的主題文章，以增進閱讀量及聽力練習為前
學術交流事務處志工
題，並延伸與雜誌相關的基礎生活會話、單字
3. 曾擔任東吳大學基層文化服
及文法等。另外，每週將有 3 分鐘進行簡單英
務團志工組組員
文分享，漸進式提高個人口說能力。
學習興趣：很喜歡結交朋友，近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程目標希望能成為交換學生到
CNN 互動英語、LIVE 互動英語、空中英語
美國，目前有在補習英文，雖然
雜誌、DVD 及其他相關雜誌
英文並不是特別好，但是希望能
跟大家一起努力進步！
1. 學習目標：
本小組主要以準備多益考試為主，每次活
動都會準備少許多益題目，以培養大家未
來就業的競爭力。另外，每周也會介紹 2-3
首英文歌給大家認識，除了可以讓大家體
會英文的樂趣之外，也可以順便練習聽力
和口說的能力。
1.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2. 學習方式：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1)本小組每次活動都會先寫部份多益的聽力 2.參加過光鹽社、如來實證社團。
題目，寫完後立即檢討，和組員們一起討論 3.參加過 EF 暑期 LA 遊學團
題目，並解決問題。
學習興趣：
(2)為了提高組員對於英文的學習興趣，將會 平常我喜歡聽英文歌、看外國影
在第二堂上課聽一些英文歌曲，並適時補充 集，也喜歡觀看 NBA 美國職
一些有趣的英文影片給大家欣賞，以提高大 籃，藉此來提高自己學習英文的
家對英文的樂趣和對美式文化的了解。
興趣。
(3)每位組員都須上台報告喜歡的英文歌或其
他相關主題。
(4)其中一次活動會觀賞一部英文電影並請組
員們繳交心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多益測驗教材、雜誌、影集、線上資源

張心瑜 每週會帶一個小活動或由一個主題延伸讓大 1. 曾參加過第 24,25,26 期外語自
6

程度: 不拘，有熱情
的心即可

會三 D 家討論，並讓大家分享自己的意見與看法，之

15:30
∣
17:20
教室
5313

大家學英文

星期三
13:30
∣
15:20

9

程度: 不拘

李宜儒
會三 C

教室
5412

旅遊英文 easy get!

星期三
13:30
∣
15:20

9

程度:不拘

翁子鈺
法三 C

教室
5311

看電影吧!

星期四
10:10
∣
12:00

9

程度:不拘

孫育慧
法二 C

教室
5312
星期四
「益」起來聽英文
10:00
∣
程度: 預備報考多益 12:00
者
教室
9/21/2015 9:38:4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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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遠宏
法三 C

學小組
後一起欣賞相關的 TED 影片。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1. 構想是 21 世紀的貨幣，TED 裡有世界上 3. 參加會計系系學會
傑出的人所做的分享與演講，ideas worth 學習興趣：
spreading！是我們最好的教材！
美國影集、閱讀、電影、單車、
2. 不要害怕學習英文，在這裡我們交的是朋 美食
友，讓我們用活潑年輕的心一起學習英
文，用不一樣的心一起看見世界。把你的
腦袋變成太陽馬戲團！
3. NEVER GET TIRED OF TRYING.誠摯
的邀請你加入我們一起學習一起開心的
笑。
4. 滿懷熱情的去追求，每天都充滿希望，每
天都有樂趣，每天都是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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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聲書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第一節課以課外的形式學習英文，主要是以英
2. 曾擔任第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語系國家的節慶、習俗或是有別於我們的習慣
「多益貳點零」小組長
等等內容來分享，或是著名的電影、音樂，想
3. 曾擔任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
以輕鬆的方式讓大家更了解他們的文化；第二
「益趣同功之妙」小組長
節課想讓大家分享自己最想去的國家，或是在
4. 參加過 2014 暑假國際志工社
暑假曾經去過的地方等等。
柬埔寨自組隊 隊員
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快樂地學習英文！
5. 2015 寒假國際志工社 台灣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隊員
雜誌、影集、電影
學習興趣：
喜歡看電影、聽音樂
1. 組員每周由英文雜誌中找一篇旅遊文章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並簡要介紹當地景點特色，小組長會指導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大家做成簡報或樹狀圖等等，以訓練對英 2. 曾擔任第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文的統整能力與口說能力。
「播 Fun 影音 News」組員
2. 摘錄每周生字並附上佳句，隔周抽考一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英文
次，增進字彙量與短句寫作。
檢定
學期中會欣賞有關旅行的電影，學習如何應對 4. 參加過法律知識研究社社團
旅行所會遇見的問題。
活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學習興趣：閱讀小說、欣賞英文
雜誌、DVD
影集
1. 藉由電影練習英語聽力。
2. 從電影中熟悉英語日常生活用語。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3. 看完電影後進行心得分享，著重於組員之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口語發音，希望提升組員自信，並鼓勵勇 2.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
於自主發言。
3. 參加過 LTTC 學術英語寫作
4. 本組希望藉由輕鬆的環境，讓組員主動開
閱讀班、射箭社團活動。
口說英文，並藉由電影帶動話題，讓組員 4. 曾赴美擔任交換學生。
暢談生活、旅行等各種經驗。
學習興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聽西洋音樂、看電影、旅行。
英語電影、影集。
1. 以多益聽力測驗為主軸，每次練習 50 題
(一半)，然後大家互相檢討，增進聽力的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敏銳度。(視組員程度調整多寡)
2. 每次小組穿插 TED 演講一則或新聞英文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 730
分
兩則，由成員輪流負責每週主題，然後互
3.
參加過新中會、法律系學會迎
相討論，盡量引導大家英文為主、中文為
新宿營、第 15 屆全國高中生
輔為終極目標。(當週負責組員提供 TED
法律營
網址或新聞英文文字稿)
7

