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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教學中心第 32 期 

二校區外語自學小組一覽表 

 

 

只要您 

 為本校在學學生 

 想利用課餘時間固定練習外語 

歡迎參加 5 週期英、日、德語口說討論會 

和小組長一起 

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進行自我導向學習   

互助合作學外語 

全勤組員期末可獲得參加證明 

 

【第 1 梯次外語自學小組活動時間】2018.03.12~2018.04.20（5 週口說討論會） 

雙溪外語自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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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中級） 

每週一 

13:10 

∣ 

14:40 
 

G202 

8 
周宣晴 

工二 A 

以說與聽為主軸 

․ Free talk 與英文破冰遊戲: 

    透過小活動，讓組員彼此互動，增進人際

關係，同時練習口說。 

․ 當週電影: 

    欣賞不同類型電影，從電影情節學習英文

口語表達方式，並透過討論電影中所探討的議

題，練習口說。 

․ Feedback: 

    兩兩一組，用英文分享當週學習反思，再

抽出兩三位上台發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我們買了動物園（檢

索號 DVD1344）、世界是平的（檢索號

DVD1060）。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31 期「雜
誌學英文」自學小組。 

2. 學習興趣：喜歡認識新朋
友，喜歡參與並領導團體。
喜歡看喜劇或劇情片，更喜
歡大家一同探討影片中的
社會議題。 

話中有「化」 

 

（中級～中高級） 

每週二 

13:30 

∣ 

15:00 
 

G202 

8 
劉宣欣 

英碩一 

藉由分享自身的旅行經驗，發表最喜歡的國家

文化。透過同儕的介紹，能吸收許多異國新

知。本組著重深度討論、發表異國文化小知

識，並且希望以全英語模式進行。喜歡旅行以

及瞭解新知識的你，歡迎加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Discovery、空中

英語教室) 

1. 多益 865 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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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期「旅行
者們 The Travelers」、第 27

期「多多益善」、第 28 期「英
倫探險隊」、第 29 期「新聞
英語萬事通」、第 30 期「I 

Speak Therefore I Am」以及
第 31 期「時事影音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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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
諮詢員。 

4. 曾赴韓國全南大學參加
2017 International Summer 

Session 

5. 2014.08.14-16 參加 AIESEC

全球青年領導力會前高峰
會。 

6. 104 學年曦晨高屏校友會副
會長。 

7. 學習興趣：喜歡看電影及有

聲書訓練聽力及語感，利用

空閒時間看展演並參加活

動開拓視野。 

English Cafeteria 
 

（中級～中高級） 

每週二 

15:10 

∣ 
16:50 

 
G202 

10 
莊宜瀞 

英四 C 

以 cafeteria 的概念作為本次小組核心

----CHOOSE WHAT YOU WANT TO EAT! 

有別於由老師主導學習內容，運用翻轉教育想

法讓參加的組員選擇自己想要討論的主題，可

於外語自學室雜誌中找出適用的文章，於小組

活動期間和其他同學分享文章內容和自身經

驗，再另以開放性問題延伸進行討論，以及有

趣的小遊戲增添學習樂趣。 

學習模式由「你」主導，不僅能選擇自身感興

趣的主題，也能因熱衷於該話題使得討論更加

豐富而生動。想要練習英語口說的同學不容錯

過! 讓同儕間的學習熱情激勵你學習英文的

動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13 種英語雜誌、美國

人每天說的話系列、DVD教材。 

1. 多益 835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7 期「英

文溜 E 下」、第 28 期「英文‧

我『聽』『說』」、第 29 期

「Fun TOEIC」、第 30 期「世

界即時通」及第 31 期「英

文遊你說」等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

諮詢員。 

4. 擔任 105學年第一學期雙溪

外語自學室「多益高分達人

經驗分享會」及 106 學年第

一學期「認識外語自學室&

外語自學小組活動說明會」

主講人。 

5. 學習興趣：喜歡藉由各式資

源管道學英文(網路平台、

看電影、書籍、交朋友等)；

喜歡從討論中學習。 

一起趣美國 

Let’s Learn American 
Culture Together 

 

