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語言中心 第 6期 

只要你… [ 為本校在學學生 

[ 想利用課餘時間 固定 練習外語  

[ 想有效運用 外語自學室 語言學習資源 

         [ 學習毅力可以維持 一學期 

語言中心歡迎你和小組長一起  

探索外語自學室 互助合作學外語 

雙溪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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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鵝姊姊 

英語俱樂部 

Penguin  

Readers’ Club 
（初級－中級） 

星期二 

10:10 

∣ 

12:00 

5 
郭伶姿 

英四 A 

想要以最輕鬆的方式學到最實用的英語

嗎？本組將運用中級的有聲書搭配發音

語調教材，熟悉英式與美式的發音，並有

機會大聲朗讀，累積字彙與閱讀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企鵝系列有聲書、

Small Talk、Sounds Great 

1. 曾任英文系紀澤然老師演講百老匯
的口譯員、曾任 2004 FIFA 世界盃

五人制足球錦標賽外賓接待員、東

吳大學 Dr. Edward L. Rada Hall 

Dedication Ceremony揭幕典禮接待。 

2. 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熟
悉外語自學室資源。 

3. 曾領導「看電影學英文」小組。 

Hear & Fun Talk 
（初級－中級） 

星期二 

15:30 

∣ 

17:20 

5 
林欣儀 

英延 B 

聽到英文鴨聽雷？有聽沒懂？害怕講英

文？本組將著重 Listening/Speaking 的提

升，依各類英檢聽說項目的考法延伸出簡

單有趣的小活動，引導組員聽與說。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fe Talk美語會話

脫口說、Quest Listening & Speaking in 

Academic World 

1. 熱愛學習英文。 

2. 曾領導「Sounds Great 發音朗讀小

組」、「托福閱讀充電站」。 

3.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諮詢服務專員及學習推廣專員。 

Cracking the GRE 
（中高級） 

星期三 

10:10 

∣ 

12:00 

5 
麥芃芃 

英延 A 

本組將強力練習 GRE 考試的 verbal 和

writing項目，增進組員的字彙、閱讀及寫

作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GRE 教材、CNN

互動英語、TIME Express時代解讀 

1. 已通過托福 260分。 

2. 曾領導「英語簡報輔導小組」、「電
影 賞 析 小 組 」、「 English 

Chatterbox」、「 Read between the 

Lines」、「TOEFL Prep 托福準備小

組」。 

3.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諮詢服務專員及學習推廣專員。 

Being Talkative  

in English 
（初級） 

星期三 

13:30 

∣ 

15:20 

5 
葉芝彣 

微生二 

本組將練習正確的語調與發音，並與組員

互相練習對話，讓你英文不再難以啟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會話教材、英

文雜誌、Pronunciation Plus 

1. 芝麻街美語英文歌唱冠軍、國中校
際英文演講第三名。 

2. 曾參加暑期美國工讀旅遊計畫。 

3. 曾領導「唱歌學英語」小組。 

Biz特快車 

Biz Express 
（中高級） 

星期三 

15:30 

∣ 

17:20 

5 
韋佳珍 

英四 A 

如何以英語簡報？職場上如何用英語與

同事、上司、客戶應對？為提昇職場競爭

力，本組將以外語自學室 biz互動英語為

素材，強力練習情境聽力，並要求全體組

員開口說英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互動英語、Live

互動英語、Advanced彭蒙惠英語、商用英

語教材、多益測驗練習題 

1. 喜歡透過看電影學英語。 

2. 曾任 2002 東吳超級馬拉松外籍選

手接待員。 

3. 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並擔
任諮詢員，熟悉外語自學室資源。 

4. 曾領導「Enjoy Studio Classroom」、

「電影聽力小組」、「聽力打通關」。 



 

