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語言教學中心第語言教學中心第語言教學中心第語言教學中心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只要您只要您只要您只要您    

����    為本校在學學生為本校在學學生為本校在學學生為本校在學學生    

����    想利用課餘時間想利用課餘時間想利用課餘時間想利用課餘時間固定固定固定固定練習英練習英練習英練習英、、、、日或德語日或德語日或德語日或德語                                                                                                

����    學習毅力至少可以維持學習毅力至少可以維持學習毅力至少可以維持學習毅力至少可以維持一學期一學期一學期一學期    

歡迎您和小組長一起來歡迎您和小組長一起來歡迎您和小組長一起來歡迎您和小組長一起來    

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運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進行自我導向學習進行自我導向學習進行自我導向學習進行自我導向學習            

互助合作學外語互助合作學外語互助合作學外語互助合作學外語    

雙溪雙溪雙溪雙溪校區校區校區校區    MainMainMainMain Campus Campus Campus Campus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每週每週每週每週    

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    

及地點及地點及地點及地點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歷小組長學經歷小組長學經歷小組長學經歷    

 英語自學小組英語自學小組英語自學小組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Help Group 

學英文學英文學英文學英文 
可以很可以很可以很可以很有趣有趣有趣有趣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2.10 
∣∣∣∣ 

13.15 
 

G302 

8 
盧姵臻盧姵臻盧姵臻盧姵臻 
工二工二工二工二 A 

1. 透過透過透過透過 Friends 英文影集英文影集英文影集英文影集，，，，進而增進組員們英文進而增進組員們英文進而增進組員們英文進而增進組員們英文

聽力的提升聽力的提升聽力的提升聽力的提升，，，，從中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及互從中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及互從中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及互從中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及互

動動動動。。。。 
2. 藉由分享英文文章的活動型態藉由分享英文文章的活動型態藉由分享英文文章的活動型態藉由分享英文文章的活動型態，，，，鼓勵組員自動鼓勵組員自動鼓勵組員自動鼓勵組員自動

自發到外語自學室尋找資源自發到外語自學室尋找資源自發到外語自學室尋找資源自發到外語自學室尋找資源，，，，且增進對生字且增進對生字且增進對生字且增進對生字、、、、

句型運用方面的能力句型運用方面的能力句型運用方面的能力句型運用方面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Friends 影集配合外語自學室編的影集配合外語自學室編的影集配合外語自學室編的影集配合外語自學室編的 Friends 手冊手冊手冊手冊 
2. 各類雜誌各類雜誌各類雜誌各類雜誌(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空中英語教室空中英語教室空中英語教室、、、、CNN 互互互互

動英語雜誌動英語雜誌動英語雜誌動英語雜誌……) 
3. 英文報紙英文報紙英文報紙英文報紙 
※※※※上上上上述第述第述第述第 2、、、、3 點為組員們找相關英文文章時會使用點為組員們找相關英文文章時會使用點為組員們找相關英文文章時會使用點為組員們找相關英文文章時會使用

到到到到。。。。 

1.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2.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3. 98 中文之夜服務員中文之夜服務員中文之夜服務員中文之夜服務員、、、、98 中文之夜行中文之夜行中文之夜行中文之夜行

政組公關政組公關政組公關政組公關。。。。 
4. 98 中文系系羽成員中文系系羽成員中文系系羽成員中文系系羽成員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外語自學室主打的看外語自學室主打的看外語自學室主打的看外語自學室主打的 Friends
影集學英文影集學英文影集學英文影集學英文、、、、雜誌學英文雜誌學英文雜誌學英文雜誌學英文。。。。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Fun 輕鬆輕鬆輕鬆輕鬆 
繞地球溜英語繞地球溜英語繞地球溜英語繞地球溜英語 
Have fun for 

learning English  
 

（（（（具初級程度以上具初級程度以上具初級程度以上具初級程度以上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2.10 
∣∣∣∣ 

13.20 
 

G402 

8 
張玟婷張玟婷張玟婷張玟婷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B 

1. 說說說說：：：：希望能為不敢開口希望能為不敢開口希望能為不敢開口希望能為不敢開口，，，，卻想增進自身口卻想增進自身口卻想增進自身口卻想增進自身口說能力說能力說能力說能力

的人營造輕鬆有趣的學習環境的人營造輕鬆有趣的學習環境的人營造輕鬆有趣的學習環境的人營造輕鬆有趣的學習環境，，，，勇於跨出口說英語勇於跨出口說英語勇於跨出口說英語勇於跨出口說英語

的第一步的第一步的第一步的第一步，，，，盡自己所能說英文盡自己所能說英文盡自己所能說英文盡自己所能說英文！！！！ 
2. 聽聽聽聽：：：：從學習資源當中從學習資源當中從學習資源當中從學習資源當中，，，，試著學習與模仿外國人的試著學習與模仿外國人的試著學習與模仿外國人的試著學習與模仿外國人的

英文發音與語調英文發音與語調英文發音與語調英文發音與語調，，，，並找出自己能夠理解或有疑問的並找出自己能夠理解或有疑問的並找出自己能夠理解或有疑問的並找出自己能夠理解或有疑問的

單字單字單字單字、、、、片語或生活慣用語片語或生活慣用語片語或生活慣用語片語或生活慣用語，，，，與大家分享或共同討論與大家分享或共同討論與大家分享或共同討論與大家分享或共同討論。。。。 
3. 盡量避免以背稿的方式來說英文盡量避免以背稿的方式來說英文盡量避免以背稿的方式來說英文盡量避免以背稿的方式來說英文，，，，因此會在主題因此會在主題因此會在主題因此會在主題

進行前分享一些口說英文的小秘訣進行前分享一些口說英文的小秘訣進行前分享一些口說英文的小秘訣進行前分享一些口說英文的小秘訣。。。。 

1.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2. 現為現為現為現為中中中中日日日日文雙修文雙修文雙修文雙修並修習並修習並修習並修習英語學程英語學程英語學程英語學程。。。。 
3. 積極參與積極參與積極參與積極參與第第第第 14 期期期期外語自學小組外語自學小組外語自學小組外語自學小組。。。。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 
1. 目前正在充實與學習英目前正在充實與學習英目前正在充實與學習英目前正在充實與學習英、、、、日日日日、、、、法等法等法等法等

語言能力語言能力語言能力語言能力。。。。 



之學習者皆可參之學習者皆可參之學習者皆可參之學習者皆可參

加加加加）））） 

4. 盡情地向大家分享你所喜愛的人盡情地向大家分享你所喜愛的人盡情地向大家分享你所喜愛的人盡情地向大家分享你所喜愛的人、、、、事事事事、、、、物於當週物於當週物於當週物於當週

的主題之中的主題之中的主題之中的主題之中。。。。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LiveABC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空中英語空中英語空中英語空中英語與與與與 All+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2. 商用英語商用英語商用英語商用英語、、、、旅遊英語教材旅遊英語教材旅遊英語教材旅遊英語教材 
3. Friends 影集與手冊影集與手冊影集與手冊影集與手冊 
4. 電影講義電影講義電影講義電影講義 
5. CNN 英語學習網英語學習網英語學習網英語學習網、、、、LiveABC 英語學習資源網英語學習資源網英語學習資源網英語學習資源網 

2. 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以英語口說以英語口說以英語口說以英語口說、、、、小說小說小說小說

報章雜誌之閱讀與報章雜誌之閱讀與報章雜誌之閱讀與報章雜誌之閱讀與 BBC 新聞聽力新聞聽力新聞聽力新聞聽力

訓練來增進英文能力訓練來增進英文能力訓練來增進英文能力訓練來增進英文能力。。。。 
3. 文字寫作與編輯文字寫作與編輯文字寫作與編輯文字寫作與編輯 

英文音點通英文音點通英文音點通英文音點通 
Learning English 
with POP music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2.20 
∣∣∣∣ 

13.20 
 

G201 

7 
許菀恬許菀恬許菀恬許菀恬 
中二中二中二中二 C 

1. 藉由聽流行音樂來增加聽力藉由聽流行音樂來增加聽力藉由聽流行音樂來增加聽力藉由聽流行音樂來增加聽力。。。。 
2. 透過歌詞來增加單字量以及片語的學習透過歌詞來增加單字量以及片語的學習透過歌詞來增加單字量以及片語的學習透過歌詞來增加單字量以及片語的學習。。。。 
3. 每週會有分享時段每週會有分享時段每週會有分享時段每週會有分享時段，，，，增加組員口說能力增加組員口說能力增加組員口說能力增加組員口說能力。。。。 
4. 期末會有單字競賽期末會有單字競賽期末會有單字競賽期末會有單字競賽，，，，透過遊戲方式讓組員們主透過遊戲方式讓組員們主透過遊戲方式讓組員們主透過遊戲方式讓組員們主

動學習動學習動學習動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披頭四合唱披頭四合唱披頭四合唱披頭四合唱團團團團、、、、貓貓貓貓音樂劇音樂劇音樂劇音樂劇 

1.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2. 全民英檢初級全民英檢初級全民英檢初級全民英檢初級及中級初試及中級初試及中級初試及中級初試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3. 美國西雅圖短期交換學生美國西雅圖短期交換學生美國西雅圖短期交換學生美國西雅圖短期交換學生。。。。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從生活中學習語喜歡從生活中學習語喜歡從生活中學習語喜歡從生活中學習語言言言言，，，，例例例例

如電影或音樂如電影或音樂如電影或音樂如電影或音樂。。。。 

頂尖國際記者頂尖國際記者頂尖國際記者頂尖國際記者 
培訓公司培訓公司培訓公司培訓公司 

Top Reporter 
Training 

Company 
 

（（（（GEPT 中級以上中級以上中級以上中級以上

的程度的程度的程度的程度））））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4.30 
 

G302 

10 
王虹又王虹又王虹又王虹又 
英二英二英二英二 C 

1. 身為記者身為記者身為記者身為記者，，，，英語能力是必要的優勢英語能力是必要的優勢英語能力是必要的優勢英語能力是必要的優勢，，，，對於國際對於國際對於國際對於國際

