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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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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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溪校區雙溪校區雙溪校區雙溪校區 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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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化英語生活化英語生活化英語生活化英語 

Let’s Play Together!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2:20 
∣∣∣∣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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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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增進組員們英進而增進組員們英進而增進組員們英進而增進組員們英

文聽力的提升文聽力的提升文聽力的提升文聽力的提升，，，，從中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從中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從中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從中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

及互動及互動及互動及互動。。。。 

2. 「「「「生活化英文資源生活化英文資源生活化英文資源生活化英文資源」」」」分享的活動分享的活動分享的活動分享的活動，，，，能鼓勵組能鼓勵組能鼓勵組能鼓勵組

員多到外語自學室尋找資源員多到外語自學室尋找資源員多到外語自學室尋找資源員多到外語自學室尋找資源。。。。活動性質包活動性質包活動性質包活動性質包

括括括括：：：：(1)講解講解講解講解 (2)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達到實際運用的達到實際運用的達到實際運用的達到實際運用的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3. 課堂上課堂上課堂上課堂上「「「「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角色扮演」」」」說英文的活動說英文的活動說英文的活動說英文的活動，，，，能促進能促進能促進能促進

口說口說口說口說、、、、實際運用實際運用實際運用實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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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z 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職場職場職場職場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ALL+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互動英語雜誌（（（（中高級中高級中高級中高級））））、、、、Live 互互互互

動英語雜誌動英語雜誌動英語雜誌動英語雜誌（（（（中級中級中級中級））））、、、、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大家說英語（（（（初級初級初級初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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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初級初級初級-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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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曾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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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7 期期期期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英英英英

文自學小組長文自學小組長文自學小組長文自學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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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之中文之中文之中文之

夜行政組公關夜行政組公關夜行政組公關夜行政組公關、、、、98 中文系系羽成中文系系羽成中文系系羽成中文系系羽成

員員員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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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雜誌互動雜誌互動雜誌互動雜誌。。。。 

生活英語帶著走生活英語帶著走生活英語帶著走生活英語帶著走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2:10 
∣∣∣∣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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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張玟婷張玟婷張玟婷張玟婷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B 

1. 結合多元議題結合多元議題結合多元議題結合多元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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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想增卻想增卻想增卻想增
進口說能力的人營造輕鬆有趣的學進口說能力的人營造輕鬆有趣的學進口說能力的人營造輕鬆有趣的學進口說能力的人營造輕鬆有趣的學習環境習環境習環境習環境，，，，勇於勇於勇於勇於
跨出口說英語的第一步跨出口說英語的第一步跨出口說英語的第一步跨出口說英語的第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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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藉由藉由藉由聆聽聆聽聆聽聆聽他人的分享他人的分享他人的分享他人的分享、、、、電影或音樂等方電影或音樂等方電影或音樂等方電影或音樂等方
式式式式練習聽力練習聽力練習聽力練習聽力，，，，也學習外國人的發音與腔調也學習外國人的發音與腔調也學習外國人的發音與腔調也學習外國人的發音與腔調，，，，並試並試並試並試
著了解內容概要著了解內容概要著了解內容概要著了解內容概要。。。。 

3. 說說說說：：：：根據每週主題的不同根據每週主題的不同根據每週主題的不同根據每週主題的不同，，，，輪流由組員準備輪流由組員準備輪流由組員準備輪流由組員準備
內容並帶領小組內容並帶領小組內容並帶領小組內容並帶領小組，，，，進行問題討論與主題分享進行問題討論與主題分享進行問題討論與主題分享進行問題討論與主題分享。。。。 

4. 讀讀讀讀：：：：與主題相關的補充資料分享與主題相關的補充資料分享與主題相關的補充資料分享與主題相關的補充資料分享，，，，並練習文並練習文並練習文並練習文
章摘要技巧章摘要技巧章摘要技巧章摘要技巧。。。。 

