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語言中心 第 7 期 

第一梯次組員報名 熱烈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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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ced 

Learner’s Club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三 

15:30- 

17:20 

5 
陳怡恩 

英三 A 

利用空英系列雜誌，配合空英線上軟體做

不同主題的閱讀及聽說讀寫等練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空中英語教室、空

英線上軟體。 

1.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2. 期待與組員用輕鬆有趣的方式快樂

的學英文。 

3. 曾任「繞著地球跑」小組長，喜歡

學習各種主題的英文。 

4.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諮詢服務專員。 

英語輕鬆說 
(初級--中級) 

星期二 

15:30- 

17:20 

5 
孫煒貞 

英三 B 

利用主題式文章，全組一起用英文 easy- 

discuss 練習會話並加強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雜誌、英

文老歌及英檢模擬試題。 

1.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 

2. 有英語演講經驗。 

3. 喜歡由電影來了解美國文化，曾任

「看電影學英文」小組長。 

4.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諮詢服務專員。 

會話闖通關 
(初級--中級) 

星期二 

13:30- 

15:20 

5 
彭筱燕

英四 B 

閱讀並討論主題式文章和情境式會話來

增進閱讀與會話能力讓你自信開口講英

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雜誌。 

1. 曾任「開口說英語」小組長。 

2. 喜歡閱讀文章和看電影來學習英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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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諮詢服務專員。 

前進吧!英文 
   (初級--中級) 

星期一 

12:20- 

13:20 

5 
李孟潔 

英三 B 

使用 LiveABC 雜誌裡有趣的文章及實用

生活會話引發大家對英語學習興趣，搭配

線上教學軟體讓你沈浸在快樂的英語學

習環境中。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 雜誌及線

上軟體。 

1.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 

2. 曾任「電影英語大三通」小組長。 

3. 曾赴美自助遊學。 

4. 有英語演講、戲劇及主持經驗。 

5. 喜用聽廣播及大聲朗讀學習英文。 

6.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諮詢服務專員。 

新托福最前線 
（中高級） 

星期三 

12:20- 

13:20 

3 
廖昱雯 

英四 B 

使用自學室新進教材--新托福，與組員一

同針對 New TOEF 做聽、說讀、寫模擬測

驗，邁向新托福新高分，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新托福教材及新托

福線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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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諮詢服務專員。 

留學 DIY 
(中高級) 

星期一 

10:10- 

12:00 

5 
林國喬 

德文四 

This group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areful and useful strategies for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Statement of Purpose, 

Resume, TAship / RAship application and 

He is aggressive, direct, but enthusiastic. He 

is a sucker for movies, traveling, and music. 

Standardized tests taken: TOEFL CBT:287, 

TWE6.0,GRE PBT: V670, Q760, AWA5.5, 



Writing Sample will play great roles in the 

activities. 

使 用 外 語 自 學 室 資 源 :All necessary 

materials &info at the SALLR will be used 

for the activities 

TSE55, GEPT: 

Advanced. English related honors: ICRT 

Speak English Championship. 

2004/2005 SCU English Contest(1
st 
place in 

reading,2
nd
 place in writing,3

rd
 place in 

vocabulary) 

Powerful Strategies 

for GRE & TOEFL 
(中高級) 

星期三 

13:30- 

15:20 

5 
林國喬 

德文四 

This group does not emphasize the test 

preparation, but the importance of careful and 

useful strategies /study tips, thereby helping 

the members hav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GRE PBT/CBT and TOEFL CBT/iBT. 

使 用 外 語 自 學 室 資 源 :All necessary 

materials &info at the SALLR will be used 

for the activities 

He is aggressive, direct, but enthusiastic. He 

is a sucker for movies, traveling, and music. 

Standardized tests taken: TOEFL CBT:287, 

TWE6.0,GRE PBT: V670, Q760, AWA5.5, 

TSE55, GEPT: 

Advanced. English related honors: ICRT 

Speak English Championship. 

2004/2005 SCU English Contest(1
st 
place in 

reading,2
nd
 place in writing,3

rd
 place in 

vocabulary) 

Let’s Chat in 

English 
(初极—中級) 

禮拜五 

12:20 

∣ 

13:20 

5 江宜婷 

本組將著重生活會話及實用英語討論，讓

你到美國生活一路通。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 食衣住

行、LiveABC 運動休閒 

1. 曾參加「開口說英語」小組 

2. 現任外語自學室諮詢專員 

3.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級、中高級 

英文口譯訓練 
(中高級) 

