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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 

[ 腦海裡曾閃過一個念頭，超想提升外語能力的

說… 

[ 學習毅力一學期可以維持 20 – 24小時吧… 

歡迎你一起來和小組長互助合作學外語，心動一定要馬上

行動！ 

各組學習重點、小組時間以及小組長的外語學習經歷如下： 

雙溪校區 

小組名稱 小組時間 組員名額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這個人… 

  英  語  學  習 

FRIENDS-maniac 
星期三 

13:30 - 15:20 
5 

日四 A 

陳玟瑛 

從「六人行」影集(Friends)來

接觸美式文化與幽默，藉由小

組之合作學習，練習開口說英

語並討論影片內容。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Friends 

狂愛看影集，喜以輕鬆

的方式學習英文；認

真、富熱忱。 

時代單字小組 
星期四 

10:10 – 12:00 5 
英四 A 
楊禮旗 

還在用舊石器"時代"的方式背

誦單字的人看過來！本組將

帶領你一齊體驗「時代」(TIME)

雜誌的文字魅力及寫作藝

術，學習文章中的單字、片語

或慣用語。要跟得上"時代"，

就來跟小組長一起閱讀時代

雜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時代雜

誌、時代解讀雜誌 

喜結交新朋友；熱愛學

習並提倡自學；喜研究

文法及字彙，努力成為

活字典；曾領導「單字

魔法營」。 

English Chatterbox 
星期五 

10:00 – 12:00 
5 

英四 A 
麥芃芃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本組將以全英語對話方式進

行小組活動，每週由組員輪流

來帶領全組，一齊分享快樂學

英文的方式。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hina 

Post、CNN 互動英語、Live互

動英語、電影 

擅長英語口語報告；喜

結交新朋友並幫助想

增強英文能力者；認真

負責，熱忱百分百；曾

領導「英語口語報告輔

導小組」及「電影賞析

小組」。 



 

TIME閱讀小組 

（進階級） 

星期一或星期二 

詳情洽語言中心 

10:10 - 12:00 
5 

英四 B 

謝宜方 

以英文版時代雜誌為閱讀材

料 ， 每 週 進 行 (a)summary 

(b)vocabulary building (c)oral 

discussion等練習，全組一起培

養閱讀習慣，不再懼怕閱讀英

文原文的文章，更要戰勝

TOEFL、IELTS、全民英檢的

閱讀測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時代雜

誌 

擔任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曾領

導「英語正音朗讀」自

學小組及「英語發音

SPA」；喜閱讀英文網

站、散文及雜誌並朗誦

英文文章，喜歡與熱愛

學習的人一起來「悅」

讀英文。 

挑戰全民英檢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一 

12:20 - 13:20 
5 

英三 A 

林楸燕 

本組將以練習全民英檢的聽

力及口語考試項目為主，閱讀

為輔，全組一同學習，挑戰全

民英檢！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全民英

檢中級和中高級的聽力教

材，英語雜誌 

個性熱情、超愛英文、

喜歡出國旅遊結交朋

友並練英文；已通過全

民英檢中高級，正朝高

級邁進。 

音樂看英文 
星期二 

12:20 - 13:20 
5 

英二 B 

曾婷瑄 

藉由欣賞各年代的英語歌

曲，有美國 50's 的抒情、60's

的民歌、70's的 Disco、80's的

搖滾來學習英文並瞭解美國

文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老

歌 

out-going, enjoys singing 

and learning English；曾

任「2001世界自由車錦

標賽」隨行翻譯；全國

英文演講比賽獲第三

名；92年國慶酒宴外賓

接待員。 

新聞閱讀小組 

（進階級） 

星期二 

13:30 - 15:20 
5 

英延 B 

蔡口永秋 

本組將廣泛閱讀時事及趣

聞，藉由閱讀與討論，練習表

達技巧。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新聞性

雜誌、報紙及相關書籍 

有美國遊學經驗；希望

能與組員一起輕鬆學

習實用的英語資訊。 

Enjoy Studio Classroom 

（基礎級） 

星期四 

15:30 - 17:20 
5 

英三 A 

韋佳珍 

你想學英語，卻總只有三分鐘

熱度嗎？什麼方式可以不用

一個人孤單地讀空中英語教

室呢？本組將以英語分享空

英學習心得，練習單字、文法

及聽力，運用團體力量來培養

自學習慣。歡迎有興趣研讀空

中英語教室雜誌的同學齊來

Enjoy！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空中英

語教室 

擔任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喜歡

不斷學習並嘗試新事

物；熱心助人；希望能

結識更多想學好英文

的朋友。 

見「譯」勇為 

口譯練習小組 

星期五 

15:30 - 17:20 
5 

英延 B 

蔡函岑 

對於口譯，你是否又好奇，又

怕受傷害？還是你想嘗試挑

戰自己的英語聽說能力？Or 

you just want to give yourself a 

chance and give it a try?不論你

屬於哪一種，歡迎加入本組，

一起與小組長來共同練習，向

自我挑戰！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報

章雜誌、英語錄影帶、CNN互

動英語 

親切大方、樂於接受挑

戰；曾參加本校交換學

生計畫，赴美國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留學一年；曾

任加拿大、澳洲教育展

口譯員。 

 