5. 寫寫寫寫：：：：輪流由組員擔任小組內容摘要的工作輪流由組員擔任小組內容摘要的工作輪流由組員擔任小組內容摘要的工作輪流由組員擔任小組內容摘要的工作，，，，
記錄小組進行中的學習內容記錄小組進行中的學習內容記錄小組進行中的學習內容記錄小組進行中的學習內容、、、、疑問或心得疑問或心得疑問或心得疑問或心得。。。。 

1. 曾參與曾參與曾參與曾參與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語言教學中心第第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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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曾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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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7 期期期期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Fun 輕鬆輕鬆輕鬆輕鬆 繞地球溜英繞地球溜英繞地球溜英繞地球溜英

語語語語」」」」自學小組長自學小組長自學小組長自學小組長。。。。 

3. 現為中日文雙修並修習現為中日文雙修並修習現為中日文雙修並修習現為中日文雙修並修習實用實用實用實用英英英英

語學程語學程語學程語學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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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語言能力法等語言能力法等語言能力法等語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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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英語口以英語口以英語口以英語口

說說說說、、、、小說報章雜誌之閱讀與小說報章雜誌之閱讀與小說報章雜誌之閱讀與小說報章雜誌之閱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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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Z TALK、、、、LiveABC、、、、BIZ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空中英語雜空中英語雜空中英語雜空中英語雜
誌與誌與誌與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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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學習資源英語學習資源英語學習資源英語學習資源
網網網網。。。。 

BBC 新聞聽力訓練來增進英新聞聽力訓練來增進英新聞聽力訓練來增進英新聞聽力訓練來增進英

文能力文能力文能力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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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級過關中高級過關中高級過關中高級過關 

 
（（（（歡迎想考全民英歡迎想考全民英歡迎想考全民英歡迎想考全民英

檢檢檢檢中高級者參加中高級者參加中高級者參加中高級者參加））））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0:1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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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郭郭郭立歆立歆立歆立歆 

英二英二英二英二 A 

1. 針對中高級的初試針對中高級的初試針對中高級的初試針對中高級的初試（（（（閱讀與聽力閱讀與聽力閱讀與聽力閱讀與聽力））））作密集的作密集的作密集的作密集的
準備與練習準備與練習準備與練習準備與練習。。。。 

2. 除了除了除了除了做做做做模擬考題之外模擬考題之外模擬考題之外模擬考題之外，，，，加入加入加入加入「「「「單字聽寫單字聽寫單字聽寫單字聽寫」」」」，，，，增增增增
加字彙量加字彙量加字彙量加字彙量。。。。 

3. 輔以英文雜誌輔以英文雜誌輔以英文雜誌輔以英文雜誌吸收吸收吸收吸收時事新知時事新知時事新知時事新知。。。。 

4.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加強閱讀與聽力加強閱讀與聽力加強閱讀與聽力加強閱讀與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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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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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級初試英檢教材中高級初試英檢教材中高級初試英檢教材中高級初試英檢教材、、、、英英英英
文雜誌文雜誌文雜誌文雜誌、、、、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 

1. 全民全民全民全民英檢英檢英檢英檢中級中級中級中級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2. 多益多益多益多益 785 分分分分。。。。 

3. 曾曾曾曾擔擔擔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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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6-17 期期期期

英語自學小組長英語自學小組長英語自學小組長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領導領導領導「「「「GO!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趣趣趣趣!」」」」及及及及「「「「愛上閱讀愛上閱讀愛上閱讀愛上閱讀」」」」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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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集影集影集影集、、、、雜雜雜雜

誌誌誌誌。。。。 

挑戰挑戰挑戰挑戰 TOEIC 

TOEIC Challenge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2:20 
∣∣∣∣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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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許菀恬許菀恬許菀恬許菀恬 