（中級） 

每週三 

10:10 

∣ 
11:40 

 
G202 

8 
鄭子芸 

社四 A 

 透過多元媒材學習美國文化：在 5 週期間

運用自學室的影音、雜誌及網路影片資

源，從「食、衣、住、行、樂」五個最貼

近日常的角度來學習美國文化。 

 著重「聽」、「說」能力的訓練：透過每週

主題短片觀看訓練聽力；小組討論、分組

競賽及情境劇演出來訓練口說能力。 

（主要活動一） 

分組競賽讓組員邊玩邊學：觀賞每週主題短片

後一起與組員討論影片內容，並透過分組競賽

遊戲練習如何用英文表達想法。 

（主要活動二） 

寫實的情境劇讓英文融入日常：組員協力演出

在國內、外可能遇到的各種英語情境，提升英

語口說實戰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影片、會話參考

書。 

1. 多益 800 分，托福 89分。 

2. 自學經驗豐富，曾參加第

30 期「時事你我他」、第 31

期「英文遊你說」以及第

31 期「由此益說」等英語

自學小組。 

3. 美國西岸及東岸旅遊經驗

兩次。 

4. 學習興趣： 

  「聽」：喜歡看 YouTube 英      

  語教學頻道、看 TED演講訓   

  練聽力並獲取新知、聽英文 

  歌曲學習道地的日常用語。 

「說」：看影片時運用跟讀 

的方式訓練英語發音，運

用錄音及錄影方式訓練口

語表達能力。 

「讀」：看英文雜誌、原文

書、新聞來訓練閱讀能力

並獲取新知。 

「寫」：抄寫英文文章來熟 

悉文法及單字、片語，運 

用習得之新單字及片語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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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造句並運用文法軟體檢 

核寫作錯誤。 

會話凱麥拉 

Ｅnglish 

Conversation 
 

（初級~中級） 

每週三 

13:00 

∣ 
15:00 

 
G202-1 

8 
古莉筠 

社三 A 

【會話】 

*每週不同的會話主題 

1. 學習英文日常會話以及旅遊會話 

2. 以演戲(角色扮演)的方式演練會話 

3. 增加在各種英文情境下互動的經驗 

【口說】 

*Free talk、影片討論 

1. 累積口說經驗 

2. 增強對口說的信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ALL+互動英語雜誌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9 期

「Let’s Go to USA」、第 30

期 「 The Pursuit of 

HAPPYness」以及第 31 期

「英文面面觀」等自學小

組。 

2.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3. 學習興趣：喜歡透過觀賞英

文影片或聽英文歌曲的方

式練習英文聽力。 

Ｔeam Enjoy 

Discussion ∞ DIY 

 

（中級） 

每週五 

10:10 

∣ 
11:40 

 
G202 

8 
謝欣筠 

英三 B 

自行設計想學習的活動內容，和組員進行延伸

討論；另外，搭配小任務，將英文與日常生活

情境結合。 

能自由設計分享活動 

能針對組員的活動設計給予意見回饋 

能從分享活動中提出相關討論問題 

能藉由問題討論和組員交流想法 

能小組合作擬定題目並討論作戰策略 

能和組員分享進行任務的心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有聲書 

1. 多益 850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 

小組長，領導第 29 期「嘰哩 

呱啦 Show Myself」、第 30 

 期「聲聲入魂」及第 31期「由  

 此『益』說」等自學小組。 

3. 學習興趣：瀏覽英文學習相 

   關頻道及文章，發現平常可  

   能不會注意到的用法，也接  

   觸多元的題材，藉由英文雜 

   誌，瞭解與生活相關的資 

   訊。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粉絲俱樂部 

 

(N4 左右即可參加) 

每週三 

13:10 

∣ 
15:00 

 
G202 

8 
蔡佳辰 

中三 C 

本組的重點為利用「日文流行歌」及「雜誌文

章」來學習日文。分享自己的興趣、喜愛的歌

曲及文章進而接觸到日文本身，除了增添學習

的樂趣以外也能學習到新的知識。 

1. 「聽」：使用歌曲填空的方式練習聽力，學

習新單字。 

2. 「說」：利用簡短的日文發表，分享並討論

雜誌文章，增進閱讀及口說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跟我學日語、ライブ互

動日本語、地球村生活日語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

小組長，領導第 31期「簡單

學日文」自學小組。 

2. 曾參加中文系合唱團、雙溪

現代文學獎等活動。 

3. 目前努力學習日文中。 

4. 學習興趣：以日劇、動漫畫

及日本流行音樂學習日文，

最近也愛上 Youtuber，邊看

有趣的影片之餘也可練習聽

力。 

戲說日本 

 
(N2) 

