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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 

[ 腦海裡曾閃過這個念頭「超想提升外語能力的說…」 

[ 學習毅力可以維持一學期 

歡迎你一起來和小組長探索外語自學室資源 
      互助合作學外語 
雙溪校區 

小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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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單字補給站 
（進階級，大三以

上優先） 

星期一 
10:10 – 12:00 5 

楊禮旗 
英四 A 

本組歡迎準備考 GRE的同學一起來切磋
GRE 單字背誦技巧，藉由閱讀 TIME、
Reader’s Digest等報章雜誌，學習以字
根字首將單字分類，幫助記憶。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IME、Reader’s 
Digest、TOEFL教材 

熱愛英文，喜歡閱讀與寫作，更

瘋狂英文字彙研究；曾帶領「單

字魔法營」及「時代單字小組」；

目前正在準備 GRE，期盼和組員
分享學習心得。 

PASS全民英檢 
（中高 - 高級） 

星期一 
12:20 – 13:20 5 

林楸燕 
英三 A 

全組將一起練習英語聽力和口語能力，一

起 pass全民英檢。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全民英檢教材、英

文雜誌 

喜歡自助旅行，一邊練英文，一

邊看世界；曾帶領「挑戰全民英

檢中級-中高級」；目前正在準備全
民英檢高級。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中級） 

星期一 
13:30 – 15:20 5 

麥芃芃 
英四 A 

小組長將利用外語自學室各種閱讀資

源，和組員一起探索英語世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報紙、TOEFL
閱讀題庫、Reader’s Digest 

喜歡以「英文」會友，熱愛參與

自學小組活動，曾帶領「英語口

頭報告輔導小組」、「電影賞析小

組」、「English Chatterbox」；現
任外語自學室學習型服務團隊成

員。 

空英俱樂部 
（基礎級-中級） 

星期二 
10:10 – 12:00 5 

謝宜方 
英四 B 

每週將閱讀空中英語教室雜誌，依文章主

題進行口語討論，加強單字、閱讀以及英

語聽說能力。想挑戰 Advanced 但沒把
握的人，先來空英俱樂部和小組長磨鍊英

文吧！ 
使 用 外 語 自 學 室 資 源 ： Studio 
Classroom、Advanced彭蒙惠英語 

喜歡閱讀英文網站；曾帶領「英

語正音朗讀小組」、「英語發音

SPA」、「TIME 閱讀小組」，也曾
在衛理女中帶領英文會話。 

音樂看英文 
（中級） 

星期二 
12:20 – 13:20 5 

曾婷瑄 
英二 B 

你是否常聽到悅耳的英文歌卻不知歌詞

的含意？本組將藉由歌詞欣賞，探討英美

文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常春藤英文抒情老

歌、電影、CNN互動英語 

活潑樂觀的小組長曾任「2001世
界自由車錦標賽」隨行翻譯、2003
年國慶酒宴外賓接待員、2003年
12月史瓦濟蘭電視台執行長來台
訪問團之接待暨翻譯員。 

FRIENDS-tastic 
（中級） 

星期三 
13:30 – 15:20 5 

陳玟瑛 
日四 A 

本組將以英語討論 FRIENDS影集，並學
習實用字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FRIENDS 

說到小組長這個人嘛…She's a 
gal who's mad about 
FRIENDS!  認真負責，熱愛以觀
賞影集的方式來學外語；曾帶領

「Let's Meet at Central Perk  
" 六 " 人 行 」 、

「FRIENDS-maniac」；現任外語
自學室學習型服務團隊成員。 



 

電影聽力小組 
（中級） 

星期四 
15:30 - 17:20 5 

韋佳珍 
英三 A 

本組將利用外語自學室的電影來訓練聽

力，選擇貼近實用生活會話的影片橋段，

例如電子情書、六人行等等，除了學習美

語，瞭解美國文化，更期望藉由有趣的學

習題材，增強 GEPT 或其他英語能力測
驗的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電影、英語會

話教材 

為人熱心，喜歡看電影、旅遊、

交朋友；曾任東吳國際超級馬拉

松外籍選手接待員，也曾帶領

「Enjoy Studio Classroom」自
學小組；現任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服務團隊成員。 

口譯練習小組 
（進階級） 

星期五 
15:30 - 17:20 2 

蔡函岑 
英延 B 

本組將一對一或一對二密集練習英語口

譯。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報章雜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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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領導「見『譯』勇為-