時時時時事也要多關切事也要多關切事也要多關切事也要多關切。。。。進入進入進入進入 Top Reporter Training 
Company，，，，每一位組員都會被派遣到外語自學每一位組員都會被派遣到外語自學每一位組員都會被派遣到外語自學每一位組員都會被派遣到外語自學

中心作深度學習中心作深度學習中心作深度學習中心作深度學習，，，，從有聲書從有聲書從有聲書從有聲書＆＆＆＆CD 中中中中，，，，增加實增加實增加實增加實

用英語字彙量用英語字彙量用英語字彙量用英語字彙量。。。。 
2. 著重讀著重讀著重讀著重讀、、、、寫寫寫寫、、、、說說說說。。。。 
3. 飄洋過海飄洋過海飄洋過海飄洋過海 L.A.：：：： No Chinese chatting. 造全造全造全造全

英語學習環境英語學習環境英語學習環境英語學習環境。。。。 
4. 從蒐集不同領域的英語資源中從蒐集不同領域的英語資源中從蒐集不同領域的英語資源中從蒐集不同領域的英語資源中，，，，培養對時事的培養對時事的培養對時事的培養對時事的

敏銳度敏銳度敏銳度敏銳度。。。。 
5. 速寫訓練速寫訓練速寫訓練速寫訓練：：：：腦部思考與筆上功夫的同步訓練腦部思考與筆上功夫的同步訓練腦部思考與筆上功夫的同步訓練腦部思考與筆上功夫的同步訓練。。。。 
6. 用英文發表言論或對其他組員準備的企畫案提用英文發表言論或對其他組員準備的企畫案提用英文發表言論或對其他組員準備的企畫案提用英文發表言論或對其他組員準備的企畫案提

出疑問出疑問出疑問出疑問，，，，藉此培養批判性思考與開口說英文的藉此培養批判性思考與開口說英文的藉此培養批判性思考與開口說英文的藉此培養批判性思考與開口說英文的

習慣習慣習慣習慣。。。。 
有意願者歡迎加入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有意願者歡迎加入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有意願者歡迎加入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有意願者歡迎加入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 Time 、、、、 Advanced 、、、、

Discovery 、、、、 Reader’s Digest 、、、、 Studio 
Classroom 、、、、EZ Talk 、、、、CNN 等有聲書等有聲書等有聲書等有聲書及報及報及報及報章雜誌章雜誌章雜誌章雜誌 

1.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 
2. GEPT 中高級初試通過中高級初試通過中高級初試通過中高級初試通過。。。。 
3. 擔任國際事務志工擔任國際事務志工擔任國際事務志工擔任國際事務志工。。。。 
4. 2010 住宿組中級英檢讀書小組的住宿組中級英檢讀書小組的住宿組中級英檢讀書小組的住宿組中級英檢讀書小組的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5. 2010 校內英語朗讀比賽第一名校內英語朗讀比賽第一名校內英語朗讀比賽第一名校內英語朗讀比賽第一名、、、、富富富富

蘭克林英語競賽第三名蘭克林英語競賽第三名蘭克林英語競賽第三名蘭克林英語競賽第三名。。。。 
6. 兼職美語補習班老師兼職美語補習班老師兼職美語補習班老師兼職美語補習班老師。。。。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英文電影看英文電影看英文電影看英文電影、、、、聽聽聽聽 ICRT 的的的的

Weekly Top 40 、、、、西洋搖滾或重金屬歌西洋搖滾或重金屬歌西洋搖滾或重金屬歌西洋搖滾或重金屬歌

曲曲曲曲。。。。 

新聞我來說新聞我來說新聞我來說新聞我來說 
 

（（（（中高級中高級中高級中高級））））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5.20 
 

G402 

7 
夏致欣夏致欣夏致欣夏致欣 
日延日延日延日延 B 

增強對英文字彙的掌控增強對英文字彙的掌控增強對英文字彙的掌控增強對英文字彙的掌控，，，，可以使用更貼切的詞彙表可以使用更貼切的詞彙表可以使用更貼切的詞彙表可以使用更貼切的詞彙表

達自己的想法達自己的想法達自己的想法達自己的想法，，，，並且藉由新聞報導的表達方式認識並且藉由新聞報導的表達方式認識並且藉由新聞報導的表達方式認識並且藉由新聞報導的表達方式認識

英語人士的邏輯英語人士的邏輯英語人士的邏輯英語人士的邏輯。。。。以輕鬆愉快的方式切入以輕鬆愉快的方式切入以輕鬆愉快的方式切入以輕鬆愉快的方式切入，，，，同時練同時練同時練同時練

習會話以及寫作習會話以及寫作習會話以及寫作習會話以及寫作。。。。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aipei Times 、、、、CNN 互動英互動英互動英互動英

語語語語、、、、彭蒙惠雜誌彭蒙惠雜誌彭蒙惠雜誌彭蒙惠雜誌、、、、TIME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1.1.1.1. 現現現現任任任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外語自學室外語自學室外語自學室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英語諮詢員英語諮詢員英語諮詢員英語諮詢員。。。。 
2.2.2.2. 第第第第 10 期外語自學小組長期外語自學小組長期外語自學小組長期外語自學小組長「「「「一起說電一起說電一起說電一起說電

影影影影」、」、」、」、第第第第 11 期期期期「「「「雜誌英語開口說雜誌英語開口說雜誌英語開口說雜誌英語開口說」、」、」、」、

第第第第 12 期期期期「「「「英語大嘴巴英語大嘴巴英語大嘴巴英語大嘴巴」、」、」、」、第第第第 13 期期期期

「「「「帶著英語去旅行帶著英語去旅行帶著英語去旅行帶著英語去旅行」、」、」、」、第第第第 14 期期期期「「「「井井井井

戶端會議戶端會議戶端會議戶端會議」、」、」、」、第第第第 15 期期期期「「「「聽說英語教聽說英語教聽說英語教聽說英語教

室室室室」、」、」、」、第第第第 16 期期期期「「「「聽聽英文聽聽英文聽聽英文聽聽英文怎麼說怎麼說怎麼說怎麼說」。」。」。」。

3.3.3.3. 2010 獲頒獲頒獲頒獲頒「「「「自學達人獎自學達人獎自學達人獎自學達人獎」。」。」。」。 
4.4.4.4. 2010 國際交換學生志工國際交換學生志工國際交換學生志工國際交換學生志工。。。。 
5.5.5.5. 2009 林語堂故居培訓導覽員林語堂故居培訓導覽員林語堂故居培訓導覽員林語堂故居培訓導覽員。。。。 
6.6.6.6. 2008 美國暑假打工度假美國暑假打工度假美國暑假打工度假美國暑假打工度假。。。。 
7.7.7.7. 2007 日本拓大暑期遊學日本拓大暑期遊學日本拓大暑期遊學日本拓大暑期遊學。。。。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影集學英日文看影集學英日文看影集學英日文看影集學英日文、、、、看雜誌學看雜誌學看雜誌學看雜誌學

英日文英日文英日文英日文、、、、看新看新看新看新聞聞聞聞學英日文學英日文學英日文學英日文、、、、語言文化交語言文化交語言文化交語言文化交

換換換換。。。。 

生活英語開口說生活英語開口說生活英語開口說生活英語開口說 
Speak English in 
Your Daily Life 

 
（（（（全民英檢初級以全民英檢初級以全民英檢初級以全民英檢初級以

上上上上））））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5.20 
 

G203 

7 
陳之芃陳之芃陳之芃陳之芃 
英三英三英三英三 B 

1.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CD: 練習在不同的情境中練習在不同的情境中練習在不同的情境中練習在不同的情境中，，，，自然地與人簡自然地與人簡自然地與人簡自然地與人簡 
短交談短交談短交談短交談。。。。 
2. 英語聊英語聊英語聊英語聊天天天天：：：：以簡單的英語表達自己對不同主題以簡單的英語表達自己對不同主題以簡單的英語表達自己對不同主題以簡單的英語表達自己對不同主題 
的想的想的想的想法法法法。。。。 
3. 英語影集英語影集英語影集英語影集、、、、電影電影電影電影、、、、歌歌歌歌曲曲曲曲：：：：提昇學習英語的興趣提昇學習英語的興趣提昇學習英語的興趣提昇學習英語的興趣 
4. 透過英語教材透過英語教材透過英語教材透過英語教材，，，，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native speaker 的發音和的發音和的發音和的發音和

語調語調語調語調。。。。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英文雜英文雜英文雜英文雜誌誌誌誌：：：：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ABC 互動英語互動英語互動英語互動英語、、、、常春常春常春常春

藤生活英語藤生活英語藤生活英語藤生活英語 
2. 英語影集英語影集英語影集英語影集、、、、電影電影電影電影、、、、歌曲歌曲歌曲歌曲 

1. 現為現為現為現為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英語諮詢員英語諮詢員英語諮詢員英語諮詢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3. 現為英文系現為英文系現為英文系現為英文系、、、、日文系雙主修生日文系雙主修生日文系雙主修生日文系雙主修生。。。。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從英語電影從英語電影從英語電影從英語電影、、、、影集和歌曲中影集和歌曲中影集和歌曲中影集和歌曲中，，，，

模仿角色的語調和練習會話模仿角色的語調和練習會話模仿角色的語調和練習會話模仿角色的語調和練習會話。。。。 

克服閱讀贏在托福克服閱讀贏在托福克服閱讀贏在托福克服閱讀贏在托福 
Reading in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08.20 

7 
郭立歆郭立歆郭立歆郭立歆 
英二英二英二英二 A 

主要是針對托福讀的部份主要是針對托福讀的部份主要是針對托福讀的部份主要是針對托福讀的部份，，，，透過閱讀及練習模擬試透過閱讀及練習模擬試透過閱讀及練習模擬試透過閱讀及練習模擬試