中二中二中二中二 C 

1. 注重聽力跟閱讀注重聽力跟閱讀注重聽力跟閱讀注重聽力跟閱讀。。。。 

2. 聽力訓練聽力訓練聽力訓練聽力訓練：：：：TOEIC 題庫題庫題庫題庫、、、、BIZ 雜誌互動光碟雜誌互動光碟雜誌互動光碟雜誌互動光碟。。。。 

3. 閱讀訓練閱讀訓練閱讀訓練閱讀訓練: TOEIC 題庫題庫題庫題庫、、、、BIZ 雜誌文章重點整雜誌文章重點整雜誌文章重點整雜誌文章重點整
理理理理。。。。 

4. 增加字彙量增加字彙量增加字彙量增加字彙量，，，，將將將將 TOEIC 高頻率單字整理出高頻率單字整理出高頻率單字整理出高頻率單字整理出
來來來來，，，，建立基礎建立基礎建立基礎建立基礎。。。。 

5. 每週每位組員都要將學習跟練習到的重點放每週每位組員都要將學習跟練習到的重點放每週每位組員都要將學習跟練習到的重點放每週每位組員都要將學習跟練習到的重點放
上上上上 SALLIZ，，，，大家一起進步大家一起進步大家一起進步大家一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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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庫題庫題庫題庫、、、、BIZ 雜誌及雜誌及雜誌及雜誌及
互動光碟互動光碟互動光碟互動光碟。。。。 

1. 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曾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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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7 期期期期

「「「「Learning English with POP 

music」」」」自學小組長自學小組長自學小組長自學小組長。。。。 

2. 全民英檢初級及中級初試通全民英檢初級及中級初試通全民英檢初級及中級初試通全民英檢初級及中級初試通

過過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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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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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中文中文中文中文

之夜行政長之夜行政長之夜行政長之夜行政長、、、、99 中文迎新宿營中文迎新宿營中文迎新宿營中文迎新宿營

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服務員 

5.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運用生活時事喜歡運用生活時事喜歡運用生活時事喜歡運用生活時事

學習英文學習英文學習英文學習英文，，，，愛看電影跟聽英文愛看電影跟聽英文愛看電影跟聽英文愛看電影跟聽英文

歌來增加學習的趣味歌來增加學習的趣味歌來增加學習的趣味歌來增加學習的趣味。。。。 

「「「「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中自有中自有中自有中自有

「「「「英文法英文法英文法英文法」」」」 

English Grammar in 
Readers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2:30 
∣∣∣∣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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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之芃陳之芃陳之芃陳之芃 

英三英三英三英三 B 

1. 寫寫寫寫：：：： 

- 學習基本文法概念學習基本文法概念學習基本文法概念學習基本文法概念（（（（時態時態時態時態、、、、條件句條件句條件句條件句、、、、介介介介 

系詞等系詞等系詞等系詞等）。）。）。）。 

  - 記錄佳句記錄佳句記錄佳句記錄佳句，，，，做為寫作參考做為寫作參考做為寫作參考做為寫作參考。。。。 

2. 說說說說：：：： 

  - 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問題討論：：：：簡要說明自己簡要說明自己簡要說明自己簡要說明自己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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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有聲書英語有聲書英語有聲書英語有聲書 Level 1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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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多益多益多益多益 895 分分分分。。。。 

3.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 

(1) 閱讀英文有聲書閱讀英文有聲書閱讀英文有聲書閱讀英文有聲書，，，，學習單字學習單字學習單字學習單字。。。。

(2) 聽寫並複述文章聽寫並複述文章聽寫並複述文章聽寫並複述文章，，，，練習聽力練習聽力練習聽力練習聽力

和發音和發音和發音和發音。。。。  

英舞俱樂部英舞俱樂部英舞俱樂部英舞俱樂部 

Dance with English 
 

（（（（中級以上中級以上中級以上中級以上））））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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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虹又王虹又王虹又王虹又 

英二英二英二英二 C 

1. 注重英文能力讀注重英文能力讀注重英文能力讀注重英文能力讀、、、、寫寫寫寫、、、、說說說說。。。。 

2. 學習英文不只是閱讀學習英文不只是閱讀學習英文不只是閱讀學習英文不只是閱讀，，，，還要會寫還要會寫還要會寫還要會寫、、、、會說會說會說會說，，，，讓讓讓讓
你學以致用生活英語你學以致用生活英語你學以致用生活英語你學以致用生活英語。。。。 