口譯練習小組」。 

英語看世界－時

事論壇 
（中級-進階級） 

星期二 
8:30 - 10:00 5 

林國喬 
德文二 

本組將透過新聞英語資源，如 Taipei 
Times、CNN互動英語等進行口語討論，
題材則取自政治、商業、科學、音樂及體

育活動等各方面新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aipei Times、
TIME 、CNN互動英語、新聞英文教材 

喜歡交朋友、旅行並學習各類新

知，熱愛電影與西洋音樂；曾考

過 TOEIC測驗 875分，已通過高
級英檢初試；曾參加第三期「時

代單字小組」。 

Top News 新聞
閱讀小組 
（中級-進階級） 

星期二 
13:30 – 15:20 5 

王玫仙 
英四 B 

每週將藉由閱讀英文報紙及相關新聞英

文素材，進行口語討論，並配合 ICRT 
EZ News進行聽力練習，全方位加強單
字、閱讀、口語及聽力方面的能力。小組

長期望藉由小組互相切磋砥礪，帶領全組

組員一起戰勝各類英文能力檢定。想在畢

業前拿到任何一份英文檢定證明的同學

們，快來登記這一組唷！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報紙、雜誌 

熱情活潑、喜歡結交新朋友；對

英語學習有一股說不完道不盡的

熱誠；曾獲英文戲劇比賽最佳女

配角；有教授外國人中文的經

驗；曾參加第三期「TIME閱讀小
組」。 

英語開口說 
（基礎級-中級） 

星期三 
12:20 – 13:20 5 

彭凡瑄 
英二 B 

你是否覺得自己英文其實還不差，但就是

說不出口ㄌㄟ？！全組組員每週將開口

練習以英語表達，突破不敢說英語的障

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會話教材、英

文雜誌 

活潑大方不做作；喜歡旅行交朋

友，接觸不同文化，朋友遍及五

大洲。 

Great Idea 口語
報告練習小組 
（基礎級） 

星期三 
15:30 - 17:20 5 

徐薇 
英二 A 

本組將藉由欣賞電影或閱讀文章，練習做

摘要及口語簡報的技巧。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報紙、雜誌、

電影及其他錄音帶教材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曾參加第三

期「見『譯』勇為-口譯練習小組」；
非常期望與組員們一起練習

summarize的技巧。 

Sounds Great
發音朗讀小組 
（基礎級-中級） 

星期五 
8:30 – 10:00 5 

林欣儀 
英四 B 

為了說一口 natural English，小組長將
透過 chants、繞口令、童謠及英語歌曲，
與組員共同練習發音技巧。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Jazz Chants、 
Pronunciation Plus、英文抒情老歌 