題的方式來增加字彙量及訓練答題技巧題的方式來增加字彙量及訓練答題技巧題的方式來增加字彙量及訓練答題技巧題的方式來增加字彙量及訓練答題技巧。。。。 
 

1. 現為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現為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現為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現為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 
2. 中級英檢通過中級英檢通過中級英檢通過中級英檢通過。。。。 



TOFEL 
 

（（（（中級以上中級以上中級以上中級以上）））） 

∣∣∣∣ 
10.00 

 
G202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imes 、、、、Discovery 及及及及

Reader’s Digest 等雜誌等雜誌等雜誌等雜誌、、、、IBT 托福考試用書托福考試用書托福考試用書托福考試用書 
3. 多益多益多益多益 785 分分分分。。。。 
4. 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 16 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領導領導領導 
「「「「GO!GO!GO!GO!英文趣英文趣英文趣英文趣!!!!」」」」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英語歌曲英語歌曲英語歌曲英語歌曲、、、、電影電影電影電影、、、、影集影集影集影集、、、、雜雜雜雜

誌誌誌誌。。。。 

征服多益征服多益征服多益征服多益！！！！ 
 

（（（（歡迎欲歡迎欲歡迎欲歡迎欲準備應考準備應考準備應考準備應考

多益考試的夥伴多益考試的夥伴多益考試的夥伴多益考試的夥伴參參參參

加加加加））））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3.30 
∣∣∣∣ 

14.20 
 

G202 

8 
白曦源白曦源白曦源白曦源 
英三英三英三英三 A 

1. 為準備多益的同學介紹考試為準備多益的同學介紹考試為準備多益的同學介紹考試為準備多益的同學介紹考試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2. 讓同學多練習多益考試考古題讓同學多練習多益考試考古題讓同學多練習多益考試考古題讓同學多練習多益考試考古題。。。。 
3. 著重聽著重聽著重聽著重聽、、、、讀能力讀能力讀能力讀能力。。。。 
4. 適時做口說訓練適時做口說訓練適時做口說訓練適時做口說訓練，，，，例如例如例如例如新聞報導新聞報導新聞報導新聞報導。。。。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多益考古題多益考古題多益考古題多益考古題、、、、英語雜誌英語雜誌英語雜誌英語雜誌、、、、英英英英

語電影語電影語電影語電影 

1. TOEIC 成績達成績達成績達成績達 885 分分分分。。。。 
2. IELTS 成績達成績達成績達成績達 7.0 分分分分。。。。 
3.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團隊英語諮詢員。。。。 
4. 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 13 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領導領導領導

「「「「 練 好 聽 說 能 力練 好 聽 說 能 力練 好 聽 說 能 力練 好 聽 說 能 力 IELTS No 
Problem! 」。」。」。」。 

5. 曾擔任中學英文助教曾擔任中學英文助教曾擔任中學英文助教曾擔任中學英文助教。。。。 
6. 國高中就讀英文學校國高中就讀英文學校國高中就讀英文學校國高中就讀英文學校。。。。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看英語電影喜歡看英語電影喜歡看英語電影喜歡看英語電影，，，，從中學習從中學習從中學習從中學習

當地用語當地用語當地用語當地用語；；；；喜歡練習英語喜歡練習英語喜歡練習英語喜歡練習英語的繞口令的繞口令的繞口令的繞口令。。。。 

我想我愛上英文了我想我愛上英文了我想我愛上英文了我想我愛上英文了 
Learn to love 

English 
 

（（（（全民英檢初級以全民英檢初級以全民英檢初級以全民英檢初級以

及中級及中級及中級及中級））））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5.30 
∣∣∣∣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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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潘若甄潘若甄潘若甄潘若甄 
英二英二英二英二 C 

1. 每堂練習英文句子聽寫小測驗每堂練習英文句子聽寫小測驗每堂練習英文句子聽寫小測驗每堂練習英文句子聽寫小測驗，，，，訓練聽力及手訓練聽力及手訓練聽力及手訓練聽力及手

寫能力寫能力寫能力寫能力 
2. 每兩週一次錄製英文對話的小影片或錄音每兩週一次錄製英文對話的小影片或錄音每兩週一次錄製英文對話的小影片或錄音每兩週一次錄製英文對話的小影片或錄音，，，，並並並並

將其成果放置在將其成果放置在將其成果放置在將其成果放置在 SALLIZ 網站上網站上網站上網站上，，，，和組員們共和組員們共和組員們共和組員們共

同檢視學習效果同檢視學習效果同檢視學習效果同檢視學習效果。。。。 
3. 藉由閱讀英文雜誌藉由閱讀英文雜誌藉由閱讀英文雜誌藉由閱讀英文雜誌，，，，多接觸外國生活時事多接觸外國生活時事多接觸外國生活時事多接觸外國生活時事，，，，同同同同

時運用在平日的會話練習及增加英文單字量時運用在平日的會話練習及增加英文單字量時運用在平日的會話練習及增加英文單字量時運用在平日的會話練習及增加英文單字量 
4. 一學期欣賞一部外國電影一學期欣賞一部外國電影一學期欣賞一部外國電影一學期欣賞一部外國電影，，，，學習觀察外國生活學習觀察外國生活學習觀察外國生活學習觀察外國生活

旅遊的經驗旅遊的經驗旅遊的經驗旅遊的經驗，，，，和課程的會話練習做結合和課程的會話練習做結合和課程的會話練習做結合和課程的會話練習做結合。。。。 
5. 學期末組員們一起拍攝英文小短劇學期末組員們一起拍攝英文小短劇學期末組員們一起拍攝英文小短劇學期末組員們一起拍攝英文小短劇，，，，以自我創以自我創以自我創以自我創

新或改編戲劇的方式新或改編戲劇的方式新或改編戲劇的方式新或改編戲劇的方式，，，，匯集之前課程的練習匯集之前課程的練習匯集之前課程的練習匯集之前課程的練習，，，，

作為成果發表的展現作為成果發表的展現作為成果發表的展現作為成果發表的展現。。。。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EZ Talk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英文電影英文電影英文電影英文電影 DVD
以及旅遊英文以及旅遊英文以及旅遊英文以及旅遊英文 

1. 現現現現任語言教學中心任語言教學中心任語言教學中心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及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及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及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以及 Toeic 
Bridg eeee。。。。 
3. 參加過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第三參加過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第三參加過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第三參加過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第三

名名名名。。。。 
4. 曾任宿舍伏石蕨工作團隊一年經歷曾任宿舍伏石蕨工作團隊一年經歷曾任宿舍伏石蕨工作團隊一年經歷曾任宿舍伏石蕨工作團隊一年經歷。。。。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欣賞外國影集和電影欣賞外國影集和電影欣賞外國影集和電影欣賞外國影集和電影、、、、聽外聽外聽外聽外

國音樂以及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國音樂以及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國音樂以及閱讀外國文學作品國音樂以及閱讀外國文學作品。。。。 

聽說聽說聽說聽說 
Hear Me 

 
（（（（有英文基礎即有英文基礎即有英文基礎即有英文基礎即

可可可可））））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四四四四 
10.10 
∣∣∣∣ 

12.00 
 

G202 

10 
張淑媛張淑媛張淑媛張淑媛 
工一工一工一工一 A 

訓練訓練訓練訓練聽說聽說聽說聽說 
(一一一一) 挑選影集片挑選影集片挑選影集片挑選影集片段段段段：：：：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 

1. 組員事先在組員事先在組員事先在組員事先在外語外語外語外語自學自學自學自學室室室室看過看過看過看過。。。。 

2. 藉由角色扮演可以訓練口說膽量藉由角色扮演可以訓練口說膽量藉由角色扮演可以訓練口說膽量藉由角色扮演可以訓練口說膽量。。。。 

3. 亦可創意改編台詞亦可創意改編台詞亦可創意改編台詞亦可創意改編台詞，，，，想像自己置身於此情節想像自己置身於此情節想像自己置身於此情節想像自己置身於此情節

時會有的反應時會有的反應時會有的反應時會有的反應。。。。 

(二二二二) 歌詞填空歌詞填空歌詞填空歌詞填空 

1. 可以是老歌可以是老歌可以是老歌可以是老歌、、、、電影配樂電影配樂電影配樂電影配樂、、、、特定明星的音特定明星的音特定明星的音特定明星的音

樂樂樂樂。。。。 

2. 討論歌詞背景討論歌詞背景討論歌詞背景討論歌詞背景。。。。 

(三三三三) 討論電影討論電影討論電影討論電影 

1. 組員事先在組員事先在組員事先在組員事先在外語外語外語外語自學自學自學自學室室室室看過看過看過看過。。。。 

2. 組員各自發表感想組員各自發表感想組員各自發表感想組員各自發表感想。。。。 

3. 分享從中習得的單字分享從中習得的單字分享從中習得的單字分享從中習得的單字、、、、諺語諺語諺語諺語，，，，亦可分享影亦可分享影亦可分享影亦可分享影

星的演技轉變或是導演如此拍攝的用意星的演技轉變或是導演如此拍攝的用意星的演技轉變或是導演如此拍攝的用意星的演技轉變或是導演如此拍攝的用意

等等等等。。。。 

4. 培養將英語融入生活實際使用培養將英語融入生活實際使用培養將英語融入生活實際使用培養將英語融入生活實際使用。。。。 

(四四四四) 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 

1. 隨隨隨隨 speaker 朗讀朗讀朗讀朗讀，，，，學習音學習音學習音學習音調調調調。。。。 

2. 訓練專注力訓練專注力訓練專注力訓練專注力、、、、聽力與語聽力與語聽力與語聽力與語調調調調。。。。 

(五五五五) 討論不同討論不同討論不同討論不同 topic 

1. topic 可以是科技可以是科技可以是科技可以是科技、、、、影視影視影視影視、、、、政治政治政治政治、、、、娛樂等娛樂等娛樂等娛樂等。。。。 

2. 增加組員對不同增加組員對不同增加組員對不同增加組員對不同 topic 的了解及培養自己的了解及培養自己的了解及培養自己的了解及培養自己

的觀點的觀點的觀點的觀點。。。。 

(六六六六) 訓練組員的自主學習能力訓練組員的自主學習能力訓練組員的自主學習能力訓練組員的自主學習能力 

1. 每位組員皆會輪流準備上述課程每位組員皆會輪流準備上述課程每位組員皆會輪流準備上述課程每位組員皆會輪流準備上述課程。。。。 

2. 組員約定在特定時段前往組員約定在特定時段前往組員約定在特定時段前往組員約定在特定時段前往外語外語外語外語自學自學自學自學室室室室使使使使

用其資源用其資源用其資源用其資源。。。。 

3. 至外語自學網路論壇紀錄學習狀況至外語自學網路論壇紀錄學習狀況至外語自學網路論壇紀錄學習狀況至外語自學網路論壇紀錄學習狀況。。。。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影集影集影集影集、、、、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1. GEPT 中級初試通過中級初試通過中級初試通過中級初試通過。。。。 
2.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一一一一））））修讀高級組修讀高級組修讀高級組修讀高級組。。。。 