會話特攻隊 
（初級－中級） 

星期四 

10:10 

∣ 

12:00 

5 
廖昱雯 

英三 B 

本組的學習目標是提升日常生活會話能

力，平日組員必須至外語自學室閱聽相關

資料，小組聚會時再練習以英語表達討

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電影、Live互動英

語 

1. 喜歡看電影並營造無壓力的英語學
習環境。 

2. 曾任 2004 FIFA 世界盃五人制足球

錦標賽外賓接待員。 

3. 曾領導「輕鬆說英語」小組。 

4.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英文編譯組召集人及諮詢服務專

員。 

TOEFL/GRE 

寫作快易通 
（中高級） 

星期四 

13:30 

∣ 

15:20 

5 
林國喬 

德文三 

本組將著重於熟悉 TOEFL/GRE/GMAT 寫

作的題型與技巧，並針對各類考試進行經

驗交流。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OEFL/GRE 等考

試相關資源 

1. 已通過全民英檢高級、多益 875

分、托福 273 分（寫作 6.0）、

GRE(V630/Q800/AWA5.0)。 

2. ICRT新聞英語發音比賽"Be Like a 

News Anchor!"冠軍、東吳大學 2004

年英語競賽閱讀第一名與字彙第三

名。 

3. 曾領導「英語看世界－時事論壇」、
「英語國際事務學習小組」 

美國 EZ通 
（初級－中級） 

星期五 

10:10 

∣ 

12:00 

5 
徐薇 

英三 A 

本組會藉由娛樂、飲食、旅遊等輕鬆的話

題來接觸美式文化，了解美國，閱讀技巧

與會話練習是本組將加強的項目。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文雜誌、

DVD等等 

1. 喜歡模仿練習美國腔。 

2. 曾參加 2004 年夏季暑期美國工讀

旅遊計畫。 

3. 曾領導「Great Idea口語報告練習小

組」、「Go Go Traveling 旅遊與文

化」。 

空英 Go Go Go 
（初級－中級） 

星期五 

13:30 

∣ 

15:20 

5 
賴如馨 

英四 C 

小組長將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帶領組員練

習英語，每週共同討論空英系列雜誌之文

章內容，透過聽、說、讀、寫等學習活動

提升英語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空中英語教室、

Advanced彭蒙惠英語 

1.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全民網路
英檢中高級、多益 840分。 

2. 曾任哈佛大學鱷魚合唱團來台表演
隨行翻譯接待、東吳大學 Dr. 