3. 組員每週計時組員每週計時組員每週計時組員每週計時 3 分鐘速寫一篇短文分鐘速寫一篇短文分鐘速寫一篇短文分鐘速寫一篇短文，，，，再上台再上台再上台再上台
發表分享不同時事新知發表分享不同時事新知發表分享不同時事新知發表分享不同時事新知，，，，養成讀英語文章養成讀英語文章養成讀英語文章養成讀英語文章的的的的
持續性持續性持續性持續性。。。。 

4. 現學現賣現學現賣現學現賣現學現賣，，，，AB 對錯擂台對錯擂台對錯擂台對錯擂台：：：：每週聚會每週聚會每週聚會每週聚會，，，，講解講解講解講解
完單字完單字完單字完單字、、、、文章佳句後文章佳句後文章佳句後文章佳句後，，，，出出出出 10 道題目道題目道題目道題目，，，，選選選選 A

對或對或對或對或 B 對對對對。。。。答錯者須跳答錯者須跳答錯者須跳答錯者須跳 20 秒舞蹈秒舞蹈秒舞蹈秒舞蹈，，，，舞畢舞畢舞畢舞畢，，，，
以紅筆記錄答錯的單字以紅筆記錄答錯的單字以紅筆記錄答錯的單字以紅筆記錄答錯的單字，，，，藉此加深印象藉此加深印象藉此加深印象藉此加深印象，，，，從從從從
此過此過此過此過「「「「舞舞舞舞」」」」不忘不忘不忘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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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英語等英語等英語等英語雜誌雜誌雜誌雜誌資源資源資源資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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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 期期期期

「「「「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英英英英

語自學小組長語自學小組長語自學小組長語自學小組長。。。。 

3. 擔任擔任擔任擔任 99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國際事務志國際事務志國際事務志國際事務志

工工工工，，，，接待外國交換學生接待外國交換學生接待外國交換學生接待外國交換學生。。。。 

4. 擔任擔任擔任擔任 98 學年學年學年學年柚芳樓柚芳樓柚芳樓柚芳樓 GEPT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英檢輔導小老師英檢輔導小老師英檢輔導小老師英檢輔導小老師。。。。 

5. 曾任曾任曾任曾任 2010 年超級馬拉松英語年超級馬拉松英語年超級馬拉松英語年超級馬拉松英語

賽事播報員賽事播報員賽事播報員賽事播報員。。。。 

6. 兼職美語補習班作文閱卷輔導兼職美語補習班作文閱卷輔導兼職美語補習班作文閱卷輔導兼職美語補習班作文閱卷輔導

老師老師老師老師。。。。 

7. 2010 校內英語朗讀比賽第一校內英語朗讀比賽第一校內英語朗讀比賽第一校內英語朗讀比賽第一

名名名名、、、、富蘭克林英語競賽第三富蘭克林英語競賽第三富蘭克林英語競賽第三富蘭克林英語競賽第三

名名名名。。。。 

8.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商用英文商用英文商用英文商用英文、、、、美食英美食英美食英美食英

文文文文、、、、西洋電影賞析西洋電影賞析西洋電影賞析西洋電影賞析。。。。  

說說唱唱說說唱唱說說唱唱說說唱唱 Have Fun!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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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若甄潘若甄潘若甄潘若甄 

英二英二英二英二 C 

1. 提升英語口說表達能力和順暢度提升英語口說表達能力和順暢度提升英語口說表達能力和順暢度提升英語口說表達能力和順暢度。。。。 

2. 外國時事討論的理解與描述外國時事討論的理解與描述外國時事討論的理解與描述外國時事討論的理解與描述，，，，增加實用英語增加實用英語增加實用英語增加實用英語
字彙量字彙量字彙量字彙量。。。。 

3. 藉由聽英語故事和電影的情結藉由聽英語故事和電影的情結藉由聽英語故事和電影的情結藉由聽英語故事和電影的情結，，，，增強多元化增強多元化增強多元化增強多元化
的聽力練習的聽力練習的聽力練習的聽力練習。。。。 

