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語言中心 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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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iendaholic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三 

12:20- 

13:20 

5 
陳怡恩 

英三 A 

美國人的俚語常讓你霧煞煞嗎？每週的

小組活動，讓你在捧腹大笑之餘，了解

美國文化及學習實用生活用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六人行影集ㄧ至

六季。 

1.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級、TOEFL CBT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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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learner’s club」小組長，喜歡學習各

種主題的英文。 

4.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ㄧ員，擔任

外語諮詢服務專員。 

Building Vocab from 

Current Issues 

(中級－中高級) 

星期四 

12:20- 

13:20 

5 
孫煒貞 

英三 B 

藉由組員輪流發表時事，做為吸收單字

的來源。除了增加字彙量外也可做聽、

說、讀的訓練。歡迎想要精進閱報能力

的你一起努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aipei Times、 

TIME 雜誌、CNN 互動英語雜誌以及各

類與時事相關的書刊。 

1. 已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 

2. 有英語演講經驗。 

3. 曾任「看電影學英文」、「英語輕鬆說」

小組長、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ㄧ員，

諮詢服務專員。 

4. 認真負責，希望與組員一起養成閱報

習慣、增加字彙量。 

雜誌 Easy go! 

(中級) 

星期二 

13:30- 

15:20 

5 
彭筱燕

英四 B 

以閱讀雜誌上不同類型的題材、用討論

的方式增加組員閱讀及口說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All+

互動英語雜誌、空中英語教室…等各類

英語學習雜誌。 

1. 曾任「開口說英語」、「會話闖通關」

小組長。 

2. 曾參加「英語國際事務學習小組」。 

3. 曾任東吳大學卓越教學國際研討會

口譯員。 

4.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ㄧ員，擔任

外語諮詢服務專員。 

旅遊一點通 

(中級－中高級) 

星期五 

12:20- 

13:20 

5 
李孟潔 

英三 B 

你想要遊覽世界各地美麗的景點嗎？你

知道如何用英文搭飛機、過海關、飯店

訂房、check in、餐廳用餐、問路、請別

人幫你拍照，選購紀念品嗎？本小組走

實用路線，介紹世界著名景點與實用觀

光英文，讓你能夠現學現賣，提升你對

英文的成就感喔! 

使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 ABC 互動英

語會話百科：觀光與旅遊、空中英語教

室、Live ABC…等雜誌及英文電影。 

  

1.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 

2. 曾任「電影英語大三通」、「前進吧!

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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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ㄧ員，擔任

外語諮詢服務專員。 



電影演講小組 

(中高級) 

星期五 

10:10- 

12:00 

5 
李秋慧 

英延 A 

利用電影中的演講情境來學習相關英語

字彙片語及演講表達方式。期望小組員

由討論、分享及實際練習中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電影 Legally 

Blonde,A beautiful mind,An ideal 

husband,Nixo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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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 2004 FIFA 世界盃五人制足球

錦標賽外賓接待員。 

4. 東吳大學英文系 2005 聽說讀寫比

賽寫作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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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英知識窗 

(初級－中級) 

星期二 

12:20- 

13:20 

5 
林嘉容 

英四 B 

本組著重商用英文(Business English)的

運用。利用雜誌簡單活潑又實用的內

容，使大家能夠輕鬆、愉悅的學英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互動英語雜

誌、Business week magazine。 

1.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ㄧ員，擔

任外語諮詢服務專員。 

2. 曾領導「TOEIC 百分百」小組。 

3. 曾任東吳大學卓越教學國際研討會

司儀。 

「時」話實說 

生活英語小組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一 

13:30- 

15:20 

5 
廖昱雯 

英四 B 

以時事為討論主軸，內容涵蓋日常生活

議題，流行娛樂、飲食運動…等。期望

與組員增進會話能力，一起來「悅」讀。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All+互動

英語雜誌。 

1. 曾任 2004 FIFA 世界盃五人制足球錦

標賽外賓接待員。 

2. 曾領導「新托福最前線」等四期外語

自學小組。 

3.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ㄧ員，擔任

外語諮詢服務專員。 

Integrated Reading & 

Writing 

(中高級) 