Edward L. Rada Hall Dedication 

Ceremony揭幕典禮中英文司儀、美

國William’s College來台語言交流

活動英文主持人、2004 FIFA世界盃

五人制足球賽外賓接待組組長。 

3. 曾領導「空英總動員」、「前進
Advanced小組」。 

4.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學習推廣專員。 

說英文闖天下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一 

10:10 

∣ 

12:00 

5 
黃瀞儀 

英二 C 

本組將學習旅遊情境會話，並練習用英語

發表分享世界各地風土民情及旅遊資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旅遊英語教材、用

英語遊歐洲、空中英語教室、時代解讀等 

4.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5. 曾赴美國波士頓遊學。 

6. 有英語演講經驗。 

7. 喜歡講英文，喜歡用看電影來學英
文。 

8.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英文編譯組組員。 

英語新聞 PowerSearch 

News PowerSearch 
（中級） 

星期一 

13:30 

∣ 

15:20 

5 
徐明君 

英四 A 

你知道用英文聊時事也可以聊得很開心

嗎？參加本組就沒錯啦！本組將學習與

時事相關的基礎會話、字彙及文法練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互動英語、

Live互動英語、EZ Talk美語會話誌 

1. 曾赴英國倫敦遊學，獲 Certificate of 

Studies at London School of English at 

Advanced Level。 

2. 喜歡用英文報紙、英語新聞及電影
來學習單字。 

3. 曾參加「英語國際事務學習小組」。 

4.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資料編輯組組員。 

職場 No.1 

Ready to Get the Job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一 

15:30 

∣ 

17:20 

5 
鄭宜芳 

英四 A 

你會寫英文履歷嗎？你知道如何準備面

試嗎？本組將以英文履歷寫作為學習目

標，為邁向職場做準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互動英語、

Business English相關資源 

4. 已通過多益 805分。 

5. 善於運用影音教材學習英文。 

6.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資料編輯組召集人與學習推廣專

員。 

開口說英語 
（初級－中級） 

星期二 

12:20 

∣ 

13:20 

5 
彭筱燕 

英三 B 

本組將練習英語表達能力，活動方式包含

文章閱讀或電影欣賞，再用英語進行討

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文雜誌、電

影 

4. 喜歡以閱讀文章和看電影來學習英
文。 

5. 曾參加「英語國際事務學習小組」。 

6.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英文編譯組組員。 



 