愛說笑愛說笑愛說笑愛說笑 
Talk Show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8 
陳映蓉陳映蓉陳映蓉陳映蓉 
日一日一日一日一 A 

由電影由電影由電影由電影、、、、節目節目節目節目、、、、小說小說小說小說、、、、歌曲來加強閱讀歌曲來加強閱讀歌曲來加強閱讀歌曲來加強閱讀、、、、聽力及文聽力及文聽力及文聽力及文

法法法法，，，，或由許多情境來練習說或由許多情境來練習說或由許多情境來練習說或由許多情境來練習說，，，，對說英文不再感到恐對說英文不再感到恐對說英文不再感到恐對說英文不再感到恐

懼懼懼懼。。。。 
 

1. 中級英檢過中級英檢過中級英檢過中級英檢過。。。。 
2. 對語言有興趣對語言有興趣對語言有興趣對語言有興趣。。。。 
3. 曾遊學曾遊學曾遊學曾遊學法國一個月法國一個月法國一個月法國一個月。。。。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14.3014.3014.3014.30    

    

G301G301G301G301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LiveABC 、、、、CNN、、、、BASIC 
Tactics for Listening 2nd Edition 、、、、歌曲歌曲歌曲歌曲、、、、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Cats、、、、歌劇魅影歌劇魅影歌劇魅影歌劇魅影……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西洋電影看西洋電影看西洋電影看西洋電影、、、、喜接觸歌曲喜接觸歌曲喜接觸歌曲喜接觸歌曲、、、、

歌手第一消息歌手第一消息歌手第一消息歌手第一消息、、、、Ellen Show…… 。。。。 

 日語自學小組日語自學小組日語自學小組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日檢日檢日檢日檢 N1 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 

 
（（（（適合已具日文檢適合已具日文檢適合已具日文檢適合已具日文檢

定定定定 2 級程度級程度級程度級程度，，，，欲針欲針欲針欲針

對日文檢定對日文檢定對日文檢定對日文檢定 1 級準級準級準級準

備者備者備者備者。。。。））））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18.30 
∣∣∣∣ 

20.20 
 

G102 

8 
張譯心張譯心張譯心張譯心 
日四日四日四日四 A 

針對日語針對日語針對日語針對日語 N1 檢定檢定檢定檢定，，，，藉由模藉由模藉由模藉由模擬試題及考古題的複習擬試題及考古題的複習擬試題及考古題的複習擬試題及考古題的複習，，，，

讓小組成員能夠在彼此討論中讓小組成員能夠在彼此討論中讓小組成員能夠在彼此討論中讓小組成員能夠在彼此討論中，，，，加強聽力加強聽力加強聽力加強聽力，，，，釐清常釐清常釐清常釐清常

見文法問題及增加單字量見文法問題及增加單字量見文法問題及增加單字量見文法問題及增加單字量。。。。此外此外此外此外，，，，利用影片或是文利用影片或是文利用影片或是文利用影片或是文

章分享章分享章分享章分享，，，，增加常見單字以及習慣以日語為母語者的增加常見單字以及習慣以日語為母語者的增加常見單字以及習慣以日語為母語者的增加常見單字以及習慣以日語為母語者的

語調速度語調速度語調速度語調速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檢定日文檢定日文檢定日文檢定 1 級測驗考古題級測驗考古題級測驗考古題級測驗考古題、、、、

日文影集日文影集日文影集日文影集、、、、日文雜誌日文雜誌日文雜誌日文雜誌 

1.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日語諮詢員團隊日語諮詢員團隊日語諮詢員團隊日語諮詢員。。。。 
2. 日本語文檢定日本語文檢定日本語文檢定日本語文檢定 2 級級級級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3. 日本中央大學交流生接待員日本中央大學交流生接待員日本中央大學交流生接待員日本中央大學交流生接待員。。。。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以日劇以日劇以日劇以日劇、、、、電影電影電影電影、、、、歌曲歌曲歌曲歌曲……等等等等

增加接觸日文機會增加接觸日文機會增加接觸日文機會增加接觸日文機會。。。。 

日語聽力很簡單日語聽力很簡單日語聽力很簡單日語聽力很簡單 
 

（（（（日檢日檢日檢日檢 3~2 級級級級））））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2.15 
∣∣∣∣ 

13.20 
 

G302 

8 
蘇婉婷蘇婉婷蘇婉婷蘇婉婷 
日四日四日四日四 B 

只要聽力好只要聽力好只要聽力好只要聽力好，，，，聽說讀聽說讀聽說讀聽說讀就沒煩惱就沒煩惱就沒煩惱就沒煩惱！！！！聽力是考日檢最好聽力是考日檢最好聽力是考日檢最好聽力是考日檢最好

拿分的一個項目拿分的一個項目拿分的一個項目拿分的一個項目，，，，千萬不可以放棄千萬不可以放棄千萬不可以放棄千萬不可以放棄！！！！一週看日劇或一週看日劇或一週看日劇或一週看日劇或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另一週寫評量另一週寫評量另一週寫評量另一週寫評量＋＋＋＋每人輪流介紹自己喜歡的歌每人輪流介紹自己喜歡的歌每人輪流介紹自己喜歡的歌每人輪流介紹自己喜歡的歌

或歌手或歌手或歌手或歌手，，，，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的方式以這樣的方式，，，，讓大家越來越熟悉日本語讓大家越來越熟悉日本語讓大家越來越熟悉日本語讓大家越來越熟悉日本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語日語日語日語 DVD 

1. 日檢日檢日檢日檢 2 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 
2. 擔任日語自學小組長擔任日語自學小組長擔任日語自學小組長擔任日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領導第領導第領導第 13

期期期期「「「「輕鬆學日本文化輕鬆學日本文化輕鬆學日本文化輕鬆學日本文化」」」」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第第第第 14
期及第期及第期及第期及第 16 期期期期「「「「看日劇學日文看日劇學日文看日劇學日文看日劇學日文」」」」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3. 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日語諮詢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日語諮詢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日語諮詢現任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日語諮詢

員員員員。。。。 
4. 目前為拓大華語班輔導員目前為拓大華語班輔導員目前為拓大華語班輔導員目前為拓大華語班輔導員。。。。 
5. 暑假都會當日文系高中營隊的輔導暑假都會當日文系高中營隊的輔導暑假都會當日文系高中營隊的輔導暑假都會當日文系高中營隊的輔導

員員員員。。。。 
6. 大三上去日本拓植大學交換學生一大三上去日本拓植大學交換學生一大三上去日本拓植大學交換學生一大三上去日本拓植大學交換學生一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 
7. 日文系日文系日文系日文系９７９７９７９７年迎新宿營的小隊輔年迎新宿營的小隊輔年迎新宿營的小隊輔年迎新宿營的小隊輔。。。。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日劇看日劇看日劇看日劇，，，，聽日文歌聽日文歌聽日文歌聽日文歌，，，，看日看日看日看日文文文文

小說小說小說小說，，，，和日本人聊天和日本人聊天和日本人聊天和日本人聊天。。。。 

挑戰二級檢定挑戰二級檢定挑戰二級檢定挑戰二級檢定!GO! 
 