每週三 

15:10 

∣ 
16:50 

 
G202 

8 
賴星慈 

日四 C 

1. 以介紹與討論日本民間故事提升口說能

力。 

2. 透過日本民間故事背景瞭解日本文化。 

3. 從故事中學習單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ライブ互動日本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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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旅
日達人」自學小組。 

3. 曾赴日本拓殖大學留學半
年。 

4. 學習興趣：看日劇學日文，
透過節目瞭解日本文化。 

德語自學小組 German Self-Help Group 

說「德」一則好故事 
 

（初學者或零基礎

皆歡迎參加） 

每週一 

13:05 

∣ 
14:45 

 
G202-1 

8 
張鳳鈴 

政三 A 

小組長將帶領組員選讀 4 本初級童話有聲

書，以主題式學習如何讀懂童話故事。每本故

事書都有 3至 4 個單字主題懶人包，可以幫助

初學者聚焦德文概念。同時以學習單及原音呈

現的 CD資源作為輔助，對訓練聽力或發音都

大有幫助。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Die drei kleinen 

Schweinchen（三隻小豬）、Rotkäppchen（小

紅帽）、Dörnröschen（玫瑰公主）、Geschichten 

hören und sprechen（德語故事聽說 ） 

1. 多益 910 分；

Goethe-Zertifikat A2 通

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9 期「想

法脫口說」、第 30期

「Target TOEIC」以及第

31 期「歡迎來到德國」等

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

諮詢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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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中三年第二外語主修德

文。 

5. 學習興趣：背單字、看影集

或電影、閱讀，目前正自學

準備托福及

Goethe-Zertifikat B1。 

 

城中外語自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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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人行不行 

程度：不限 

每週一

15:10 

∣ 

17:00 

教室 5311 

9 
蕭宇恬

法四 C 

本組自學主要是透過觀賞美劇六人行，不

只學習口語話的生活日常用英文，更藉由

觀賞 90 年代的影集與現在的思想差異進

行反思、討論。 

第 1 次聚會: 相見歡＋活動介紹 

相見歡讓組員先進行簡短的自我介紹，認

識彼此，再透過小遊戲來破冰。 

第 2~5 次聚會: 

(1) 每次小組聚會時，讓組員們花 2-3 分鐘

用英文簡短的分享最近發生的生活趣

事，藉以提昇口說以及聽力。 

(2)BBC 新聞、CNN 雜誌 

(3)六人行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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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外語自學小組『簡單

英文快樂說』小組長、第 30 期外語

自學小組『搶救多益大作戰」小組

長、第 29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停

看聽』小組長參加ＡＬＳＡ社團活

動 

3. 參加過托福、多益檢定 

4. 參加過 Alsa、法律服務社社團活

動、東京大阪自助旅行 

學習興趣：看電影，旅行，聽音樂，寫

小說 

輕鬆學英文 

程度：不限 

每週二 

13:10 

∣ 

15:00 

 

教室：5312 

9 
翁子鈺 

法五 C 

本組自學主要是透過閱讀雜誌與欣賞電影

與歌曲學習英文，組員也可以介紹歌曲或

是分享每周趣事，訓練英文口說。 

第 1 次聚會 : Self-introduction, writing 

feedback 

第 2 次聚會 : listening“Reflection” and 

discuss 

第 3 次聚會: Watching magazine article 

and discuss 

第 4 次聚會: 每周趣事分享，心得回饋 

第 5 次聚會: Watching “Toy Story” and 

discuss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oy Story，IVY，

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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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8、29、30、31 期外

語自學小組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 800 分英

文檢定 

4. 參加過法律知識研究社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閱讀小說、欣賞英文影集 

從「心」學英文 

程度：初級 

每週三

10:10 

∣ 

12:00  

 

教室 5412 

9 
劉力菁 

企三 B 

本組自學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每天都接觸

到英文，養成每天固定練習英文的習慣，

畢竟英文在現代是非常有力的語言工具! 

