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語言中心  第 10期 
 

[ 為本校在學學生 

[ 想利用課餘時間固定練習外語者                             

[ 學習毅力至少可以維持一學期者 

歡迎你和外語自學小組長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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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 Campus 

組別 每週 
聚會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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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s 

「聽」「說」托福 
很簡單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一 
12.20 
∣ 

13.20 

5 
黃綉芸 
英三 B 

為因應TOEFL-iBT加入口說測驗的這
項改變，本組將運用外語自學室的資源

來訓練組員聽懂日常生活會話、基本商

業用語、各類環境議題等等，還要能以

流暢的英語來對答，以期未來身處英語

環境時能克服恐懼、充滿信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OEFL-CBT、
TOEFL-iBT、其他可訓練聽力及口說
的資源 

1. 現任外語自學室諮詢服務專員、學習
推廣專員及美宣專員。 
2. 語言中心學習加油站 Self-Access 
Skills 及 資 源 體 驗 會 Learning 
Resource Workshop 主講人（講題：「認
識外語自學室」、「認識新托福，應考不含

糊」）。 
3. 語言中心第 9 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
導「CNN達人」自學小組。 
4. GEPT中級複試與中高級初試通過。 
5. 東吳大學校園電子報記者。 
6. 專業興趣：英語朗誦。 

 實用基礎文法小組 
Grammar in Use 
（初級－中級） 

星期二 
10.10 
∣ 

12.00 

5 
鮑芃綺 
英三 B 

本組的學習重點放在加強基礎文法，改

正錯誤的文法觀念，進而運用於寫作

中，增加寫作信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 互動
英語、ALL+

互動英語 

1. 現任外語自學室諮詢服務專員及學
習推廣專員。 

2. 語言中心學習加油站 Self-Access 
Skills 主講人(講題：認識外語自學
室) 。 

3. 語言中心第 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
導「英語會話小組」(Conversation 
in Everyday Life) 。 

4. 專業興趣：英文文法。 

多益闖通關 
（中級－中高級） 

星期二 
15.30 
∣ 

17.20 

5 
呂昀潔 
英三 B 

全組一同運用外語自學室的 TOEIC資
源來準備並分享考試策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互動英語、
TOEIC模擬測驗題 

1. 語言中心第 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
導「從閱讀中學英文自學小組」

(Learning English by Reading)。 
2. 曾任外語自學室諮詢服務專員及學

習推廣專員，資源體驗會 Learning 
Resource Workshop 主講人（講
題：空英 Easy Go 一次學個夠）。 

3. GEPT中高級通過。 
4. 專業興趣：英文閱讀。 

「誌」在開口說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三 
13.30 
∣ 

5 
陳映涵 
英二 A 

藉由各類型英語學習雜誌來接觸各個

領域的英文，除了用英語跟同儕進行討

論，突破難以開口的心理障礙，加強聽

力及口說能力，並藉此去發現適合自己

1.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成員，擔任
美宣專員。 

2. 語言中心第 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
導「Open Your Eyes & Mouth」自



15.20 的學習教材與喜好，自我提升學習動

機。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互動英
語、ALL+

互動英語、biz 互動英語、
Live 互動英語、空中英語教室、
Advanced、TIME、TIME Express
等英文雜誌 

學小組。 
3. 專業興趣：英文閱讀。 

「英」樂俱樂部 
English Songs 

Club 

星期四 
10.10 
∣ 

12.00 

5 
柴立婷 
英三 B 

本組將運用西洋歌曲來訓練聽力並學

習單字，提升學習動機並增進英文實

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互動英
語、常春藤西洋老歌、電影。 

1. 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成員，擔任
諮詢專員及美宣專員。 

2. 語言中心第 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
導「多多益善」自學小組。 

3. 已通過 GEPT中級與 TOEIC測驗。
4. 曾赴美遊學。 

TOEFL-iBT 101 
(中級－中高級) 