（（（（適合已學適合已學適合已學適合已學 1~2 年年年年

者者者者））））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2.30 
∣∣∣∣ 

13.20 
 

G402 

8 
詹美霙詹美霙詹美霙詹美霙 
日三日三日三日三 B 

因為想要去考因為想要去考因為想要去考因為想要去考 2 級檢級檢級檢級檢定定定定，，，，因此希望這次能選一些有因此希望這次能選一些有因此希望這次能選一些有因此希望這次能選一些有

關檢定的東西來和大家一同學習成關檢定的東西來和大家一同學習成關檢定的東西來和大家一同學習成關檢定的東西來和大家一同學習成長長長長，，，，著重於各種著重於各種著重於各種著重於各種

不同主題的字彙學習以及歷屆檢定題目來做練習不同主題的字彙學習以及歷屆檢定題目來做練習不同主題的字彙學習以及歷屆檢定題目來做練習不同主題的字彙學習以及歷屆檢定題目來做練習，，，，

利用地球村利用地球村利用地球村利用地球村日語節選文章日語節選文章日語節選文章日語節選文章，，，，請組員輪流講解或提供請組員輪流講解或提供請組員輪流講解或提供請組員輪流講解或提供

其他資料來做學習其他資料來做學習其他資料來做學習其他資料來做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地球村地球村地球村地球村日日日日語語語語、、、、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1.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外語自學室外語自學室外語自學室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2. 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 15 及及及及 16 期日語自學小組期日語自學小組期日語自學小組期日語自學小組

長長長長，，，，領領領領導導導導「「「「歌曲歌曲歌曲歌曲、、、、日劇學日文日劇學日文日劇學日文日劇學日文」」」」及及及及

「「「「よしよしよしよし!  !  !  !  日本語大丈夫日本語大丈夫日本語大丈夫日本語大丈夫!!!!!!!!」」」」自自自自學小學小學小學小

組組組組。。。。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平常會利用日劇或電影來學平常會利用日劇或電影來學平常會利用日劇或電影來學平常會利用日劇或電影來學

習日習日習日習日語語語語，，，，喜歡接觸日本文喜歡接觸日本文喜歡接觸日本文喜歡接觸日本文化化化化，，，，也很喜歡也很喜歡也很喜歡也很喜歡

聽好聽的日文歌曲聽好聽的日文歌曲聽好聽的日文歌曲聽好聽的日文歌曲。。。。 

聊日文聊日文聊日文聊日文，，，，有玩沒完有玩沒完有玩沒完有玩沒完。。。。 
止止止止まらないおしゃまらないおしゃまらないおしゃまらないおしゃ

べりべりべりべり 
 

（（（（適合肯開口練習適合肯開口練習適合肯開口練習適合肯開口練習

並肯為小組活動準並肯為小組活動準並肯為小組活動準並肯為小組活動準

備者備者備者備者，，，，約約約約 2級程度級程度級程度級程度。。。。））））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0.10 
∣∣∣∣ 

12.00 
 

G202 

7 
謝淑芬謝淑芬謝淑芬謝淑芬 
日四日四日四日四 B 

1. 每週準備每週準備每週準備每週準備 1~2 篇日文雜誌文章或新聞介紹篇日文雜誌文章或新聞介紹篇日文雜誌文章或新聞介紹篇日文雜誌文章或新聞介紹，，，，補充補充補充補充

字彙字彙字彙字彙、、、、新知新知新知新知。。。。 
2. 每週設定不同主題每週設定不同主題每週設定不同主題每週設定不同主題（（（（如如如如：：：：音樂音樂音樂音樂、、、、旅遊等旅遊等旅遊等旅遊等），），），），每個每個每個每個

組員依主題搜尋自己喜歡的資料組員依主題搜尋自己喜歡的資料組員依主題搜尋自己喜歡的資料組員依主題搜尋自己喜歡的資料，，，，介紹給大家介紹給大家介紹給大家介紹給大家。。。。 
3. 講者可設計互動問題講者可設計互動問題講者可設計互動問題講者可設計互動問題，，，，在介紹後提問在介紹後提問在介紹後提問在介紹後提問。。。。聽者必須聽者必須聽者必須聽者必須

有所回饋有所回饋有所回饋有所回饋，，，，達到練習口說目的達到練習口說目的達到練習口說目的達到練習口說目的。。。。 
4. 每週每週每週每週 1 首日文歌介紹首日文歌介紹首日文歌介紹首日文歌介紹。。。。 
以上活動由以上活動由以上活動由以上活動由每位成員輪流分工每位成員輪流分工每位成員輪流分工每位成員輪流分工，，，，於活動第一週決定於活動第一週決定於活動第一週決定於活動第一週決定

分工表分工表分工表分工表，，，，並視祖員意見調整活動方式並視祖員意見調整活動方式並視祖員意見調整活動方式並視祖員意見調整活動方式。。。。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期刊雜誌日文期刊雜誌日文期刊雜誌日文期刊雜誌（（（（如如如如：：：：地球村地球村地球村地球村、、、、

階梯日本語階梯日本語階梯日本語階梯日本語。）。）。）。） 

1. 日檢日檢日檢日檢 1 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 
2. 曾任曾任曾任曾任「「「「玩英文玩英文玩英文玩英文，，，，聊英文聊英文聊英文聊英文」、「」、「」、「」、「日語大日語大日語大日語大

聲說聲說聲說聲說」」」」以及以及以及以及「「「「聽了就知道聽了就知道聽了就知道聽了就知道」」」」外語自外語自外語自外語自

學小組長學小組長學小組長學小組長。。。。 
3. 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認識外語自學室認識外語自學室認識外語自學室認識外語自學室 ALL 

PASS 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沒問題」」」」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電影看電影看電影看電影、、、、影集練習聽力影集練習聽力影集練習聽力影集練習聽力，，，，上上上上

國外網站閱讀電影的英國外網站閱讀電影的英國外網站閱讀電影的英國外網站閱讀電影的英、、、、日文相關資料日文相關資料日文相關資料日文相關資料。。。。

聽聽日語說什麼聽聽日語說什麼聽聽日語說什麼聽聽日語說什麼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4.00 
∣∣∣∣ 

15.00 
 

G402 

8 
周佳蓉周佳蓉周佳蓉周佳蓉 
日二日二日二日二 B 

用以下教材來練習日文聽力並增用以下教材來練習日文聽力並增用以下教材來練習日文聽力並增用以下教材來練習日文聽力並增加日文單字加日文單字加日文單字加日文單字：：：： 
1. 簡單有趣的卡通影片簡單有趣的卡通影片簡單有趣的卡通影片簡單有趣的卡通影片 
2. 電影或日劇電影或日劇電影或日劇電影或日劇 DVD 
3. 日文檢定四級和三級聽力練習日文檢定四級和三級聽力練習日文檢定四級和三級聽力練習日文檢定四級和三級聽力練習 
4. 日文歌曲日文歌曲日文歌曲日文歌曲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檢定書籍日文檢定書籍日文檢定書籍日文檢定書籍、、、、日文日文日文日文 DVD 

1.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團隊成員。。。。 
2. 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 16 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期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領導領導領導

「「「「閱讀與分享閱讀與分享閱讀與分享閱讀與分享 Reading And Sharing 」」」」

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3. 日撿四級通過日撿四級通過日撿四級通過日撿四級通過。。。。 
4. 英檢中級初試通過英檢中級初試通過英檢中級初試通過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利用電影利用電影利用電影利用電影、、、、DVD、、、、歌曲歌曲歌曲歌曲、、、、外外外外

文雜誌來學習外語文雜誌來學習外語文雜誌來學習外語文雜誌來學習外語。。。。 

人人都能人人都能人人都能人人都能 
開口說日語開口說日語開口說日語開口說日語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沒有五十沒有五十沒有五十沒有五十

音基礎也可以音基礎也可以音基礎也可以音基礎也可以。）。）。）。）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5.30 
∣∣∣∣ 

16.20 
 

8 
陳伊君陳伊君陳伊君陳伊君 
日二日二日二日二 B 

把學習新語言把學習新語言把學習新語言把學習新語言－－－－日語當做課後的娛樂日語當做課後的娛樂日語當做課後的娛樂日語當做課後的娛樂，，，，用輕鬆沒有用輕鬆沒有用輕鬆沒有用輕鬆沒有

壓力的方式學習壓力的方式學習壓力的方式學習壓力的方式學習,藉由情境式對話藉由情境式對話藉由情境式對話藉由情境式對話、、、、看日劇熟悉日本看日劇熟悉日本看日劇熟悉日本看日劇熟悉日本

人的講話方式及日本文化人的講話方式及日本文化人的講話方式及日本文化人的講話方式及日本文化、、、、學唱日文歌認識句子學唱日文歌認識句子學唱日文歌認識句子學唱日文歌認識句子，，，，

慢慢的累積語言能力慢慢的累積語言能力慢慢的累積語言能力慢慢的累積語言能力，，，，每週的練習一定每週的練習一定每週的練習一定每週的練習一定有豐富的收有豐富的收有豐富的收有豐富的收

穫穫穫穫。。。。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新文化日本語初級一新文化日本語初級一新文化日本語初級一新文化日本語初級一、、、、地球地球地球地球

1. GEPT 中級初試中級初試中級初試中級初試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2.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東吳全校性日文朗讀比賽東吳全校性日文朗讀比賽東吳全校性日文朗讀比賽東吳全校性日文朗讀比賽。。。。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朗讀朗讀朗讀朗讀，，，，幫自己創造良好的語幫自己創造良好的語幫自己創造良好的語幫自己創造良好的語

言學習環境言學習環境言學習環境言學習環境，，，，每天一定要每天一定要每天一定要每天一定要「「「「聽聽聽聽」」」」日劇日劇日劇日劇，，，，

主動認主動認主動認主動認識識識識日本人並且勇敢開口說日文日本人並且勇敢開口說日文日本人並且勇敢開口說日文日本人並且勇敢開口說日文。。。。 



G203 村村村村、、、、日劇日劇日劇日劇 

 德語自學小組德語自學小組德語自學小組德語自學小組 German Self-Help Group 

樂在德語樂在德語樂在德語樂在德語 
Genießen Sie 

Deutsch! 
 