第 1 次聚會: 介紹語言教室可用資源及每

次聚會活動內容、分組和彼此互相認識 

第 2 次聚會:欣賞影集《六人行》和觀後心

得討論，流行音樂填空 

第 3 次聚會:欣賞影集《六人行》和觀後心

得討論，線上英文資源聽力填空 

第 4 次聚會:欣賞影集《六人行》和觀後心

得討論，短文填空練習 

第 5 次聚會:欣賞英文名言佳句，各組分享

參與這次自學小組心得，一同討論及互相

回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六人行》、線上英

文網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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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

Go on and on」小組長 

3. 通過東吳大學英文畢業門檻檢定 

4. 參加過 104 學年「英語文加強班」第

1 期課程「美語發音入門」 

5. 有日本沖繩五天、韓國八天、澳門四

天的自助旅行經驗 

學習興趣： 

1.  閱讀英文小說、漫畫以及雜誌 

2.  聽西洋音樂流行歌曲 

3.  線上英文網站練習 Voice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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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 TED 學英文

程度：不限 

每週三

13:10 

∣ 

15:00 

 

教室 5314 

9 
許睿容 

法四 C 

本組自學主要是… 

第 1 次聚會:組員自我介紹、小組活動介

紹、意見交流 

第 2 次聚會: 「TED - 四個學習外語的原

因」、小組討論 

第 3 次聚會:「TED -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是

場不停的戰鬥」、小組分享 

第 4 次聚會:「TED - 看法決定一切」、英

美發音差異、小組分享 

第 5 次聚會:組員心得感想、意見回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ED 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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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外語自學小組「基礎

文法總複習與簡單說」小組長 

3. 曾參加北京「中國政法大學」暑期

法律全英語授課課程 

4. 曾參加「台灣法律青年人才暑期實

踐基地」於上海博恩律師事務所擔

任實習生 
5.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繪畫、閱讀 

學習英文好輕鬆 

程度：不拘 

每週三 

15:10 

∣ 

17:00     

 

教室 5311 

9 
孫育慧

法四 C 

本組自學主要是練習英語聽力及會話。 

第 1 次聚會:相見歡、自我介紹、小組內容

介紹，聽力與會話練習。 

第 2 次聚會:聽力與會話練習。 

第 3 次聚會: 聽力與會話練習、影集欣賞。 

第 4 次聚會: 聽力與會話練習、影集欣賞。 

第 5 次聚會: 聽力與會話練習、影集欣賞，

組員心得發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IELTS 9 &10 

影集《美女上錯身》或《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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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期外語自學小組「多益

向前衝!」小組長 

3. 通過雅思檢定 7 分，全民英檢中高

級 

4. 參加過射箭社團活動、美國交換一

學期、國際人道法模擬法庭全英文

競賽 

學習興趣：聽音樂、看影集。 

道地英文輕鬆說 

程度：不限 

每週三

15:10 

∣ 

17:00 

 

教室 5312 

9 
潘曉儀   

貿二 B  

本組自學主要以提升英語聽力為主，從影

集中練習日常生活中實用的單字片語，以

輕鬆活潑的方式接觸英文。 

第 1 次聚會: 認識新夥伴、自我介紹，介

紹每週小組聚會的進行方式。 

第 2 次聚會: 觀賞英劇<The Crown>認識

新單字、片語 

第 3 次聚會: 日常趣事英文分享，CNN 雜

誌閱讀，心得分享。 

第 4 次聚會: 觀賞英劇<The Crown>認識

新單字、片語。 

第 5 次聚會: 心得分享，成果發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線上學習資

源、自學室教材、CNN 雜誌、英劇<The 

C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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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

大 fun songs」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中高級初試、

多益 800 

4. 參加過泰國、寮國自助旅行 

學習興趣：西洋歌曲、影集、看小說、

旅遊、美食 

環遊世界學英文 

程度：不限 

每週三

15:10 

∣ 

17:00  

 

教室 5313 

9 
陳怡君 

法四 C  

本自學小組期望透過多樣化的課程內容達

到學習英語之成效，除第一次由小組長進

行小組活動介紹外，第二到五次分別由組

員挑選下列主題進行報告分享。 

第 1 次聚會:自我介紹+小組介紹 

第 2 次聚會:組員分享-英語歌曲欣賞與分

享 

第 3次聚會:組員分享-彭蒙惠 Advanced雜

誌導讀+討論 

第 4 次聚會:組員分享-CNN 新聞影片觀賞

+討論 

第 5 次聚會:組員分享-外國電影欣賞與討

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彭蒙惠 Advanced

雜誌、-CNN 新聞影片、英語電影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31 期外語自學小組「看動

畫學英語」小組長 

3. 通過 TOEIC 英文檢定 

4. 參加過 ALSA 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聽音樂、影集與電影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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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們一起