星期四 
12.20 
∣ 

13.20 

5 
孫煒貞 
英四 B 

針對 TOEFL-iBT閱讀、聽力、口說及
寫作四大部分，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來

準備，並於每週聚會時分享應考策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新托福數位學習

資源 Success in the TOEFL Next 
Generation Test 

1. 現任外語自學室諮詢服務專員、學習
推廣專員及網路推廣專員。 

2. 語言中心第 6期至第9期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看電影學英文」、「英語

輕鬆說」、「Building Vocab from 
Current Issues」及「Seize Your 
TIME」等自學小組。 

3. GEPT中高級通過。 
4. 專業興趣：英語演講、自律學習、合

作學習。 

瘋電影 
Movie Crazy 
（中級） 

星期四 
15.30 
∣ 

17.20 

5 
沈映佳 
英二 A 

1. 透過看電影拓展字彙量。 
2. 實際背誦情境對話，增進口語能
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 互動
電影院數位學習資源、英語影片 

1.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成員，擔任
美宣長。 

2. 語言中心第 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
導「瘋電影自學小組」 (Movie 
Crazy)。 

3. GEPT中高級通過。 
4. 專業興趣：電影英文 

新聞英語大聲說 
Talking News in 

English 
（中級） 

星期五 
12.20 
∣ 

13.20 

5 
徐佑瑛 
英二 A 

每週閱讀主題新聞，全組練習口說並分 
享學習語言的方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新聞剪報、

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英語 

1.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成員。 
2. 語言中心學習加油站 Self-Access 

Skills主講人（講題：認識外語自學
室）。 

3. 語言中心第 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
導「全方位寫作坊」自學小組。 

英文簡報秀出來 
Input Out 
（中高級） 

星期一 
13.30 
∣ 

16.30 

5 
張孟貴 
英四 A 

本組將帶領組員進行目標管理，培養英

文簡報技巧，提升英文發問、回答問題

以及寫作能力。主題將模擬職場情境，

包含企業個案分析、產品行銷、廣告或

個案製作等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互動英語、
TIME、TIME Express時代解讀。 

1. 語言中心第 8期及第9期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面試英語自信說」，獲

績優小組第三名；領導「全方位時代」

自學小組，獲自學達人獎。 
2. 積極參與外語自學小組活動，曾為第

7期「時事聽說討論」小組以及第 8
期「活在電影中」自學小組組員。 

3. 擔任林語堂故居英文導覽。 
4. 輔修企管。 

 英文讓我說 
（初級－中級） 

星期二 
08.30 
∣ 

10.00 

5 
黃詩惠 
英二 A 

本組將利用外語自學室的雜誌和

Taipei Times 等資源進行會話討論，
並輔以 Penguin系列有聲書來培養閱
讀習慣及興趣。本組著重於開口說英

文，凡是想提升英文口說能力或尋找口

說機會的人都歡迎來參加本組。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Taipei 
Times、Penguin系列有聲書 

1.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 
2. 現任語言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成員，並負責 SALLIZ外語自學網路
論壇英語資源推廣。 

3. 積極參與外語自學小組活動，為第 9
期「Open Your Eyes & Mouth」小
組以及第 10期「誌在開口說」自學
小組組員。 

4. 專業興趣：英文閱讀。 

英語談話秀 
English Talk Show 

（中級） 

星期二 
12.30 
∣ 

13.20 

5 
張佳穎 
英三 A 

本組將著重於訓練聽說能力，藉由合作

學習進行腦力激盪並吸收新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IME Express
時代解讀、Reader’s Digest英文版讀
者文摘。 

1. 現任語言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成員，並負責 SALLIZ外語自學網路
論壇英語資源推廣。 

2. 專業興趣：英語聽講。 

New Vision 
星期三 
10.10 
∣ 

5 
黃斐新 
英二 B 

本組以增強閱讀能力及口說為學習目

標，每週選擇國際新聞，進行分析討

論，並有大量開口說英語以及討論的機

1. 現任語言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成員，擔任 SALLIZ外語自學網路論
壇英語資源推廣版主。 