（（（（至少要學過德語至少要學過德語至少要學過德語至少要學過德語

發音發音發音發音，，，，有簡單的基有簡單的基有簡單的基有簡單的基

礎礎礎礎。。。。））））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2.20 
∣∣∣∣ 

13.20 
 

G203 

8 
周宇情周宇情周宇情周宇情 
德文四德文四德文四德文四 

1. 學習語言有時總是令人感到枯燥學習語言有時總是令人感到枯燥學習語言有時總是令人感到枯燥學習語言有時總是令人感到枯燥，，，，尤其剛入門尤其剛入門尤其剛入門尤其剛入門

的初學者的初學者的初學者的初學者，，，，常常會摸不著頭緒常常會摸不著頭緒常常會摸不著頭緒常常會摸不著頭緒。。。。所以想要借由所以想要借由所以想要借由所以想要借由

小組的方式小組的方式小組的方式小組的方式，，，，用德語有趣的資源用德語有趣的資源用德語有趣的資源用德語有趣的資源，，，，一起努力增一起努力增一起努力增一起努力增

進德語能力進德語能力進德語能力進德語能力，，，，達到可以自學德語的程度達到可以自學德語的程度達到可以自學德語的程度達到可以自學德語的程度。。。。 
2. 希望可以藉由有聲書希望可以藉由有聲書希望可以藉由有聲書希望可以藉由有聲書、、、、影片影片影片影片、、、、歌曲及會話等輕歌曲及會話等輕歌曲及會話等輕歌曲及會話等輕

鬆的方式鬆的方式鬆的方式鬆的方式，，，，達到練習德語並使其進步的目標達到練習德語並使其進步的目標達到練習德語並使其進步的目標達到練習德語並使其進步的目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德文有聲書德文有聲書德文有聲書德文有聲書、、、、德語雜誌德語雜誌德語雜誌德語雜誌、、、、德德德德

語卡通語卡通語卡通語卡通、、、、德語歌曲德語歌曲德語歌曲德語歌曲 

1. 現任現任現任現任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外語自學室服務

團隊德語諮詢員團隊德語諮詢員團隊德語諮詢員團隊德語諮詢員。。。。 
2. 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曾任第 14 至至至至 16 期德語自學小組長期德語自學小組長期德語自學小組長期德語自學小組長，，，，

領導領導領導領導「「「「德檢沒問題德檢沒問題德檢沒問題德檢沒問題」、「」、「」、「」、「開口說德文開口說德文開口說德文開口說德文」」」」及及及及

「「「「大家說德語大家說德語大家說德語大家說德語」」」」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3. 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德文系德語推廣活動的德文系德語推廣活動的德文系德語推廣活動的德文系德語推廣活動的

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近期以準備德檢近期以準備德檢近期以準備德檢近期以準備德檢 B2 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為目標，，，，

最愛看德國影集最愛看德國影集最愛看德國影集最愛看德國影集 BerlinBerlin ，，，，目前也目前也目前也目前也

努力加強英日文努力加強英日文努力加強英日文努力加強英日文。。。。☺☺☺☺ 

    

城中城中城中城中校區校區校區校區 Downtown Campus  

組別組別組別組別 
每週每週每週每週 

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 
及地點及地點及地點及地點 

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名額名額名額名額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歷小組長學經歷小組長學經歷小組長學經歷 

 英語自學小組英語自學小組英語自學小組英語自學小組 English Self-Help Group 

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5:30 
∣∣∣∣ 

17: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7 

7 
胡慈憶胡慈憶胡慈憶胡慈憶 
法二法二法二法二 C 

透過閱讀英語的文章學習英文透過閱讀英語的文章學習英文透過閱讀英語的文章學習英文透過閱讀英語的文章學習英文，，，，從中學習英語的單從中學習英語的單從中學習英語的單從中學習英語的單

字字字字、、、、文法文法文法文法，，，，培養語感培養語感培養語感培養語感，，，，學習英語並不是只是枯燥的學習英語並不是只是枯燥的學習英語並不是只是枯燥的學習英語並不是只是枯燥的

背誦單字及文法背誦單字及文法背誦單字及文法背誦單字及文法，，，，也可以透過有趣的文章學習也可以透過有趣的文章學習也可以透過有趣的文章學習也可以透過有趣的文章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1.1.1.各種英文雜誌各種英文雜誌各種英文雜誌各種英文雜誌    

2.2.2.2.關於英語閱讀的書籍關於英語閱讀的書籍關於英語閱讀的書籍關於英語閱讀的書籍    

3.3.3.3.英文有聲書英文有聲書英文有聲書英文有聲書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閱讀英文的文章喜歡閱讀英文的文章喜歡閱讀英文的文章喜歡閱讀英文的文章、、、、故事故事故事故事

書書書書 

哈囉哈囉哈囉哈囉!你好嗎你好嗎你好嗎你好嗎? 
Hello! English!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3:30 
∣∣∣∣ 

15:3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412 

7 
陳函靖陳函靖陳函靖陳函靖 
企四企四企四企四 C 

預習預習預習預習（（（（閱讀閱讀閱讀閱讀））））、、、、影集影集影集影集(聽聽聽聽力力力力)、、、、分享分享分享分享(口說口說口說口說)、、、、文法文法文法文法(讀讀讀讀/
寫寫寫寫)、、、、聽力練習聽力練習聽力練習聽力練習(聽力聽力聽力聽力)、、、、小測驗小測驗小測驗小測驗(聽聽聽聽/寫寫寫寫))))。。。。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影集影集影集影集、、、、雜誌及相關書籍雜誌及相關書籍雜誌及相關書籍雜誌及相關書籍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5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生生生生

活英語工作室活英語工作室活英語工作室活英語工作室」」」」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英英英英

語故事書語故事書語故事書語故事書」」」」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GEPT中級中級中級中級/TOEIC英文檢定英文檢定英文檢定英文檢定

4. 參 加 過參 加 過參 加 過參 加 過 Vancouver 遊 學遊 學遊 學遊 學

/Portland 遊學遊學遊學遊學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用生活化的方式學習英喜歡用生活化的方式學習英喜歡用生活化的方式學習英喜歡用生活化的方式學習英

文文文文，，，，平常會看英文雜誌練習閱讀平常會看英文雜誌練習閱讀平常會看英文雜誌練習閱讀平常會看英文雜誌練習閱讀，，，，看英看英看英看英

文影集文影集文影集文影集(Friends/Gossip girl…) 練習語練習語練習語練習語

感與聽力感與聽力感與聽力感與聽力。。。。 

英語小天地英語小天地英語小天地英語小天地 
 

（（（（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1 

7 
李瑩貞李瑩貞李瑩貞李瑩貞 
會二會二會二會二 C 

1. 藉由雜誌英語對話練習口說能力藉由雜誌英語對話練習口說能力藉由雜誌英語對話練習口說能力藉由雜誌英語對話練習口說能力 
2. 閱讀英語故事書增進閱讀能力閱讀英語故事書增進閱讀能力閱讀英語故事書增進閱讀能力閱讀英語故事書增進閱讀能力、、、、增加單字量增加單字量增加單字量增加單字量…

等等等等 
3. 從克漏字測驗中學習文法從克漏字測驗中學習文法從克漏字測驗中學習文法從克漏字測驗中學習文法、、、、片語片語片語片語…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雜誌雜誌雜誌，，，，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我的英語閱我的英語閱我的英語閱我的英語閱

讀花園讀花園讀花園讀花園，，，，全民英檢克漏字測驗全民英檢克漏字測驗全民英檢克漏字測驗全民英檢克漏字測驗(中高級中高級中高級中高級)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工讀團隊成員工讀團隊成員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歡歡歡歡

樂英語學習園樂英語學習園樂英語學習園樂英語學習園」」」」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英文檢定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英文檢定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英文檢定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影片看影片看影片看影片，，，，閱讀故事書閱讀故事書閱讀故事書閱讀故事書 

單字蜂單字蜂單字蜂單字蜂 
Vocabulary Bee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5:30 
∣∣∣∣ 

17: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2 

7 
蔡欣淳蔡欣淳蔡欣淳蔡欣淳 
財精四財精四財精四財精四 C 

1.使沒有習慣背單字的人可以養成使沒有習慣背單字的人可以養成使沒有習慣背單字的人可以養成使沒有習慣背單字的人可以養成ㄧㄧㄧㄧ定的習慣定的習慣定的習慣定的習慣。。。。 
2.從各種文章中找尋不同的單字類型從各種文章中找尋不同的單字類型從各種文章中找尋不同的單字類型從各種文章中找尋不同的單字類型。。。。 
3.讀文章讀文章讀文章讀文章、、、、念文章和練習日常會話念文章和練習日常會話念文章和練習日常會話念文章和練習日常會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EZ-TALK 、、、、長春藤長春藤長春藤長春藤、、、、新版多新版多新版多新版多

益字彙益字彙益字彙益字彙&片語片語片語片語……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及及及及「「「「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影集影集影集影集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

「「「「開心英文農場開心英文農場開心英文農場開心英文農場」」」」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5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歡歡歡歡

唱歌曲學英文唱歌曲學英文唱歌曲學英文唱歌曲學英文」」」」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4. 美國遊學美國遊學美國遊學美國遊學 2 個月個月個月個月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用聽的用聽的用聽的用聽的~~學英文學英文學英文學英文~~ 



「「「「閱閱閱閱」」」」來越厲害來越厲害來越厲害來越厲害 
Improve Reading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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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劉郁玨劉郁玨劉郁玨劉郁玨 
法三法三法三法三 B 

小組前半段閱讀世界文學小組前半段閱讀世界文學小組前半段閱讀世界文學小組前半段閱讀世界文學，，，，由當週由當週由當週由當週 host 簡介並朗誦簡介並朗誦簡介並朗誦簡介並朗誦

文章文章文章文章，，，，討論與分享心得討論與分享心得討論與分享心得討論與分享心得；；；；後半段練習閱讀測驗後半段練習閱讀測驗後半段練習閱讀測驗後半段練習閱讀測驗，，，，一一一一

邊增進測驗能力邊增進測驗能力邊增進測驗能力邊增進測驗能力，，，，一邊加強文法並增加字彙量一邊加強文法並增加字彙量一邊加強文法並增加字彙量一邊加強文法並增加字彙量。。。。透透透透

過小組進行過小組進行過小組進行過小組進行，，，，提升閱讀能力提升閱讀能力提升閱讀能力提升閱讀能力、、、、增加英文字彙以及加增加英文字彙以及加增加英文字彙以及加增加英文字彙以及加

強英文文法強英文文法強英文文法強英文文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多益多益多益多益、、、、托福閱讀系列托福閱讀系列托福閱讀系列托福閱讀系列，，，，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我的英語閱讀花園我的英語閱讀花園我的英語閱讀花園我的英語閱讀花園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口口口口

說英語教室說英語教室說英語教室說英語教室」」」」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5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搶搶搶搶

救你的菜英文救你的菜英文救你的菜英文救你的菜英文」」」」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4.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觀看美國影集觀看美國影集觀看美國影集觀看美國影集、、、、學習西洋歌學習西洋歌學習西洋歌學習西洋歌

曲曲曲曲 

即興英對話即興英對話即興英對話即興英對話 
Speaking English in 

Your Life! 
 