喜歡英語教學，有教學經驗，樂

於用各種有趣的方式學習發音技

巧；曾參加第一期「英語正音朗

讀小組」及第二期「電影賞析小

組」。 

空英總動員 
（基礎級-中級，
大二以上者優先） 

星期五 
10:10 – 12:00 5 

賴如馨 
英三 C 

本 組將利用 「 空中英語 教 室」和

「Advanced彭蒙惠英語」來加強英語的
聽、說、讀、寫等能力，每週組員將選擇

有趣的文章與大家分享，一同學習，期望

能提升組員的學習興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空中英語教室、

Advanced彭蒙惠英語 

親切活潑；喜歡閱讀英文報章雜

誌；已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電

腦托福測驗 235；現任外語自學
室學習型服務團隊成員。 

英語逍遙遊 
（基礎級-中級） 

星期五 
12:20 – 13:20 5 

蔡瑀涵 
英四 B 

本組將練習旅遊會話，用英語討論旅遊相

關文章，歡迎對英語和旅遊有興趣的同學

一起來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旅遊英語會話教

材、空中英語教室、Live 互動英語、英
文報紙 

超喜歡聊天交朋友；熱愛英文還

有自助旅行，對異國文化有濃厚

的興趣，這輩子的夢想之一就是

希望能環遊世界；曾參加第三期

「TIME閱讀小組」。 

To See Is To 
Learn 
（基礎級） 

星期五 
13:30 – 15:20 5 

陳紀吟 
英二 A 

透過電影來學習日常會話及單字，並輪流

進行口語報告，分享心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電影 

超愛學英文，希望招募同樣熱情

的組員，一起互相砥礪學習；曾

參加第三期「見『譯』勇為-口譯
練習小組」。 



  日  語  自  學  小  組 

爬階梯學日文 
（歡迎學習日文

一年以上者參加） 

星期四 
10:10 - 12:00 5 

賴紀妤 
日四 C 

利用階梯日語雜誌中的題材來討論並學

習日文，小組聚會以日文會話為主。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階梯日語雜誌 

喜歡結識來自不同背景並愛好日

文的朋友，希望能在輕鬆的氛圍

中與組員交流學日文的方法及心

得；曾帶領「気楽に話しましょ

う」；現任外語自學室學習型服務

團隊成員。 

  德  語  自  學  小  組 

Stammtisch 
（歡迎學習德文

一年以上者參加） 

星期四 
12:20 - 13:20 5 

蘇縈懷 
德文延 

本組將採主題式會話，每二至三週進行一

個主題，配合電影片段或錄音帶來進行討

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語影片、德語錄

音帶教材 

小組長德語檢定考(Zertifikat)口
試近滿分；學習德文近八年，喜

歡與好朋友用德文隨便聊天，會

話能力就是這樣慢慢累積而成的

啦…；曾帶領「Alles Gute in 
Deutsch」。 

看電影學德語 
（歡迎學習德文

一年以上者參加） 

星期四 
13:30 - 15:20 5 

林又安 
德文三 

本組將充分利用外語自學室的德語影

片，學習口語化的德文，增加對單字的認

識與應用，並接觸電影中相關的德語歌曲

或新聞，達到快樂提升德文程度的目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語影片 

喜歡從電影中學習生活化的德

文，並熱愛分享與結交朋友，認

為能把吸收到的資訊與人分享是

件美好的事；曾帶領「輕鬆學德

語電影」；現任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服務團隊成員。 

德語基礎聽力小

組 
（歡迎學習德文

半年以上者參加） 

星期一 
15:30 - 17:20 5 

秦莉娟 
德文二 

本組將加強練習對日常德語的基本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語語言學習錄影

帶，例如 Reise Berlin 

對德語有濃厚興趣，而且喜歡熱

鬧，希望凝聚小組的力量，互相

砥礪，共同學習；小組長認為雖

然不是身處德國，但透過不斷地

練習，一樣可以擁有良好的德語

能力；曾參加第三期「時代單字

小組」。 

德國流行禁區 
（基礎級-中級，
歡迎學習德文半

年以上者參加） 

星期三 
10:10 - 12:00 5 

余雁翔 
德文三 

學習素材將取自從媒體上接觸到的德

文，包括流行音樂、廣告、爆笑短片、電

視節目、電影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ldschirm 教學

錄影帶、Otto系列電影、RTL Samstag 
Nacht… 

至德國明斯特大學遊學一年後，

現在期望能尋找同好，在東吳校

園中一起打造並沈浸在虛擬的德

文世界中；曾參加第三期「輕鬆

學德語電影」自學小組。 

 

城中校區 

小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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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am" 

Catcher 

（中級-進階級） 

星期二 

13:30 - 15:20 7 
蔣得敏 

會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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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會話小組 星期二 
13:30 - 15:20 4 徐南婷 

本組將著重於練習英語面試及口語討論

的技巧。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DVD 影片、英語

錄影帶教材 

從小就熱愛學習英文，希望與志

同道合的朋友分享學習經驗，一

同努力，增強實力。 

A Starter Kit for 
Elementary 
English 
Learners 
（基礎級） 

星期三 
15:30 – 17:20 5 李慶威 

本組將著重聽力及發音技巧的練習，並交

換學習經驗與分享好書閱讀心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學習教材 

對英語充滿學習熱情，經常注意

市面上的英語學習教材，期望與

組員分享學習技巧。 

電影討論小組 
（基礎級） 

星期二 
15:30 – 17:20 5 

楊書豪 
商學四

A 

本組將藉由討論電影內容，練習英語表達

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電影 

天天到外語自學室報到，接觸英

文，想集結同好，互相砥礪學好

英文；曾參加第二期「Discussion 
Group」自學小組。 

  日  語  自  學  小  組 



上に行くよ！ 
（歡迎學習日文

半年以上者參加） 

星期三 
12:20 - 13:20 5 

胡鐘予 
貿二 A 

本組將以練習日語聽力和會話為主，全組

一起多聽、多開口，共同創造學習機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地球村日語雜誌、

日語影片 

國中開始學習日語後，即有源源

不絕的好奇心和學習興趣，高二

即通過日本語能力測驗一級檢定

測驗；喜歡利用日語電視節目、

歌曲、卡通等作為輔助學習教

材；有日文筆譯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