看電影學英文 
（初級） 

星期三 

12:20 

∣ 

13:20 

5 
孫煒貞 

英二 B 

本組每次聚會將以電影的片段腳本做為

閱讀、聆聽及跟讀的練習素材，學習單

字、片語及口語英文，並用英文進行討

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電影、電影講義 

4.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 

5. 有英語演講經驗。 

6. 喜歡用看電影來學英文與了解美國
文化。 

繞著地球跑 
（初級－中級） 

星期四 

15:30 

∣ 

17:20 

5 
陳怡恩 

英二 A 

本組將運用外語自學室之旅遊英語教材

練習情境會話，並藉由閱讀英語學習雜誌

之旅遊文章以及影片欣賞來了解各地文

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空中英語教室、

Advanced 彭蒙惠英語、TIME、電影、旅

遊英語教材 

5.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6. 喜歡用看電影來學習外國文化及英
語字彙。 

7. 期待與組員用輕鬆有趣的方式快樂
勇敢地開口說英語。 

電影英文大三通 
（中級－中高級） 

星期五 

12:20 

∣ 

13:20 

5 
李孟潔 

英二 B 

本組將練習英語聽力、台詞跟讀，並增強

詞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DVD電影 

5. 曾通過 Institutional TOEFL 523 分。 

6. 曾赴美自助遊學。 

7. 有英語演講、戲劇及主持經驗。 

8. 喜歡用看電影、聽廣播及大聲朗讀
學習英文。 

  日  語  自  學  小  組 

話し日本語 

口說日本語 
（限修讀過大一日文或學

習日文一年以上，有強烈慾

望要練習說日文者） 

星期二 

13:30 

∣ 

15:20 

5 
賴紀妤 

日延 C 

本組將針對會議、說明、介紹、廣播等場

合學習日文腔調、用語及禮節。平日組員

必須至外語自學室閱聽相關資料，小組聚

會時再討論相關技巧並實際模擬演練。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貿易日本語、アナ

ウンサーによるアナウンストレーニン

グ（播報員口語訓練） 

1. 喜歡看日本新聞及報紙，以自學方式

加強日文功力，樂於與有志學習日文

的人一起找出有效率又有趣的學習方

式。 

2. 曾任 2004 FIFA世界盃五人制足球錦

標賽外賓接待員。 

3.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任

諮詢 

服務專員。 

自信たっぷり日本語 

自信滿點日本語 
（歡迎學習日本語一年，具

日常會話聽說能力者參加） 

星期五 

15:30 

∣ 

17:20 

5 
劉瑞傑 

日四 B 

本組學習內容將以日本流行文化為主，學

習生活日語，以團康活動方式輕鬆克服說

的障礙，歡迎想增進聽力及口語能力的同

學們來參加。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本事情、Japan 

Today、Japan Capsule等影片 

1. 已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一級 342

分。 

2. 對會話及發音下過一番功夫，聽說
能力是強項。 

3. 曾獲大船企業獎學金。 

4. 東吳大學日語朗讀、作文、演講、
辯論比賽優勝。 

5. 全國大專院校辯論比賽北區優勝。 

6. 全國大專院校日本語即席演講比賽
北區優選。 

7. 曾任拓大華語班輔導員一年。 

8. 日本留學博覽會口譯人員。 

9. 青商會台日交流會口譯人員。 

  德  語  自  學  小  組 

基礎德語學習 
（歡迎德語初學者，或未曾

接觸過但有興趣學習德文

者參加） 

星期四 

12:20 

∣ 

13:20 

5 
秦莉娟 

德文三 

本組將著重基礎德語的學習，包括文法、

聽力與會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hemen neu 1, 

Familie Baumann, Hallo aus Berlin以及德語

卡通錄影帶 

1. 對語言學習有興趣，希望凝聚全組 

力量，共同分享學習心得。不用到

德國，只要透過不斷練習也可以擁

有良好德語能力。 

2. 曾領導「德語基礎聽力小組」及「德
國文化學習小組」。 

 

城中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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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IC Prep小組 
（中級－中高級） 

星期四 

10:10 

∣ 

12:00 

5 
褚惠姮 

英延 A 

考多益不用補習，透過每週的小組聚會，

培養到外語自學室自律學習的習慣，並上

Salliz 網路平台延伸學習，本組學習目標

是全組組員達學校補助報名費的標準

750/900。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互動英語、多

1.已通過托福 267分、多益 820分。 

2.曾任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及美國哈佛

大學鱷魚合唱團之來台接待、出版社

英文實習編輯、台北市立圖書館英語

志工、美國教育展翻譯工讀生。 

3.曾赴美國德州南美以美大學(Southern 



益聽力閱讀教材 Methodist University)交換學生。 

Made in America 
（中級） 

星期三 

10:10 

∣ 

12:00 

7 
蔣得敏 

會四 B 

你是否曾和老外聊天時「霧煞煞」 嗎？

你知道大多數白人不愛 Hip-hop，大多數

黑人不會游泳嗎？你相信歐洲人和美洲

人也會因文化差異而互相看不順眼嗎？

加入 Made in America，與小組長一同提升

英文能力，探討西方世界的文化潮流，開

口說英語，不再因為找不到話題或聊錯話

題而出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IME Express時代

解讀、空中英語教室、Advanced彭蒙惠英

語、電影 

開朗熱情、樂於助人；喜歡接觸外國朋

友，認識外國文化；喜歡利用電影或影

集自學英文並瞭解流行文化；自我學習

目標：要使自己的英文讓老外刮目相

看！ 

新聞英語小組 
（中級） 

星期三 

15:30 

∣ 

17:20 

5 
許芝瑜 

貿三 B 

本組將充分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以時事

做為英語會話的題材。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usiness Week、空

中英語教室、Advanced彭蒙惠英語、CNN

互動英語 

小組長喜歡以有聲英語教材作為學習內

容並廣泛閱覽書報雜誌；期待與組員討

論時事及分享生活流行資訊，一同學習

英語。 

Speak What You Want 
（中級） 

星期一 

10:10 

∣ 

12:00 

5 
張允欣 

法四 D 

電影是英語會話的聖典，Speak What You 

Want 號召喜歡電影，想要增強會話能力

的你，一起透過影片中的情境會話，快速

吸收實用句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What Women Want

男人百分百、Good Will Hunting 心靈捕

手、Forest Gump阿甘正傳等電影 

1. 狂愛學習語言，更喜歡語言本身的
歷史。 

2. 目前同時修讀英、日、德、法、西
班牙文，課餘時間多半在瞭解語言

相關知識。 

3. 現任職於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服務團隊，喜歡為同學介紹各類

資源。 

  日  語  自  學  小  組 

日文發音小組 

星期一 

12:20 

∣ 

13:20 

5 
胡鐘予 

貿三 A 

本組強力徵召要追求一口漂亮發音的同

學加入，以朗讀會話教材以及文章為主，

並配合 CD練習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語雜誌、學習教

材、日語影片 

小組長學習日語約有四年，喜歡透過廣

播、電視節目、歌曲等輕鬆的方式來學

習日語，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營造日語環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