 

（（（（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5:30 
∣∣∣∣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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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涂頴君涂頴君涂頴君涂頴君 
法三法三法三法三 A 

藉由即興對話藉由即興對話藉由即興對話藉由即興對話，，，，例如問路例如問路例如問路例如問路、、、、介紹景觀等英文問答對介紹景觀等英文問答對介紹景觀等英文問答對介紹景觀等英文問答對

話方式話方式話方式話方式，，，，來訓練英文口說能力來訓練英文口說能力來訓練英文口說能力來訓練英文口說能力；；；；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除此之外除此之外，，，，利用簡利用簡利用簡利用簡

單小遊戲以及模擬面試單小遊戲以及模擬面試單小遊戲以及模擬面試單小遊戲以及模擬面試，，，，來訓練英文表達能力來訓練英文表達能力來訓練英文表達能力來訓練英文表達能力；；；；再再再再

來來來來，，，，利用簡短英文影片利用簡短英文影片利用簡短英文影片利用簡短英文影片，，，，來了解英文該如何說來了解英文該如何說來了解英文該如何說來了解英文該如何說，，，，怎怎怎怎

樣說最好樣說最好樣說最好樣說最好，，，，藉著這些方式藉著這些方式藉著這些方式藉著這些方式，，，，讓英文口說不再是件難讓英文口說不再是件難讓英文口說不再是件難讓英文口說不再是件難

事事事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互動雜誌英語互動雜誌英語互動雜誌英語互動雜誌，，，，英文書英文書英文書英文書，，，，英英英英

文影片文影片文影片文影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學習學習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5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

「「「「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in 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

「「「「 英文讀寫升級版英文讀寫升級版英文讀寫升級版英文讀寫升級版」」」」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看美國影集喜歡看美國影集喜歡看美國影集喜歡看美國影集，，，，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尤其是 CSI
犯罪現場犯罪現場犯罪現場犯罪現場。。。。對於閱讀英文有很大的熱對於閱讀英文有很大的熱對於閱讀英文有很大的熱對於閱讀英文有很大的熱

誠誠誠誠，，，，想要背好單字想要背好單字想要背好單字想要背好單字。。。。 

對話不對話不對話不對話不 NG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5:30 
∣∣∣∣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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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吳怡萱吳怡萱吳怡萱吳怡萱 
會三會三會三會三 A 

1.以分組方式練習英語會話能力並參照情境會話練以分組方式練習英語會話能力並參照情境會話練以分組方式練習英語會話能力並參照情境會話練以分組方式練習英語會話能力並參照情境會話練

習口說流利度習口說流利度習口說流利度習口說流利度。。。。 
2.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歡樂看影集並學習其中對話歡樂看影集並學習其中對話歡樂看影集並學習其中對話歡樂看影集並學習其中對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這句英文怎麼說這句英文怎麼說這句英文怎麼說這句英文怎麼說？」、「？」、「？」、「？」、「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關鍵力關鍵力關鍵力關鍵力.關鍵句型篇關鍵句型篇關鍵句型篇關鍵句型篇」、」、」、」、雜誌雜誌雜誌雜誌「「「「EZ Talk」、「」、「」、「」、「Live 互互互互

動英語動英語動英語動英語」、「」、「」、「」、「Friends 」」」」六人行影集六人行影集六人行影集六人行影集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

工讀團隊成員工讀團隊成員工讀團隊成員工讀團隊成員 
2. 參加過第參加過第參加過第參加過第 15 期自學小組期自學小組期自學小組期自學小組『『『『跨跨跨跨「「「「閱閱閱閱」」」」

多益多益多益多益--「「「「讀讀讀讀」」」」門秘笈門秘笈門秘笈門秘笈！！！！！！！！！！！！』、』、』、』、第第第第 16
期自學小組期自學小組期自學小組期自學小組『『『『英文電影欣賞英文電影欣賞英文電影欣賞英文電影欣賞』』』』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從各個方面學習語言喜歡從各個方面學習語言喜歡從各個方面學習語言喜歡從各個方面學習語言，，，，

並且在生活週遭找到語言並且在生活週遭找到語言並且在生活週遭找到語言並且在生活週遭找到語言！！！！ 

情境英文情境英文情境英文情境英文，，，， 
英文請進英文請進英文請進英文請進! 

 
（（（（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一一一一 
15:30 
∣∣∣∣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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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姿蓉陳姿蓉陳姿蓉陳姿蓉 
貿四貿四貿四貿四 B 

1.讓學了多年英語的自己不再只能是讓學了多年英語的自己不再只能是讓學了多年英語的自己不再只能是讓學了多年英語的自己不再只能是”紙上談英紙上談英紙上談英紙上談英”。。。。 
2.藉由和組員不斷的進行互動式演練藉由和組員不斷的進行互動式演練藉由和組員不斷的進行互動式演練藉由和組員不斷的進行互動式演練，，，，讓自己能在讓自己能在讓自己能在讓自己能在

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情境下不同的情境下，，，，輕鬆輕鬆輕鬆輕鬆、、、、自然地讓英語脫口而出自然地讓英語脫口而出自然地讓英語脫口而出自然地讓英語脫口而出，，，，

並藉此培養個人語文能力的信心與成就感並藉此培養個人語文能力的信心與成就感並藉此培養個人語文能力的信心與成就感並藉此培養個人語文能力的信心與成就感。。。。 
3.英語英語英語英語，，，，就是要拿來就是要拿來就是要拿來就是要拿來”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的的的的！！！！！！！！！！！！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EZ Talk、、、、WTO 美語會話全美語會話全美語會話全美語會話全

集集集集、、、、主題式英語會話保證班主題式英語會話保證班主題式英語會話保證班主題式英語會話保證班、、、、影集影集影集影集、、、、各類英語雜誌各類英語雜誌各類英語雜誌各類英語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

「「「「 英語故事書英語故事書英語故事書英語故事書  」」」」小組員小組員小組員小組員 
3. 現擔任城中校區第現擔任城中校區第現擔任城中校區第現擔任城中校區第 17期外語自學期外語自學期外語自學期外語自學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生活中學英語生活中學英語生活中學英語生活中學英語、、、、尋找以好玩尋找以好玩尋找以好玩尋找以好玩

有趣的方式學英語有趣的方式學英語有趣的方式學英語有趣的方式學英語，，，，才能對它保有持續才能對它保有持續才能對它保有持續才能對它保有持續

長久的熱情喔長久的熱情喔長久的熱情喔長久的熱情喔～～～～ 
能輕鬆且流利的使用英語是人生的目標能輕鬆且流利的使用英語是人生的目標能輕鬆且流利的使用英語是人生的目標能輕鬆且流利的使用英語是人生的目標

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v^ 

新聞一點通新聞一點通新聞一點通新聞一點通 

The News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5:30 
∣∣∣∣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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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慈玲李慈玲李慈玲李慈玲 

企三企三企三企三 C 

藉由接觸國際大事來練習英文藉由接觸國際大事來練習英文藉由接觸國際大事來練習英文藉由接觸國際大事來練習英文「「「「聽聽聽聽」」」」和和和和「「「「說說說說」」」」的技的技的技的技

巧巧巧巧，，，，提升英文能力提升英文能力提升英文能力提升英文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影集影集影集影集、、、、

俏媽新上路等俏媽新上路等俏媽新上路等俏媽新上路等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現擔任城中校區外現擔任城中校區外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語自學室學習語自學室學習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

「「「「 英語故事書英語故事書英語故事書英語故事書 」」」」小組員小組員小組員小組員 
3.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東吳英文檢定東吳英文檢定東吳英文檢定東吳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影集學語言看影集學語言看影集學語言看影集學語言 

搶救搶救搶救搶救 TOEIC 大作戰大作戰大作戰大作戰 
 

Rush Hour in TOEIC  
 

（（（（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3:30 
∣∣∣∣ 

15: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3 

7 
劉禹彤劉禹彤劉禹彤劉禹彤 
法二法二法二法二 A 

1.以以以以 TOEIC 檢定為目標檢定為目標檢定為目標檢定為目標，，，，提升個人英語程度提升個人英語程度提升個人英語程度提升個人英語程度 
2.希望能在希望能在希望能在希望能在 TOEIC 檢定中得到優異的成績檢定中得到優異的成績檢定中得到優異的成績檢定中得到優異的成績(應該會應該會應該會應該會

以以以以 750 分以上為目標分以上為目標分以上為目標分以上為目標，，，，但會依組員不同程度作適度但會依組員不同程度作適度但會依組員不同程度作適度但會依組員不同程度作適度

調整調整調整調整) 
3.藉由每次聚會中藉由每次聚會中藉由每次聚會中藉由每次聚會中，，，，組員各自分享學習心得及自己組員各自分享學習心得及自己組員各自分享學習心得及自己組員各自分享學習心得及自己

實際讀過值得分享的文章實際讀過值得分享的文章實際讀過值得分享的文章實際讀過值得分享的文章，，，，達到交達到交達到交達到交流與自學的效果流與自學的效果流與自學的效果流與自學的效果 
4.會依聚會內容會依聚會內容會依聚會內容會依聚會內容，，，，適時加入英語會話適時加入英語會話適時加入英語會話適時加入英語會話，，，，練習練習練習練習「「「「說說說說」」」」

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OEIC 系列叢書系列叢書系列叢書系列叢書、、、、英語互動英語互動英語互動英語互動

雜誌系列雜誌系列雜誌系列雜誌系列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 
3. 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 2007~2009「「「「博大尼美國博大尼美國博大尼美國博大尼美國