4. 用貼近生活的英文歌曲用貼近生活的英文歌曲用貼近生活的英文歌曲用貼近生活的英文歌曲，，，，讓學習讓學習讓學習讓學習變得有趣且變得有趣且變得有趣且變得有趣且
活用活用活用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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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英語互動英語互動英語互動英語、、、、常春藤常春藤常春藤常春藤
解析英語解析英語解析英語解析英語、、、、英語有聲書英語有聲書英語有聲書英語有聲書、、、、英文電影英文電影英文電影英文電影 DV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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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 期期期期

「「「「Learn to Love English」」」」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長長長長。。。。 

3. 參加過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參加過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參加過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參加過富蘭克林線上英文比賽

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第三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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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閱讀英文雜誌以及閱讀英文雜誌以及閱讀英文雜誌以及閱讀英文雜誌。。。。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FUN 肆玩肆玩肆玩肆玩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2:20 
∣∣∣∣ 

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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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依樺杜依樺杜依樺杜依樺 

德文一德文一德文一德文一 

1. 藉由英文歌訓練聽力藉由英文歌訓練聽力藉由英文歌訓練聽力藉由英文歌訓練聽力，，，，也由歌詞學到許多單也由歌詞學到許多單也由歌詞學到許多單也由歌詞學到許多單
字片語字片語字片語字片語。。。。 

2. 電電電電影影影影：：：：搭配電影講義搭配電影講義搭配電影講義搭配電影講義，，，，從娛樂中學習從娛樂中學習從娛樂中學習從娛樂中學習。。。。 

3. 每次節選每次節選每次節選每次節選 1~2 篇文章篇文章篇文章篇文章，，，，增進英語能力增進英語能力增進英語能力增進英語能力。。。。 

4. 看影集放鬆心情看影集放鬆心情看影集放鬆心情看影集放鬆心情，，，，也從中學會不少道地口語也從中學會不少道地口語也從中學會不少道地口語也從中學會不少道地口語
及用法及用法及用法及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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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電影英文電影英文電影英文電影、、、、英文影集英文影集英文影集英文影集、、、、英英英英
文文文文雜雜雜雜誌誌誌誌(Ex: CNN、、、、Advanced)。。。。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2. 曾擔任國際研討會志工曾擔任國際研討會志工曾擔任國際研討會志工曾擔任國際研討會志工，，，，負責負責負責負責

接待外國貴賓接待外國貴賓接待外國貴賓接待外國貴賓、、、、城市導覽城市導覽城市導覽城市導覽。。。。 

3.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聽西洋樂聽西洋樂聽西洋樂聽西洋樂、、、、看影集看影集看影集看影集、、、、

閱讀英文雜誌閱讀英文雜誌閱讀英文雜誌閱讀英文雜誌。。。。 

全民開講全民開講全民開講全民開講 

Speak It Up! 
 

（（（（中級以上中級以上中級以上中級以上））））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3:30 
∣∣∣∣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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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曦源白曦源白曦源白曦源 

英三英三英三英三 A 

1. 讓同學訓練演講讓同學訓練演講讓同學訓練演講讓同學訓練演講，，，，大膽說英文大膽說英文大膽說英文大膽說英文（（（（雖然是演講雖然是演講雖然是演講雖然是演講，，，，
可是重點是希望同學在公眾場合裡說英文可是重點是希望同學在公眾場合裡說英文可是重點是希望同學在公眾場合裡說英文可是重點是希望同學在公眾場合裡說英文，，，，而非而非而非而非
正式的演講正式的演講正式的演講正式的演講））））。。。。 

2. 讓同學了解演講不同的技巧讓同學了解演講不同的技巧讓同學了解演講不同的技巧讓同學了解演講不同的技巧。。。。 

3. 著重說話能力著重說話能力著重說話能力著重說話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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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雜誌英語雜誌英語雜誌英語雜誌、、、、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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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任曾任曾任曾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領導領導領導領導第第第第 13 期期期期「「「「練好聽說練好聽說練好聽說練好聽說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IELTS No Problem!」」」」以及以及以及以及