2. 曾 擔 任 語 言 中 心 學 習 加 油 站



12.00 會，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aipei Times、
TIME、CNN 互動英語、Live 互動英
語、All+互動英語。 

Self-Access Skills主講人（講題：
認識外語自學室）。 

3. 積極參與外語自學小組活動，曾為第
8期「旅遊夢想家」小組以及第 9期
「全方位時代」自學小組組員。 

英語情境對話小組 
（初級－中級） 

星期三 
15.30 
∣ 

17.20 

5 
陳勃亨 
微生三 

5. 練習日常生活實用對話。 
6. 練習發問能力。 
7. 訓練 presentation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 系列
雜誌、空中英語教室、裴老師英文寫作

網站。 

1.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 
2. 多益 640分。 
3. 曾參加第 5期 ‘Got FRIENDS?’

英語自學小組。 
4. 專業興趣：英語口說。 

Live英語小組 
（初級－中級） 

星期四 
08.30 
∣ 

10.00 

5 
傅雅雯 
英三 B 

本組將運用 LiveABC系列雜誌來學習
日常會話，增進英語練習的機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 系列
雜誌。 

1. 現任語言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成員，擔任 SALLIZ外語自學網路論
壇新托福數位學習資源推廣版主。 

2. 專業興趣：英語聽力。 

一起「說」電影 
Speaking in 

Movies 
(中級－中高級) 

星期五 
10.10 
∣ 

12.00 

5 
夏致欣 
日一 B 

本組將運用電影對話，訓練聽力，目標

要聽懂速度快的對話，並可學習英文俚

語及佳句，討論心得，藉以訓練英文口

說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電影、

LiveABC 互動電影院數位學習資源、
Live 互動英語電影預告、英文報紙影
評等等。 

1.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2. 有英語演講及朗讀比賽經驗。 
3. 專業興趣：英語字彙、閱讀、聽力。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對話，不用翻譯 
（適合日文系二年級

或學過一年日文者） 

星期五 
08.30 
∣ 

10.00 

5 
李育萱 
日三 A 

這是個以練習日語口語表達為主的自

學小組，學習重點將放在語言表達的

「正確性」及「邏輯」。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語相關影音教

材、地球村雜誌、階梯日語雜誌 

1. 現任外語自學室諮詢服務專員、學習
推廣專員及網路推廣專員。 

2. 語言中心第 9期日語自學小組長，領
導「日檢二級讀書會」。 

3. 日檢 2級通過 
4. 日語演講比賽第 3名。 

  德語自學小組 German Self-Help Groups 

「德」心應手 
Wer liest, der 

schafft es 
（適合德文系三年級

或學過 720小時德文
課者） 

星期四 
13.30 
∣ 

15.20 

5 
廖淑德 
德文三 

1. 訓練口說：以「德語故事聽說」為
教材，用看圖說故事來增進德語表

達能力。 
2. 強化聽力：藉由德語雜誌配合

CD，了解德國時下的文化及流
行，加強聽力。 

3. 增進字彙量：運用網路資源「德國
之聲」，做口頭的短篇新聞簡報，

並學習新詞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語故事聽說、

德 文 雜 誌 Perfekt Deutsch 、 
fertig…los、Kinder、德國之聲 

1. 現任外語自學室諮詢服務專員、學習
推廣專員及網路推廣專員。 

2. 語言中心第 8期及第9期德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Deutschland! los! 旅
遊向前看」、「德心應手」等自學小