禮拜四 

08:30 

∣ 

10:00 

5 許家華 

本組將密集練習口譯技巧以增進聽力與

翻譯能力。此外，每週大量閱讀、充實各

領域知識。小組進行時強力執行全程中到

英或英到中的翻譯，不斷訓練中、英文語

言轉換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aipei Times、各類

英語雜誌、影集 

1. 2005 東吳口譯成果發表會同步口

譯員 

2. 雷得樓命名典禮現場逐步口譯員 

3. 2005 東吳國際 24 小時馬拉松英文

播報員 

4. 英日雙主修，對學習外文富有熱

忱與心得 

TOEIC 百分百 
(中級--中高級) 

禮拜二 

12:20 

∣ 

13:20 

3 林嘉容 

本組將著重多益考試戰略分析及密集練

習模擬試題，全組以學校多益補助標準

750/900 為目標全力衝刺，歡迎有志準備

多益考試同學參加。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OEIC 相關教材、

BIZ 互動英語雜誌 

5. 現任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團隊一員 

6. 曾參加「看電影學英文」及「開口

說英語」小組 

7. 個性認真負責、樂觀積極，希望藉

由小組彼此督促，以期共同提升英

語能力 

英語雜誌瘋 

Magazinficent 
(中級--中高級) 

禮拜四 

12:20 

∣ 

13:20 

5 徐薇 

你是否曾感嘆自學室有這麼多豐富的英

語雜誌卻無法消化？期待對英語雜誌有

廣泛興趣的同學加入小組長的行列，一起

享受閱讀英語雜誌的樂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雜誌。但

以 Time, Reader’s digest 等進階雜誌為主 

1. 曾任三期外語自學小組長 

2. 2005 美國基金會春季、秋季教育展

翻譯工讀生 

英語面試通 

Success in Interview 
(中級--中高級) 

禮拜五 

10:10 

∣ 

12:00 

5 李秋慧 

本組將學習如何在面試中創造良好的第

一印象、用英文作出適宜的自我介紹、實

際互動演練面試問答。期透過 Oral 

Presentation、 Role play 等活動提升組員之

職場競爭力、學習如何正面大方表現自己

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互動英語雜

誌、ALL+互動英語雜誌、空中英語教室

雜誌 

1. 2004、2005 何嘉仁 Happy Summer 

Camp 英語學習營服務員。 

2. 哈佛大學合唱團訪台表演接待員 

3. FIFA 世界盃五人制足球賽接待員 

4. 東吳大學 2005 英語寫作競賽第一

名 

5. 中央廣播電台全省英語演講比賽

大專組第六名 

6. 聖德基督書院全省英語演講比賽

大專組第三名 

7. 曾赴美國南美以美大學(SMU)交

換一學期 

進階英語會話 
(中級--中高級) 

禮拜四 

13:30 

∣ 

15:20 

5 段旭玶 

依每週主題(時事、娛樂、文化)不同，以

活潑及互動方式進行較深入的英語討

論。一同練習用正確的英文語法表達想法

和意見，在討論的同時也會進行發音的糾

正並會加強聽力及 note- taking 技巧訓練。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互動英語雜

誌、時代解讀、EZtalk 雜誌、有聲書 

1. 樂觀積極、喜歡自助旅遊 

2. 曾赴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美

國新英格蘭英語學校、英國愛丁

堡大學遊學 

3. IALS 舉辦的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聽力測驗第一名 

4. 已修畢逐步口譯課程，現正修讀

同步口譯課程 

時事聽說討論 
(中級--中高級) 

禮拜四 

15:30 

∣ 

5 晉安佑 

針對國內外以及生活中各種不同議題進

行討論，藉由討論不同領域的時事，增進

英文聽說方面能力並學習新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aipei Times、CNN

1. 喜歡從報章雜誌、電影及 

discovery 影片中學英文 

2. 有熱誠和自信，曾勇奪全國英語

演說第二名 



17:20 互動英語雜誌、CD 及電影 

  日  語  自  學  小  組 

ニュース一週間 
(中級--中高級) 

星期五 

13:30- 

15:20 

5 
賴紀妤 

日延 C 

本學期將以獨立製作日文新聞及廣播為

目標展開十次的聚會。會中內容以分析日

文新聞報紙的方式進行並與組員一起利

用日文新聞來增進日語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衛星頻道 BS1、

BS2、BBC 及日文新聞剪報。 

1. 喜歡閱讀中、英、日報紙，曾在暑

假裡看了兩千多份日本報紙。常透

過網站研究日本各大報的特色，希

望將熱愛日文報的熱情延續下去並

與組員們分享。 

2. 曾任 2004 FIFA 世界盃五人制足球

錦標賽外賓接待員。 

 

きっかけは、 

        連ドラ。 

日劇合作社 
(中級) 

星期二 

10:10- 

12:00 

5 
陳玟瑛 

日延 A 

每次聚會以 DVD、錄影帶為素材做主題

式討論。組員輪流口頭報告，藉此訓練膽

量和口說自信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語 DVD、錄影帶 

1. 曾任 4 期英語自學小組長(Let’s 

meet at Central Perk/FRIENDS 

TASTIC/FRIENDS-MANIAC/Got 

“FRIENDS”?) 