看的電影 

程度：不限 

每週四

10:10 

∣ 

12:00 

 

教室 5311 

9 
許祐瑄 

財精四 A 

本組自學主要是… 

第 1 次聚會:自我介紹+外國電影欣賞 

第 2 次聚會:閱讀英文雜誌+外國電影欣賞 

第 3 次聚會:組員電影分享+外國電影欣賞 

第 4 次聚會:電影相關單字遊戲+外國電影

欣賞 

第 5 次聚會:外國電影主題曲+外國電影欣

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英文雜誌/影集

-CSI 犯罪現場/電影-史密斯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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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期外語自學小組「一起

FUN 英文」小組長 

3. 曾擔任第 30 期外語自學小組「救救

菜英文」小組長 

4. 曾擔任第 31 期外語自學小組「快樂

ABC」小組長 

學習興趣：習慣於日常生活中用心感受

英文，聽外國音樂，欣賞外國電影，在

輕鬆愉悅的環境下快樂的學習與成長！ 

生活美語 go! 

程度：不限 

每週四

10:10 

∣ 

12:00  

 

教室 5312 

9 
簡妗羽 

法二 c 

本組自學主要是… 

第 1 次聚會:小組相見歡！ 

第 2 次聚會:音樂分享、影集欣賞 

第 3 次聚會:短文閱讀、影集欣賞 

第 4 次聚會:口說練習、影集欣賞 

第 5 次聚會:影集欣賞、總結時間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法庭女王、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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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外語自學小組「托福

背單字」小組長 

3. 通過多益英文檢定 

4. 參加過 alsa 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學習英、日文 

 

 

【第 2 梯次外語自學小組活動時間】2018.05.07~2018.06.08（5 週口說討論會） 

雙溪外語自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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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樂歌喉讚 

English Perfect 
Pitch Perfect 

 

（中級） 

每週一 

13:10 

∣ 

14:40 
 

G202-1 

12 
林愛珈 

英二 A 

本組將以英文歌曲資源作為學習媒介，磨練口

說與聽力。透過耳熟能詳的英文經典老歌，或

是近代最 in 的西洋流行樂，讓組員研究歌

詞，又能輕輕鬆鬆學英文！盼能吸引喜愛音樂

的同學踴躍參與這個自學小組，除了可以欣賞

各式各樣的音樂類型，也能學到不同場合、情

緒或風格的英語用字遣詞應用方式。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雜誌—Reader’s Digest (Free Talk 主題) 

2. 電影—The Sound of  Music, Mama Mia 

1. 多益910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31期「認

識各國英語腔調」自學小

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

諮詢員。 

4. 曾在澳洲、越南、新加坡等

國家就讀中小學。 

5. 學習興趣：語言、文學、音

樂、美術。 

經典改編電影的秘密 

Two Versions 
Two Feelings 

 

（初級、中級） 

每週二 

13:10 

∣ 

15:00 
 

G202-1 

8 
阮怡群 

中三 C 

以曾經改編成電影的兩個故事《愛是您，愛是

我》以及《阿甘正傳》的電影與有聲書搭配使

用，既練習口說，也透過閱讀文本，比較並學

習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同時希望引起組

員對改編電影的原著小說有興趣，進而瞭解有

聲書教材的妙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Love Actually （ 有 聲 書 / 檢 索 號

CDER27902.SB） 

2. Forest Gump （ 有 聲 書 / 檢 索 號

CDER37502.SB） 

3. Love Actually（電影/檢索號 DVD312）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9 期

「How We Learn from the 

World」、第 30 期「名人軼

事學英文」及第 31 期「生

活處處學英文」等自學小

組。 

2.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

諮詢員。 

3. 高中時曾代表學校赴維也

納姊妹校交流，開啟對英語

的熱忱與對各種議題的新

看法！ 

4. 學習興趣：喜歡閱讀及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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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新聞、或與各種議題各

國文化相關之文章；喜歡透

過看電影、聽音樂學英文；

喜歡透過旅行、與 native 

speaker 聊天的過程，認識

語言使用法。 

娛樂 E 籮筐 

Let’s have fun 
together! 