「「「「征服多益征服多益征服多益征服多益」」」」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4. 雙溪外語自學室雙溪外語自學室雙溪外語自學室雙溪外語自學室「「「「FUN 影集學影集學影集學影集學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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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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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中學習當地用語從中學習當地用語從中學習當地用語從中學習當地用語；；；；喜歡練習喜歡練習喜歡練習喜歡練習

英語的繞口令英語的繞口令英語的繞口令英語的繞口令。。。。 

變身背包客變身背包客變身背包客變身背包客 

 
（（（（限願意開口說英限願意開口說英限願意開口說英限願意開口說英

文者參加文者參加文者參加文者參加））））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5:30 
∣∣∣∣ 

17:20 
 

G203 

7 

謝淑芬謝淑芬謝淑芬謝淑芬 

日四日四日四日四 B 

 
彭卉薇彭卉薇彭卉薇彭卉薇 

中三中三中三中三 A 

1. 組員輪流報告主題旅遊組員輪流報告主題旅遊組員輪流報告主題旅遊組員輪流報告主題旅遊（（（（如如如如：：：：名人的故鄉名人的故鄉名人的故鄉名人的故鄉、、、、
童話之旅童話之旅童話之旅童話之旅、、、、酒鄉酒鄉酒鄉酒鄉、、、、歷史巡禮等歷史巡禮等歷史巡禮等歷史巡禮等），），），），採邊發表採邊發表採邊發表採邊發表
邊討論方式邊討論方式邊討論方式邊討論方式，，，，每人必須在發表時間內問每人必須在發表時間內問每人必須在發表時間內問每人必須在發表時間內問 1~2

個問題個問題個問題個問題。。。。題材不限題材不限題材不限題材不限，，，，以不重複為原則以不重複為原則以不重複為原則以不重複為原則，，，，發表發表發表發表
者須事先準備單字表者須事先準備單字表者須事先準備單字表者須事先準備單字表。。。。 

2. TED 網站內的演講網站內的演講網站內的演講網站內的演講：：：：講者需預先準備單字表講者需預先準備單字表講者需預先準備單字表講者需預先準備單字表
及討論議題及討論議題及討論議題及討論議題，，，，活動進行時組員輪流發表意活動進行時組員輪流發表意活動進行時組員輪流發表意活動進行時組員輪流發表意
見見見見，，，，每週選擇演講中的一小段落翻譯每週選擇演講中的一小段落翻譯每週選擇演講中的一小段落翻譯每週選擇演講中的一小段落翻譯。。。。 

3. 隔週以比賽遊戲方式複習隔週以比賽遊戲方式複習隔週以比賽遊戲方式複習隔週以比賽遊戲方式複習 1&2 中學到的單中學到的單中學到的單中學到的單
字字字字。。。。 

4. 隔週隔週隔週隔週（（（（不需複習單字時不需複習單字時不需複習單字時不需複習單字時））））選擇一篇雜誌文章選擇一篇雜誌文章選擇一篇雜誌文章選擇一篇雜誌文章
（（（（盡量與旅遊相關盡量與旅遊相關盡量與旅遊相關盡量與旅遊相關））））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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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期刊英文期刊英文期刊英文期刊（（（（空英空英空英空英、、、、ALL+

系列等系列等系列等系列等））））。。。。 

謝淑芬謝淑芬謝淑芬謝淑芬 

1. 日檢日檢日檢日檢 1 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 

2. 曾曾曾曾擔擔擔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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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英文玩英文玩英文玩英文，，，，

聊英文聊英文聊英文聊英文」、「」、「」、「」、「日語大聲說日語大聲說日語大聲說日語大聲說」」」」、、、、「「「「聽聽聽聽

了就知道了就知道了就知道了就知道」」」」以及以及以及以及「「「「止止止止まらないまらないまらないまらない

おしゃべりおしゃべりおしゃべりおしゃべり」」」」外語自學小組長外語自學小組長外語自學小組長外語自學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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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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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集練習影集練習影集練習影集練習