  日  語  學  習 

気楽に話しましょう 
（歡迎學習日語一年  
以上者參加） 

星期二 

15:30 - 17:20 
5 

日四 C 

賴紀妤 

本組將以輕鬆的全日語談話

方式培養說日語的信心，藉由

每次聚會的主題式討論練習

日語溝通技巧（包含發表、聆

聽、發問、討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本進

口 DVD系列--X挑戰者 

喜結識新朋友；熱愛研

究語言文化的差異並

比較各種語言教學

法，是開心學日文的一

族。 

  德  語  學  習 

輕鬆學德語電影 

（歡迎學習德語一年 

 以上者參加） 

星期一 

13:30 - 15:20 
5 

德文三 

林又安 

藉由德語電影中幽默發笑的

橋段或引人深思的議題，進行

七嘴八舌的德語討論，練習聆

聽與表達技巧，並極力發揮小

組自學能力，培養課後閒暇主

動學習德語的習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語

DVD 

熱愛電影，聽懂電影中

的一句對白就會高興

個半天；樂於分享，學

習上的「好康」總是愛

倒相報；喜愛以輕鬆無

負擔的方式讓學習德

文成為最大的樂趣。 

Alles Gute in Deutsch 

（歡迎德文系同學或  

 至少學過一年德文 

 者參加） 

星期三 

10:10 - 12:00 
5 

德文延 

蘇縈懷 

以會話練習為主，影片討論為

輔，透過不同的主題來認識德

國，並與台灣文化作比較，例

如練習用德語來介紹台灣節

慶，探討台德的文化差異。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Alles 

Gute、其他德語影片 

初 級 德 文 檢 定 考

(Zertifikat) 口 試 近 滿

分；希望能以「德文」

會友，提升彼此的外語

能力。 

 

城中校區 

小組名稱 小組時間 組員名額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這個人… 

  英  語  學  習 

Be Friends with 

FRIENDS 
星期二 

10:10 - 12:00 
5 

貿四 B 

王嘉蔚 

藉由欣賞情境喜劇「六人行」

(Friends)，學習道地美式用語

及美式幽默。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Friends 

喜創造說英語的環境

並從看影集體驗美式

文化。 

Let's Chat in English 
星期四 

10:10 – 12:00 
7 

會四 A 
李文寧 

以會話練習為主，「大膽說，

不怕錯！」利用每週的小組聚

會提供與同儕說英文的機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影

集或電影 

個性活潑外向；喜歡看

HBO學英文；個人認為

學英文「聽」和「說」

最重要；最驕傲的事是

托福考試聽力滿分。 

"English Dream" 

Catcher 

星期二 

13:30 - 15:20 
7 

會三 B 

蔣得敏 

你知 道 "May I take a rain 

check?"  "I'm pleading the 

Fifth."  "I'm in the zone!"是什

麼意思嗎？本組將運用外語

自學室的電影資源來學習，一

起討論開口說英語，說英語不

再是夢想！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電

影 

樂觀積極、古道熱腸、

認真負責；超愛與外國

朋友聊天練英文；喜歡

利用電影或影集自學

英文並實際運用；自我

學習目標：要讓自己的

英文流利到連老外都

刮目相看！ 

News Discussion 

（進階級） 

星期三 

10:10 - 12:00 
5 

經四 B 

賴子怡 

藉由與組員討論分析時事話

題，磨鍊英語口語能力及討論

技巧，培養邏輯思考與分析能

力。 

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塊兒學習英語是小組

長最大的享受；曾領導

「電影賞析」自學小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互

動英語、TIME Express時代解

讀雜誌 

組，是很有經驗的自學

者；熱忱百分百，樂意

幫助害怕英文的同學

恢復信心。 

Selective Reading 
星期三 

13:30 - 15:20 
5 

貿四 B 

鄭舜文 

本組將閱讀不同性質的文

章，例如新聞或小說，練習找

出文章主旨重點並磨鍊閱讀

速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有聲書 

有赴美遊學經驗；曾領

導「電影賞析」自學小

組；對學習英文有濃厚

興趣；已考過托福考

試，現正準備 GMAT考

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