 

（初級、中級） 

每週二 

15:10 

∣ 
17:00 

 
G202 

8 
劉雅瑄 

工二 B 

1.聽、說：從主題討論、英文短片、Free Talk、

及小組遊戲的內容來訓練聽與口說的能力。 

2.能利用五週內所學的英文單字、片語及內容

介紹，應用到生活情境對話 

3.讓組員對多元的娛樂文化有更多認識。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 互動英語雜誌、

ALL+互動英語雜誌、實用空中美語、CNN 互

動英語雜誌 

1.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 

小組長，領導第 31 期「舌

尖上的英文」自學小組。 

3. 學習興趣：喜歡透過音樂、

電影、影集與生活旅遊等節

目來練習聽力並瞭解多元文

化。接觸多方面的英文書籍

（雜誌、漫畫、短篇故事等）

來培養語感，並增進字彙與

句型量。 

日常英文大爆炸 

Daily Theory 
 

（初中級） 

每週三 

13:10 

∣ 
15:00 

 
G202-1 

8 
嚴婉庭 

日二 B 

你還在為台式英文而苦惱嗎? 本組將透過慣

用語分享、會話練習以及影劇跟讀等活動，針

對生活對話做練習，學習如何使用道地英文與

正確的搭配字詞，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

加！ 

【活動一：慣用語分享】小組長分享日常實用

搭配詞與慣用語，讓同學認識更多相關字詞。 

【活動二：會話演練】針對當日所學的慣用

語，分組進行會話寫作練習並上台發表。 

【活動三：影劇跟讀】透過跟讀美劇，以輕鬆

有趣的方式練習發音以及日常用語。 

【活動四：FB討論版留言】每週會後在 FB小

組討論版上分享今日所學的兩個慣用語並造

句，加深學習印象。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2 Broke Girls   

2. Life Talk 美語會話脫口說 1 食衣住行 

1. 多益 870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31 期「說

故事學英文」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

諮詢員。 

4. 曾赴英、美暑期進修。 

5. 學習興趣：休閒時喜歡聽音

樂、看影集，並透過各式網

站練習英文與培養思考的

能力。 

E 起大聲說 

 

（想練口說者都歡迎

參加） 

每週五 

10:10 

∣ 
11:40 

 
G202 

8 
魏郁芳 

英三 B 

 藉由戶外訪問陌生人的活動，練習對

話，也增加英文學習的趣味性。 

 閱讀並討論雜誌文章，增進口語表達能

力。 

 透過發表電影觀後感，可練習口說，也

能讓組員從中獲得省思以及正向人生

觀。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雜誌、電影
DVD 

1. 多益 795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9 期「慢

慢說，說漫漫」自學小組、

第 30 期「時事你我他」以

及第 31期「英文『Hold 得

助』」等自學小組。 

3. 學習興趣：觀賞各國電影或

影集，從中學習日常用語、

激發學習語言的興趣。聽英

語歌曲，練習發音、語感。

透過 TED、VoiceTube 等線

上影片，訓練聽力、獲取新

知。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日劇大臨演 

 

(約 N3 或學習日文一

年半程度) 

每週三 

13:10 

∣ 
15:00 

 
G202 

8 
蘇伊柔 

日二 B 

使用 99.9刑事專門辯護士、半澤直樹兩部日

劇為主要教材，參加組員若先行看過劇情為

佳。我們會藉由其中的幾個片段來加強日文聽

力技巧，並以情境對話認識日本職場如何應

對。也會藉由練習台詞稿，熟悉日文發音與說

話習慣。歡迎對日劇有興趣的大家來參加！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日文雜誌：ライブ互動日本語 

1. 多益 905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31 期「角

色扮演一起來」自學小組。 

3. 105-2 參加日文朗讀比賽，

克服心理壓力並完成自己

設下的目標，記住重音流利

說出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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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音教材：99.9 刑事專門辯護士、半澤

直樹 

4. 105-2擔任社會服務團春日

隊第 11 期服務員，到花蓮

春日國小服務的同時，也學

會自省與克服挫折困難的

能力。 

5. 105-1擔任日文系系學會外

務部成員，舉辦系運及日文

卡 K活動。 

6. 2013年至英國遊學 21天，

實地和外國人相處，學習生

活化的英文。 

7. 學習興趣：喜歡看日劇及聽

日文歌，透過喜愛的偶像，

促進自己學習語言的熱忱。 

熱愛看日文漫畫，透過有趣

的圖片及生動的對話，了解

生活化的日語。 

日語雜誌跟我這樣讀 

 

(基礎初級) 