學校英語夏令營學校英語夏令營學校英語夏令營學校英語夏令營」」」」外籍教師個人外籍教師個人外籍教師個人外籍教師個人

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教學助理 
4. 現擔任英語家教現擔任英語家教現擔任英語家教現擔任英語家教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藉由閱讀雜誌或小說增進語藉由閱讀雜誌或小說增進語藉由閱讀雜誌或小說增進語藉由閱讀雜誌或小說增進語

感與單字量感與單字量感與單字量感與單字量，，，，實際練習與人英語對話增實際練習與人英語對話增實際練習與人英語對話增實際練習與人英語對話增

進口說能力進口說能力進口說能力進口說能力（（（（講錯也沒關係講錯也沒關係講錯也沒關係講錯也沒關係，，，，就是不能就是不能就是不能就是不能

不開口說不開口說不開口說不開口說）））） 

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 

Soochow Street 

(英檢中級以上英檢中級以上英檢中級以上英檢中級以上)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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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吉華張吉華張吉華張吉華 
經三經三經三經三 A 

希望能以輕鬆希望能以輕鬆希望能以輕鬆希望能以輕鬆、、、、歡樂的方式來學習英文歡樂的方式來學習英文歡樂的方式來學習英文歡樂的方式來學習英文!主要是以生主要是以生主要是以生主要是以生

活英文為主題活英文為主題活英文為主題活英文為主題，，，，像是化妝品像是化妝品像是化妝品像是化妝品、、、、西餐禮儀等等西餐禮儀等等西餐禮儀等等西餐禮儀等等。。。。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包括有影片包括有影片包括有影片包括有影片、、、、電影電影電影電影、、、、音樂等等音樂等等音樂等等音樂等等。。。。英文訓練方面會著英文訓練方面會著英文訓練方面會著英文訓練方面會著

重於聽力和寫作重於聽力和寫作重於聽力和寫作重於聽力和寫作 !希望組員們能認識更多種的口希望組員們能認識更多種的口希望組員們能認識更多種的口希望組員們能認識更多種的口

音音音音，，，，大家都能開心學英語大家都能開心學英語大家都能開心學英語大家都能開心學英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多益多益多益多益、、、、托福托福托福托福、、、、雅斯的聽力訓雅斯的聽力訓雅斯的聽力訓雅斯的聽力訓

練以及電影練以及電影練以及電影練以及電影 

從國中開始從國中開始從國中開始從國中開始，，，，英文一直都是我最喜歡的英文一直都是我最喜歡的英文一直都是我最喜歡的英文一直都是我最喜歡的

科目科目科目科目!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開心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開心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開心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開心的

學好英文學好英文學好英文學好英文!我在高中時擔任了我在高中時擔任了我在高中時擔任了我在高中時擔任了 3 年年年年

的英文小老師的英文小老師的英文小老師的英文小老師，，，，高三時通過全民高三時通過全民高三時通過全民高三時通過全民

英檢初英檢初英檢初英檢初、、、、複式複式複式複式，，，，大二多益考大二多益考大二多益考大二多益考 945
分分分分，，，，力力力力(自讀自讀自讀自讀)，，，，國中時曾到英國遊國中時曾到英國遊國中時曾到英國遊國中時曾到英國遊

學學學學，，，，很喜歡也很想學英國腔很喜歡也很想學英國腔很喜歡也很想學英國腔很喜歡也很想學英國腔!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看外國影集看外國影集看外國影集看外國影集，，，，如如如如：：：：sex 



& the city 、、、、Gossip Girl 、、、、CSI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平常也都聽英文歌來訓練平常也都聽英文歌來訓練平常也都聽英文歌來訓練平常也都聽英文歌來訓練

聽力聽力聽力聽力! 

雅思哇哇叫雅思哇哇叫雅思哇哇叫雅思哇哇叫 

Beating IELTS !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7 

7 
沈怡君沈怡君沈怡君沈怡君 
企四企四企四企四 C 

1. 訓練聽英訓練聽英訓練聽英訓練聽英、、、、澳籍的腔調與語調澳籍的腔調與語調澳籍的腔調與語調澳籍的腔調與語調。。。。 
2. 提供有深度的文章提供有深度的文章提供有深度的文章提供有深度的文章，，，，培養閱讀國際新聞的能培養閱讀國際新聞的能培養閱讀國際新聞的能培養閱讀國際新聞的能

力力力力。。。。 
3. 課堂上會作英文的口語對話課堂上會作英文的口語對話課堂上會作英文的口語對話課堂上會作英文的口語對話、、、、present 來增進來增進來增進來增進

表達能力表達能力表達能力表達能力。。。。 
4. 藉由雜誌和影片的輔助學習藉由雜誌和影片的輔助學習藉由雜誌和影片的輔助學習藉由雜誌和影片的輔助學習，，，， 讓英文更加生活讓英文更加生活讓英文更加生活讓英文更加生活

化化化化。。。。 
課堂上會不時地作雅思試題模擬練習課堂上會不時地作雅思試題模擬練習課堂上會不時地作雅思試題模擬練習課堂上會不時地作雅思試題模擬練習，，，，另外也能準另外也能準另外也能準另外也能準

備多益考試備多益考試備多益考試備多益考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雜誌英文雜誌英文雜誌英文雜誌，，，，影集以及影集以及影集以及影集以及 IELTS
等相關教材等相關教材等相關教材等相關教材。。。。 

3.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

「「「「英速小神童英速小神童英速小神童英速小神童」」」」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4.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GEPT 中級複試中級複試中級複試中級複試、、、、多益多益多益多益 和雅和雅和雅和雅

思思思思 6 等英文檢定等英文檢定等英文檢定等英文檢定 
5. 參加過參加過參加過參加過  AIESEC、、、、企管系體育企管系體育企管系體育企管系體育

部部部部、、、、系女籃系女籃系女籃系女籃、、、、新竹校友會等新竹校友會等新竹校友會等新竹校友會等  社社社社
團活動團活動團活動團活動，，，，並參加過一週的新加坡並參加過一週的新加坡並參加過一週的新加坡並參加過一週的新加坡

國際型會議國際型會議國際型會議國際型會議。。。。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各國的歌曲學各國的歌曲學各國的歌曲學各國的歌曲、、、、閱讀語文雜閱讀語文雜閱讀語文雜閱讀語文雜

誌誌誌誌、、、、收看旅遊頻道和收看旅遊頻道和收看旅遊頻道和收看旅遊頻道和 Discovery ，，，，

當然有些影集也不能錯過當然有些影集也不能錯過當然有些影集也不能錯過當然有些影集也不能錯過，，，，例如例如例如例如
Prison Break ! 

時事大秘辛時事大秘辛時事大秘辛時事大秘辛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五五五五 
13:30 
∣∣∣∣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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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楊譆爖楊譆爖楊譆爖楊譆爖 
會四會四會四會四 C 

1. 追蹤新聞深入了解追蹤新聞深入了解追蹤新聞深入了解追蹤新聞深入了解 
2. 討論時事練習口說討論時事練習口說討論時事練習口說討論時事練習口說 
3. 學習新聞中重要單字片語學習新聞中重要單字片語學習新聞中重要單字片語學習新聞中重要單字片語 
4. 簡短寫下心得簡短寫下心得簡短寫下心得簡短寫下心得練寫作練寫作練寫作練寫作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

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擔任第擔任第擔任第擔任第 13～～～～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

「「「「周遊列國周遊列國周遊列國周遊列國」、「」、「」、「」、「知性旅遊知性旅遊知性旅遊知性旅遊」、「」、「」、「」、「異異異異

國風情國風情國風情國風情-雜誌篇雜誌篇雜誌篇雜誌篇」」」」、「、「、「、「英文電影欣賞英文電影欣賞英文電影欣賞英文電影欣賞」」」」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林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林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林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林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愛學習語言喜愛學習語言喜愛學習語言喜愛學習語言，，，，覺得自學語覺得自學語覺得自學語覺得自學語

言是件有趣的事言是件有趣的事言是件有趣的事言是件有趣的事，，，，喜歡討論異國文喜歡討論異國文喜歡討論異國文喜歡討論異國文

化化化化，，，，增廣見聞增廣見聞增廣見聞增廣見聞 
  日語自學小組日語自學小組日語自學小組日語自學小組 Japanese Self-Help Group 

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 

 

(具中級日本語程度具中級日本語程度具中級日本語程度具中級日本語程度)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5:30 
∣∣∣∣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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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菘湶胡菘湶胡菘湶胡菘湶 
企延企延企延企延 B 

目標參加目標參加目標參加目標參加 2 級日文檢定級日文檢定級日文檢定級日文檢定，，，，藉由單字測驗藉由單字測驗藉由單字測驗藉由單字測驗、、、、主題閱讀主題閱讀主題閱讀主題閱讀、、、、

聽力測驗聽力測驗聽力測驗聽力測驗、、、、歌詞填空歌詞填空歌詞填空歌詞填空、、、、日本有趣日本有趣日本有趣日本有趣主題討論等方式來主題討論等方式來主題討論等方式來主題討論等方式來

進行日文自學進行日文自學進行日文自學進行日文自學。。。。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語言教室語言教室語言教室語言教室、、、、外語自學教室外語自學教室外語自學教室外語自學教室、、、、

書籍書籍書籍書籍、、、、CD、、、、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1. 第第第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歡樂英語學歡樂英語學歡樂英語學歡樂英語學

習園習園習園習園」」」」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2. 第第第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口說英語教口說英語教口說英語教口說英語教

室室室室」」」」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3. 第第第第 15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組組組組

員員員員 
4. 第第第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期外語自學小組「「「「歡樂日本歡樂日本歡樂日本歡樂日本

語語語語」」」」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5. 日檢三級通過日檢三級通過日檢三級通過日檢三級通過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英英英英、、、、日日日日、、、、韓等語文自學韓等語文自學韓等語文自學韓等語文自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