組。 
3. Zertifikat Deutsch檢定通過。 
4. 曾赴德國明斯特大學進修。 

「德」來速 
Deutsch kommt 

bald! 
（基礎德語程度者即

可參加） 

星期三 
12.20 
∣ 

13.20 

5 
林亞萱 
英延 B 

以電影及童話故事帶領大家進入德文

的世界，學習電影人物對話、童話故事

內容、新字片語和文法分析，還有不定

期的電影歌曲介紹。希望大家能學習到

課本中學習不到的東西！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文電影、童話

故事書 

林亞萱為語言中心第 9 期德語自學小

組，領導「樂在德語」自學小組，曾參加

東吳大學德文系赴德進修計畫一年。 

德語輕鬆聊 
Unterhaltungen mit 

Deutsch! 
（適合學過德文一年

以上，想增進德語口

說能力者） 

星期五 
15.30 
∣ 

17.20 

5 
林苡倩 
德文三 

4. 學習目標：文法句型、口說練習。 
5. 依據組員有興趣的主題，學習新的
單字，複習文法與句型，並練習發

音開口對話，藉由小組活動有效學

習德語，提升口語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Themen 
aktuell、Moment Mal、Stufen、Das 
Deutschmobil、Em Hauptkurs、德

1. 現任語言中心雙溪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成員，擔任美宣專員及 SALLIZ
外語自學網路論壇德語資源推廣專

員。 
2. 曾赴美國遊學及德國明斯特大學進

修一年。 
3. 專業興趣：德語聽力、德文作文。 



文雜誌。 

 

城中校區 Downtown Campus 

組別 每週 
聚會時間 

組員

名額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這個人… 

  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 Help Groups 

Advanced閱讀小組 

星期一 
12.10 
∣ 

13.20 

2 
林世婷 
會三 A 

以 Advanced 雜誌做為每次聚會討論

主題，以課文閱讀、單字介紹、問題

討論三部分來進行，儘量以英文來表

達。另穿插好文章分享、英文歌欣賞

或英文小遊戲等活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Advanced雜
誌 

1. 擔任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讀團隊成
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TOEIC 760分。

吃喝玩樂我最行 
旅行團 

星期二 
12.10 
∣ 

13.20 

5 
張宜婷 
貿四 B 

以外語自學室的旅遊英文資源為閱

讀材料，每週進行練習，用英文交流

旅遊經驗，在輕鬆的談話間學習英

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旅遊英文教材 

1. 擔任外語自學室習型工讀團隊成

員。 
2. 曾參與過「CNN新聞英文」自學

小組。 
3. 喜歡閱讀英文網站、雜誌。  
4. 曾至英國、美國、澳洲遊學、並

至日本、墨西哥、東南亞等地自

助旅行。 
5. 青輔會青年旅遊專案實習生。 

Biz商業英文 

星期四 
09.00 
∣ 

10.00 

5 
鄭佳敏 
會三 A 

以商業英文為主軸，針對 Biz 雜誌每

週挑選有興趣的主題進行討論，學習

了解業界用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互動英語雜

誌 

1. 擔任外語自學室學習型服務團隊成
員。 

2. 喜愛閱讀英文雜誌與商業雜誌。 

I Wanna Know! 
（進階級） 

星期四 
15.30 
∣ 

17.20 

5 
張允欣 
法延 D 

1. 利用影集及電影練習聽力，背誦
劇本中的部分對話，進行會話練

習。 

2. 閱讀 TIME 雜誌的短文，以增進

閱讀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影片及時代雜

誌 

1. 熱愛學習語言，立志成為語言學
家！目前正修習拉丁文、古希臘

文、舊約希伯來文、德文及法文。

2. 持續透過自學方式加強英文，喜歡
和志同道合的同學交流學習經驗。

走入影像世界 

星期四 
12:10 
∣ 

13:20 

5 
賴韻如 
商三 B 

利用電影欣賞來提升學習興趣並訓

練聽力，藉由角色扮演模擬情境並進

行會話練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影片。 

1. 曾至紐西蘭、澳洲及東南亞國家自
助旅行。 

2. 熱愛學習英文，喜歡和志同道合的
朋友一同分享交流學習經驗 

  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大家說日語 

星期三 
17.30 
∣ 

18.30 

5 
劉怡君 
經延 B 

以會話、遊戲、影片欣賞等方式進行

小組活動。 

活動內容以初級日文為主。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みんなの日本

語 

1. 擔任外語自學室學習型服務團隊成
員。 

2. 日本語能力試驗 2級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