每週三 

15:10 

∣ 
17:00 

 
G202 

8 
郭瀞文 

社三 A 

 透過雜誌加強日語會話能力 

 畫中有話 

練習演示初級對話情境，看圖說話。 

 發音特訓班 

每週針對不同的主題單字練習發音。 

 觀光旅遊 

互動日本語雜誌每月會介紹不同的地

區，組員用 1 分鐘進行簡單的全日語介

紹，然後再用 5-10分鐘介紹單字句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ライブ互動日本語 

1. 日檢 N2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

學小組長，領導第 29 期「日

本我來了」、第 30期「看柯

南學日文」以及第 31 期「日

語演藝廳」等自學小組。 

3. 學習興趣：喜歡使用日劇、

動漫、youtuber 等等的影

音資源，用娛樂的方式學習

日文，透過這些影音資源不

只學習語言，更透過這些方

式瞭解一個國家。 

韓語自學小組 Korean Self-Help Group 

一起快樂自學韓文 
 

（初級，建議會字母

後再參加） 

每週一 

13:10 

∣ 
14:50 

 
G202 

8 
余芷瑩 

哲學四 

學習目標以口說為主~ 

  ※期望五週後能用韓文做簡單對話※ 

三大活動內容： 

◎主題式韓文教學： 

  每週訂定不同主題介紹，例如數字、點餐、

自我介紹！ 

◎影片欣賞與角色扮演: 

  選取韓綜或韓劇的片段進行練習並兩兩對

話，加強語感！ 

◎韓國文化知多少： 

  你真的瞭解韓國嗎？讓我們一起透過分享

互相交流！ 

歡迎喜歡韓國文化的同學一同參與，數量有

限，報名要快！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自學韓語看完這本就能

說 

1.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

小組長，領導第27期「What Is 

Your Favourite Dessert」、

第 28 期「學英文，『音』你而

起」、第 29期「多益學習我不

怕」以及第 30 期「英文，『遊』

你來挑戰」等自學小組。 

2.106 學年第一學期赴韓國建

國大學交換研習。 

3.2015-2016 暑假曾到印尼教

國小兒童英文。 

3.2014暑假曾到澳洲遊學 3週。 

4.學習興趣： 

(1)喜歡看外國影集、電影或韓

劇，學習生活化英語或韓語。 

(2)喜歡用不同語言來記錄生活

的點點滴滴。 

(3)與外國朋友透過聊天來維持

英文或韓文的語感。 

泰語自學小組 Thai Self-Help Group 

沙哇滴咖 

一起遊泰國 

 

（歡迎對泰國語

言、文化、美食、

每週二 

13:10 

∣ 
14:40 

 
G202 

10 
陳怡瑄 

工一 A 

 學習目標 

1. 希望透過五週學習計畫，能具備泰語自我

介紹、簡單對話的能力。 

2. 透過學習基礎泰文，讓組員產生對東南亞

語言的興趣。 

3. 透過經驗分享、相互討論，不僅讓同學練

1. 2017 暑期曼谷國際城市教

學志工（團長） 

2. 2016 寒假曼谷國際城市教

學志工（團員） 

3. 2015國際青少年發明展 接

待翻譯國際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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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教育有興趣

者，一起體驗

Amazing 

Thailand。） 

習口語表達能力，還能更深入、認識泰式

文化。 

 每週計畫 

第一週 認識泰國：相見歡、小組規則、學習

資源(網站 app)、認識泰語的起源、泰國地理

位置、泰語打招呼用法 

第二週 旅行在泰國：練習說數字、基礎會話 

(問候語)、秘密景點分享 

第三週 電影分享：議題討論、泰語自我介紹、

情境劇設計 

第四週 食在泰國：練習說泰國菜名、認識泰

國菜特色、點心或泰國菜分享、複習自我介紹

與會話 

第五週 回顧：拍攝成果影片、複習五週學習

內容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關於東南亞文化的電影

或英文雜誌 

4. 2015 暑期曼谷國際城市教

學志工（團員） 

5. 2015 泰國國際學校暑期遊

學團（團員） 

6. 學習興趣：喜歡學習語言，

也喜歡透過語言去了解異

國文化，欲藉由文化交流、

語言分享來讓大家對泰國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城中外語自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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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福向前衝 

程度：適合未接觸

過托福或剛起步者 

星期一 

10:10 

∣ 

12:00 

 