星期三 

13:30- 

15:20 

5 
林國喬 

德文四 

本組學習目標在於熟悉各類文章寫作方

式、閱讀習慣之培養、詞彙之擴充，透

過閱讀心得討論分享及學習經驗分享進

行。歡迎中高級以上組員參加，缺非毅

力及強烈學習動機者勿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符合學習目標之

所有資源。 

1. 通過英檢高級、TOEFL287、GRE(語

言 720、計量 790、分析寫作 5.5)。 

2. 小組長喜愛自助旅行、閱讀小說、

文學、電影、語言、騎單車及慢跑。 

3. 東吳大學英文系 2005 聽說讀寫比

賽閱讀、寫作第一名。 

4. 曾獲得統一翻譯獎學金。 

Master Speaking 

(中高級) 

星期三 

15:30- 

17:20 

5 
段旭玶 

英四 B 

加強訓練英語口說能力，每週討論不同

主題，如時事、旅遊、娛樂、科技…。

注重以正確的語法和發音達到有效的英

語溝通，並以字根、字首方式做講解，

提升小組員的單字量。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CNN

互動英語雜誌、EZ talk…等各類英語學

習雜誌及英文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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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dvanced English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一 

10:10- 

12:00 

5 
徐薇 

英四 A 

延續上一期的「英語雜誌瘋」小組，這

ㄧ次將範圍縮小，專注於彭蒙惠英語雜

誌。藉由雜誌所規劃的各種不同主題，

一起閱讀與討論。閱讀能力與意見表達

將為本組加強重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彭蒙惠英語雜誌。 

1. 已連續帶領四期外語自學小組。 

2. 曾任 2005 AIEF 春、秋兩季美國教

育展翻譯工讀生。 

3. 2005 赴中國自助旅行 14 天。 

4. 曾參加 2004 美國 work & travel 

program，擔任飯店客房服務部接線

生。 

5. 2002 赴澳洲墨爾本遊學 12 週。 

6. 小組長喜歡美食、旅遊、慢跑及娃

娃屋，除了努力精進語言外，對於

學習與觀摩文化也相當有興趣。 

活在電影中 

(中級－中高級) 

星期四 

15:30- 

17:20 

5 
晉安佑 

英三 A 

本組學習目標為：學習電影中實用的英

文，並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透過小組分

工和討論、以及情境模擬，練習生活化

的英語，並且學習用電影學英文的方

法，以期套用在各個範疇的學習，成為

一個有方法的自我學習者。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白宮風雲，Friends

影集，及相關的各類影片和電影。 

1. 很喜歡學習、看電影，特別喜愛學

“實用”的英文。 

2. 曾擔任林語堂故居英文導覽員。 

3. 曾獲得全國英語演說第二名。 



Travelholic 

世界旅遊狂 
(中級-中高級) 

星期四 

10:10-12:0

0 

5 
英二 B 

葉又甄 

本組內容包含： 

 旅遊情境會話：你知道如何用英

文過海關、點餐呢?還有，迷路了

怎麼辦？ 

 主題會話討論：想瞭解世界各國

的文化嗎?藉由以國家為主題的

討論，帶你深入了解異國風俗！ 

 Share & Tell：想知道小組長出國

的親身經歷嗎？包你受用無窮！ 

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 ABC、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Life 

Talk-Traveling、Life Talk-Living、Advanced

等英語雜誌及教材。 

1. 超級愛旅行，曾去過美國、瑞士、

德國、日本…自助旅行。平日喜歡

攝影、游泳、看影集及電影。 

2. 曾於國際新血管病大會擔任國際組

接待。 

3. 曾於 2005 年擔任東吳國際馬拉松

接待。 

4. 曾獲全國大專盃英語演講第三名。 

5. 曾獲議長盃英語演講第三名。 

6. 曾於 TELTC 台灣國際英語教學展

工讀生。 

旅遊夢想家 
(中級-中高級) 

星期二 

15:30- 

17:20 

5 
英四 C 

廖翊含 

喜歡旅行嗎？這個小組讓你可以了解世

界各國的著名景點及文化，還能學會如

何用英文搭飛機、飯店訂房、Check-in、

餐廳用餐…等等實用觀光英文。 

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LiveABC 互動英

語會話百科、空中英語教室、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1. 很喜歡自助旅遊，曾赴美自助遊學。 

2. 2004 何嘉仁 Happy Summer Camp 英

語學習營服務員。 

3. 2004 東吳國際馬拉松司儀。 

4. 2005東吳大學新生入學典禮司儀兼

活動員。 

面試英語自信說 
(中級-中高級) 

星期三 

11:00- 

12:00 

5 
英三 A 

張孟貴 

藉由「情境對話及角色扮演」學習： 

 英語面談技巧：配合時事，了解

企業求才趨向，學習如何用英語

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及用最適當

的英語推銷自己的長處。 

 英語簡報技巧：學習英語演講技

巧，用英語講重點，你用英文介

紹的東西，別人到底懂了多少? 