5311

星期四
我在 UC Berkeley 的 13:30
兩個月
∣
15:20
程度: 對口說英文有
興趣都可以
教室
5412

一起畢業吧!
程度: 未達畢業門檻
皆可

英聽的益想世界

星期四
15:30
∣
17:20

9

方祐聆
法三 B

郝珮雯

9

財精
四A

教室
5412

星期五
13:30
∣
15:20

9

程度: 初中級

教室
5313

許笠祺
企四 C

當週若是 TED 則以聽力為主；若為新聞英文 4. 曾至香港、韓國自助旅行，馬
則以閱讀跟口說為主。
來西亞國際交流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學習興趣：增進英文聽力、學習
TOEIC 教材使用、線上資源
日文、法文，目標能出國留學
1.介紹美國的文化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2.分享在美國的生活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3.提供想要就讀暑期學校或是考研究所的人
2. 通過中級英檢/多益 830
方法及經驗
3. 參加過法律服務社及美國、日
4.以輕鬆的方式用英文進行課堂分享及對話
本自助旅行
5.希望其他學員也能分享其餘異國的點滴
學習興趣：
6.出國旅遊必學單字
喜歡閱讀英文的課外讀物.喜歡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拉小提琴.喜歡做點心給別人吃
互動英語雜誌，旅遊英文
1. 每周帶多益練習題，增加對多益考題的熟
悉度，閱讀部分將於下周進行檢討，針對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回家再次閱讀後仍不了解的題目進行討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論。
2. 曾擔任第 25、26 期外語自學
2. 英文文章閱讀，將有新聞、國家地理雜誌
小組小組長
旅遊介紹、英文雜誌等。
3. 參加過多益檢定
3. 活動內容可於第一次聚會可再討論協調。
學習興趣：小說閱讀、慢跑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線上資源、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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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一個人的旅行」小組長
3. 曾擔任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
「英文歌唱嘉年華」小組長
1.加強英文聽力
4. 參 加 過 青 年 領 袖 社 路 跑 活
2.聽力當中會搭配口說做練習
動、東吳城中轉聯企管負責人
3.搭配多益測驗聽力和閱讀練習
5. 日本(大阪、京都、奈良)自助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旅行
BIZ 雜誌、ALL+雜誌、多益測驗練習本、電
6. 考過會計丙級、社團經營師、
影，相關英文聽力的書
企業規劃師等證照
學習興趣：
平時喜歡聽英文歌，並了解歌詞
內容、看電影，希望跟我有相同
興趣的同學可以加入，並一起學
習，加強聽力。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日檢初級輕鬆過！

星期三
10:1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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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為初級文法介紹，配合著許多工具書、文
章的閱讀，帶領組員們一起熟悉文法的應用和
認識單字，並透過聽力練習提升日文聽解的能 1. 通過日文檢定 N3
力，最後搭配著日檢模擬題的練習，帶領大家 2. 在校學習日文已有三年
3. 取得多益測驗金色證照
沈玹逸 輕鬆通過日檢 N4、N5。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4. 曾至東京自助旅行
會四 C
日檢學習用書：善用 30 分鐘日檢 N4 樂樂過、 學習興趣：
完全掌握文法問題對策3 級、新制日檢絶對合 閱讀、看電影、旅行、聽音樂
格 N1,N2,N3,N4,N5 文法大全
日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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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僅依賴單字本背誦單字，總有令人枯燥且乏 1.
味之感?實際聆聽日本人的對話或歌曲，無形
林子峰 中即能了解單字的正確念法與使用時機，本小 2.
法四 B 組主要透過各種管道和方式記憶使用率最高 3.
之日文單字，且以在家中即唾手可得之方式， 4.
了解單字的記憶也可如此有趣。

程度: 50 音

教室
5412

歌!単語!
日本語勉強会!

星期三
13:30
∣
15:20

程度:50 音

教室
9/21/2015 9:38:43 AM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通過 N4 日文檢定。
參加法律系系羽。
參加福智青年社、擔任軍事研
究社總務長。
8

5313

9/21/2015 9:38:43 AM

2.在本小組單字主要是以片語、完整對話來記 5. 擔任法律扶助基金會志工。
憶，將節錄簡單日劇對話或歌詞，讓大家在影 6. 於推廣部學習日文中。
片中除了看之外也能聽聽道地講法並跟著練 學習興趣：
習勇敢說出口。
喜歡透過各種方式學習日文與
3.本小組主要流程:
了解日本文化，包括電視劇、日
(1)觀看及聆聽影片(日劇及動畫)、雜誌(或日 本節目、語言雜誌、動畫、日文
檢考題)等練習聽力
音樂歌曲等，除了學習也是一種
(2)找出關鍵單字及對話大家一起念!
消遣方式。
(3) 教學今日歌曲單字正確發音及念法
(4)一起唱日文流行歌吧!!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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