聽力聽力聽力聽力，，，，上國外網站閱讀電影的上國外網站閱讀電影的上國外網站閱讀電影的上國外網站閱讀電影的

英英英英、、、、日文相關資料日文相關資料日文相關資料日文相關資料。。。。 

 

彭卉薇彭卉薇彭卉薇彭卉薇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中高級初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中高級初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中高級初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中高級初

試試試試。。。。 

2. 現為中文系英文系雙主修生現為中文系英文系雙主修生現為中文系英文系雙主修生現為中文系英文系雙主修生。。。。 

3.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三期英文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三期英文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三期英文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三期英文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領導領導領導領導「「「「玩英文玩英文玩英文玩英文，，，，聊英文聊英文聊英文聊英文」、」、」、」、

「「「「夢遊英語仙境夢遊英語仙境夢遊英語仙境夢遊英語仙境」、「」、「」、「」、「你好英檢你好英檢你好英檢你好英檢」」」」等等等等

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4.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看電影學看電影學看電影學看電影學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悅讀悅讀悅讀悅讀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有聲書體驗會有聲書體驗會有聲書體驗會有聲書體驗會」」」」

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 

5.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愛用活潑的方式學喜愛用活潑的方式學喜愛用活潑的方式學喜愛用活潑的方式學

習語言習語言習語言習語言，，，，對英語有很高的熱誠對英語有很高的熱誠對英語有很高的熱誠對英語有很高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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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緒一緒一緒一緒にににに楽楽楽楽しくしゃしくしゃしくしゃしくしゃ

べるよべるよべるよべるよ～！～！～！～！ 

 
（（（（歡迎學日文歡迎學日文歡迎學日文歡迎學日文 1-2 年年年年

者參加者參加者參加者參加））））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2:30 
∣∣∣∣ 

13:20 
 

G306 

7 
詹美霙詹美霙詹美霙詹美霙 

日三日三日三日三 B 

希望可以對日常生活比較常用的句子希望可以對日常生活比較常用的句子希望可以對日常生活比較常用的句子希望可以對日常生活比較常用的句子,設定主題設定主題設定主題設定主題,

大家一同來練習日文對話大家一同來練習日文對話大家一同來練習日文對話大家一同來練習日文對話,一同聊天一同聊天一同聊天一同聊天,就算文法講就算文法講就算文法講就算文法講

錯也沒關係錯也沒關係錯也沒關係錯也沒關係,希望可以建立講日文的膽量與信心希望可以建立講日文的膽量與信心希望可以建立講日文的膽量與信心希望可以建立講日文的膽量與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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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日語雜誌地球村日語雜誌地球村日語雜誌地球村日語雜誌。。。。 

1. 通過日語通過日語通過日語通過日語 2 級能力測驗級能力測驗級能力測驗級能力測驗。。。。 

2. 曾曾曾曾擔擔擔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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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5 至至至至 17

期日語自學小組長期日語自學小組長期日語自學小組長期日語自學小組長，，，，領導領導領導領導「「「「歌歌歌歌

曲曲曲曲、、、、日劇學日文日劇學日文日劇學日文日劇學日文」、「」、「」、「」、「よしよしよしよし! 日日日日

本語大丈夫本語大丈夫本語大丈夫本語大丈夫!!」」」」及及及及「「「「挑戰二級檢挑戰二級檢挑戰二級檢挑戰二級檢

定定定定！！！！GO!」」」」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3.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平常會利用日劇或平常會利用日劇或平常會利用日劇或平常會利用日劇或

電影來學習日語電影來學習日語電影來學習日語電影來學習日語，，，，喜歡接觸日喜歡接觸日喜歡接觸日喜歡接觸日

本文化本文化本文化本文化，，，，也很喜歡聽好聽的日也很喜歡聽好聽的日也很喜歡聽好聽的日也很喜歡聽好聽的日

文歌曲文歌曲文歌曲文歌曲。。。。 

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ようこそ！！！！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日語旅遊生活會話日語旅遊生活會話日語旅遊生活會話日語旅遊生活會話 