教室 5317 

9 
蔡承憲 

資四 B 

本組自學主要是想要認識托福的同學，或

是想要練習口說的皆可以參加~~ 

第 1 次聚會:了解組員程度、綜觀托福聽說

讀寫 

第 2 次聚會:閱讀題型分析+口說練習 

第 3 次聚會:聽力題型分析+口說練習 

第 4 次聚會:口說題型分析+口說練習 

第 5 次聚會:寫作題型分析+口說練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OEFL IBT 題庫、

TOEFL IBT 口說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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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1 自學小組

「多益達標衝刺團」、「托

福讀書會」小組長 

7. 參加過多益英檢 

8. 美國遊學一個月 

9. 紐約自助旅行 

學習興趣：喜歡生活化的英文用

語、輕鬆溝通，看影集學習英文 

電影口說讀書會 

程度：不拘 

星期二 

13:10 

∣ 

15:00 

 

教室 5312 

9 
吳侑珊

經三 A 

本組自學主要是透過看電影及閱讀雜誌方

式學習日常英語句型用法，以及增強英文

聽力及口說能力，讓自然英語對話不再是

件難事。 

第 1 次聚會:自我介紹+小組規劃討論+雜

誌閱讀 

第 2 次聚會:練習英語情境對話+閱讀心得

分享+雜誌閱讀 

第 3 次聚會:練習英語情境對話+閱讀心得

分享+雜誌閱讀 

第 4 次聚會:看電影 

第 5 次聚會:小組心得+電影心得分享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雜誌，電影，

單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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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外語自學小

組「學習英文 so easy」小組

長 

3. 通過全球英檢 B1 

4. 參加過舞研社及東吳團契 

學習興趣：游泳，手工 

Fun 鬆「讀」和「聽」 

程度：不拘 

星期四 

10:10 

∣ 

12:00 

 

9 
彭芷涵

企三 A 

本組自學主要是透過雜誌培養閱讀理解能

力以及增加英文字彙，透過影集以及電影

培養聽力。且所使用雜誌、電影、影集會

視情況做更改，以利組員自學效果良好且

愉快。每周兩小時增加與英文接觸的時間。 

第 1 次聚會:相見歡、介紹小組內容、電影

欣賞：《羅馬不思議》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

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 

2. 第 29 期外語自學小組「輕鬆

學習英文」、第 30 期外語自

學小組「英文，Ready Go Go 

Go！」小組長、第 31 期外

語自學小組「益起讀和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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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 5311 第 2 次聚會:上週電影心得、雜誌閱讀、英

語歌曲、影集欣賞：《CSI》 

第 3 次聚會:雜誌閱讀、電影欣賞：《巧克

力冒險工廠》 

第 4 次聚會: 上週電影心得、雜誌閱讀、

英語歌曲、影集欣賞：《CSI》 

第 5 次聚會: 雜誌閱讀、分享心得、電影

欣賞：《把愛找回來》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電影：《羅馬不思議》

《巧克力冒險工廠》《把愛找回來》、各類

雜誌、影集：《CSI》 

小組長 

3. 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閱讀雜誌、英文歌曲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旅遊日文 

程度：熟悉五十音 

每週二 

15:10 

∣ 

17:00  

 

教室 

5311(單週) 

5314(雙週) 

9 
方祐聆

法五 B 

本組自學主要是…. 

第 1 次聚會:用日文學簡單的自我介紹 

第 2 次聚會:學習購買車票、查詢旅遊地點

的日文及簡單旅遊會話 

第 3 次聚會:學習日本各地的文化，以及簡

單的日文會話 

第 4 次聚會:學習日本人的禮儀，以及簡單

的日文會話 

第 5 次聚會:請組員運用所學，簡單做個小

發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自備教材及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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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期外語自學小

組「日文會話暢你玩」小

組長 

7. 曾擔任第 30 期外語自學小

組「看動漫學日文」小組

長 

8. 曾擔任第 28 期外語自學小

組「小說導讀-記憶傳承人」

小組長 

9. 曾擔任第 27 期外語自學小

組「在 UC Berkeley 的兩個

月」小組長 

10. 通過中級英檢；多益 830

分；雅思 6 分 

11. 通過日檢 N1 

12. 參加過法律服務社；日本

廣島、大阪、京都等自助

旅行、自行前往美國加州

柏克萊分校暑期修習 

學習興趣：喜歡用日文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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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期外語自學小組活動精華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