2. 認真負責，喜歡利用電視節目、電

影等媒體來學外語。 

3. 曾隻身飛到美國擔任 2005 COMIC- 

CON INTERNATIONAL 的活動義工 

4. 曾任「萊爾富盃東吳國際超級馬拉

松」日語口譯。 

5. 通過日本語能力測驗一級檢定。 

6. 現任職於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擔

任諮詢服務專員。 

 

 

日本語しゃべり場 

熱血日本語 
(中高級) 

禮拜一 

15:30 

∣ 

17:20 

5 魏艾玲 

利用地球村、階梯等雜誌和網路文章、新

聞等各類材料為討論基礎，訓練日文口說

與表達能力。聚會過程中希望盡量使用日

語。歡迎敢說不怕錯、勇於表達意見同學

參加。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地球村生活日語雜

誌、階梯日本語雜誌、日文剪報…等各類

日語資源 

1. 活潑、開朗、樂觀，話多敢說不

怕錯 

2. 英日文雙主修  

3. 考過托福及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

二級 

4. 曾赴日本國立宮崎大學交換半年 

5. 現任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員 

レッツゴー！ 

日本語！ 
(中級) 

禮拜四 

10:10 

∣ 

12:00 

5 游雯婷                                                               

藉由日本雜誌、日本綜藝節目片段學習日

本時事及日常生活對話，加強閱讀聽力、

口說能力並學習道地日文發音!學習方式

輕鬆有趣!除此之外，也會觀看 NHK 一周

間ニュース， 想聽懂新聞日文不再是難

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地球村生活日語雜

誌、階梯日本語雜誌、NHK 子供 News 及

日文影片 

1. 曾多次赴日自助旅行 

2. 大三升大四暑假曾於日商公司實

習 

3. 曾任 2004 日本明治學院大學生來

台招待義工 

4. 曾任旅行社臨時導遊接待日本觀

光客 

5. 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一級 

6. 現任日本人的中文家教 

7. 對於外語學習保有高度熱誠，也

喜歡與同伴ㄧ同交流、ㄧ同學

習，保有高度鬥志! 

  德  語  自  學  小  組 

基礎德語 
（歡迎德語初學者，或 

未曾接觸過，但有興趣 

學習德文者參加） 

星期一 

13:30 

∣ 

15:20 

5 秦莉娟 

學習德語文法、發音、閱讀、會話基礎及

認識德國文化。歡迎德語初學者或想學德

語的同學一起來!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Familie baumann  , 

Themen neu, Hallo aus Berlin 及德語影片 

1. 帶過三期德語自學小組 

2. 愛交朋友、做事認真 

3. 認為語言的學習著重的是態度， 

相信有心就能學好 

Gute Reise 德語自由

行 
(初級--中高級) 

禮拜五 

15:30 

∣ 

17:20 

5 朱怡潔 

練習在歐洲(德語區)自助旅行時會用到的

實用會話、如何自我規劃行程例如：以網

路訂車票、訂房…等並介紹當地的風土民

情。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語影片、德語

DVD 

1. 大二時赴德交換ㄧ年，期間曾旅

行歐洲數國，所有行程皆自行規

劃。計畫今年暑假再赴德國自助

旅行一個月 

2. 平時愛聽德文歌、瀏覽德文網

站、酷愛德國電影 

http://www.google.com/search?hl=zh-TW&rls=RNWE,RNWE:2005-11,RNWE:en&q=Familie+baumann&spel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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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Listen 
(中級--中高級) 

星期四 

10:10- 

12:00 

5 
張允欣 

法五 D 

號 召 想 要 瘋 狂 增 加 聽 力 的 同 學 ！ JUST 

LISTEN 將於本學期透過 SHADOWING 的

方式「聽」完兩部影片，並視組員要求增

加聽力教材，透過 CNN 互動英語、空中英

語教室增強新聞及時事聽力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心靈捕手、阿甘正

傳、男人百分百、紅髮安妮等影片及劇本。 

熱愛學習語言，喜歡和同學分享學習語

言的心得與方法，目前正在修習英文、

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及希伯來

文，現為語言中心學習型團隊一員，熟

悉外語自學室資源，專長教材分析。 

日文朗讀小組 

(中級) 

禮拜一 

15:30 

∣ 

17:20 

5 胡鐘予 

每週選定一篇文章做朗讀和會話練習。徵

求學習日語一年以上，想要開口練習朗讀

的同學加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地球村日語雜誌、發

音教材、日語影片。 

1. 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一級 

2. 2005 全國大專院校日語演講比賽

優選 

3. 喜歡透過網路、電視、廣播等多

元管道學習日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