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互動英語、

CNN 等英語類雜誌。 

1. 喜歡以多元、輕鬆的方式學英文，

特別喜歡各類情境英語。 

2. 曾獲南區英語演講比賽第四名。 

3. 通過多益 900 分。 

4. 目前輔修企管系。 

  日  語  自  學  小  組 

自分の日本語 
（中級、限制有學過日文

一年以上者） 

星期一 

12:20- 

13:20 

5 
賴紀妤 

日延 C 

本組學習目標著重在「日語學習的方

式」。除了每週的小組聚會外，組長還提

供組員個別諮詢。 

組員需具備對於日文的高度興趣，對於

日語學習有明確目標並能夠達成。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依照學習者的需

求，從一般教材到日語 DVD、報紙…等。 

1. 小組長喜在日常生活中找尋持續累

積日文能力的方式 

2. 小組長對於學習日文的信念是：善

用周遭的語言資源，保持對語言的

興趣與習慣，即可有效提升語言能

力。 

日文好好玩 

(中級) 

星期二 

10:10- 

12:00 

5 
魏艾玲 

英延 A 

每次聚會主題皆不同。利用網路、生活

中與自學室的全真資源，透過實際接觸

真正的日文來學習。小組以經鬆有趣的

方式來進行，同時增加聽說讀寫的機

會，尤其是會話方面。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全真資源 

1. 個性活潑、開朗、樂觀，學習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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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級。 

4. 曾赴日本國立宮崎大學交換一學

期。 

5. 現任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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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考試打通關 
(中級) 

星期三 

13:30- 

15:20 

5 
何思穎 

會三 A 

本組專為準備英文檢定考試的同學而設

計。學習重點為加強考試技巧、快速捕考

試重點，以及考試的心得分享。歡迎想積

極準備參加考試的同學前來報名。 

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OEIC、TOEFL…等

各類考試用書。 

1. 通過 TOEIC、TOEFL 考試，皆達

中高級或高級。 

2. 超愛看影集及電影。 

3. 計畫留學，目前準備 GMAT 中。 

4. 現任外語自學室(城)學習型工讀

團隊成員。 

5. 曾任華爾街美語的 Study 

advisor、高中英文家教。 

  日  語  自  學  小  組 

日文美食小組 

星期一

12:20- 

13:20 

5 胡鐘予 

每週介紹不同的日本料理。徵求學習日語

二年以上，喜歡日本美食的同學加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除了考試用書之外

的各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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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管道學習日文。 

  英  語  自  學  小  組 

TOEFLer 

托福聽力小組 

星期四

14:30- 

15:30 

5 張允欣 

本組以反覆練習的方式，主要加強托福聽

力中 short talk 中科學性質內容練習，並藉

以加強字彙量。（徵求具有相同自學目標的

同學參加！） 

1. 熱愛語言學習，並喜歡和同學分享

學習語言的心得。 

2. 目前為語言中心城區部外語自學

室服務團隊的一員，熟悉自學室教

材。 

3. 本學期修習德文、法文、拉丁文、

古希伯來文，並以自學小組方式練

習英文及日文。 

 

  德  語  自  學  小  組 

Deutschland!los! 

旅遊向前看 
(限學過德文半年以上

者) 

星期五 

15:30- 

17:20 

5 
德文二 

廖淑德 

本組內容包含： 

 每週以德國的一個城市為主題，

以城市特色、人民、建築、飲食、

歷史、節慶為輔，深入了解德國

文化 

 如何在德國實惠的自助旅行，交

通網路的使用，訂旅館、購物…

等資訊。 

 小組進行以聽力、口語溝通能力

為重點。 

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語錄影帶有關

文化歷史、旅遊系列，以及德語教材 

Passwort Deutsch。 

1. 曾參加德語說故事比賽。 

2. 曾赴德國明斯特大學學習德文半

年，期間多次自助旅行，德國大部

分大城都參觀過、自助旅行經驗豐

富。 

3. 開朗健談、喜歡自助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