 
（（（（看得懂看得懂看得懂看得懂 50 音的初音的初音的初音的初

學者皆可學者皆可學者皆可學者皆可））））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2:20 
∣∣∣∣ 

13:20 
 

G301 

7 
張譯心張譯心張譯心張譯心 

日四日四日四日四 A 

藉由每週不同的情境設定藉由每週不同的情境設定藉由每週不同的情境設定藉由每週不同的情境設定，，，，讓大家可以學習一些讓大家可以學習一些讓大家可以學習一些讓大家可以學習一些

到日本旅遊時經常使用到的單字句型到日本旅遊時經常使用到的單字句型到日本旅遊時經常使用到的單字句型到日本旅遊時經常使用到的單字句型。。。。另外也會另外也會另外也會另外也會

透過文章透過文章透過文章透過文章、、、、影片的分享影片的分享影片的分享影片的分享，，，，增加組員們學習課堂上增加組員們學習課堂上增加組員們學習課堂上增加組員們學習課堂上

以外的單字及活用所學的機會以外的單字及活用所學的機會以外的單字及活用所學的機會以外的單字及活用所學的機會！！！！ 

使用外語自使用外語自使用外語自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學室資源學室資源學室資源：：：：跟我學日語跟我學日語跟我學日語跟我學日語、、、、地球村日語地球村日語地球村日語地球村日語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日文影片日文影片日文影片日文影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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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 期期期期

「「「「日檢日檢日檢日檢 N1 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大丈夫」」」」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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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藤枝東高校接待員日本藤枝東高校接待員日本藤枝東高校接待員日本藤枝東高校接待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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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歌歌歌

曲曲曲曲……等增加接觸日文機會等增加接觸日文機會等增加接觸日文機會等增加接觸日文機會。。。。

日文從零開始學日文從零開始學日文從零開始學日文從零開始學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7 蘇婉婷蘇婉婷蘇婉婷蘇婉婷 非本科系的同學也可以學日文非本科系的同學也可以學日文非本科系的同學也可以學日文非本科系的同學也可以學日文，，，，入門後再自學會入門後再自學會入門後再自學會入門後再自學會
更簡單更簡單更簡單更簡單！！！！ 

1. 日檢日檢日檢日檢 N1 合格合格合格合格。。。。 

2. 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曾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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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自學日語自學日語自學日語自學



あいうえおからあいうえおからあいうえおからあいうえおから学学学学

ぼうぼうぼうぼう！！！！ 

 

（（（（歡迎從未學習過歡迎從未學習過歡迎從未學習過歡迎從未學習過

日文者參加日文者參加日文者參加日文者參加）））） 

12:10 
∣∣∣∣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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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日四日四日四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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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書籍書籍書籍、、、、日文影片日文影片日文影片日文影片。。。。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長長長長，，，，領導第領導第領導第領導第 13 期期期期「「「「輕鬆學輕鬆學輕鬆學輕鬆學

日本文化日本文化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小組小組小組小組、、、、第第第第 14 期期期期、、、、第第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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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及第及第及第 17

期期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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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學小自學小自學小自學小

組組組組。。。。 

3.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交換留學經驗談交換留學經驗談交換留學經驗談交換留學經驗談」、「」、「」、「」、「加強日語加強日語加強日語加強日語

聽力小撇步聽力小撇步聽力小撇步聽力小撇步」」」」以及以及以及以及「「「「日檢練功日檢練功日檢練功日檢練功

房房房房」」」」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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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都會當日文系高中營隊的暑假都會當日文系高中營隊的暑假都會當日文系高中營隊的

輔導員輔導員輔導員輔導員。。。。 

6. 大三上去日本拓植大學交換學大三上去日本拓植大學交換學大三上去日本拓植大學交換學大三上去日本拓植大學交換學

生一學期生一學期生一學期生一學期。。。。 

7. 日文系日文系日文系日文系９７９７９７９７年迎新宿營的小隊年迎新宿營的小隊年迎新宿營的小隊年迎新宿營的小隊

輔輔輔輔。。。。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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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日文小說看日文小說看日文小說看日文小說，，，，用日文聊天用日文聊天用日文聊天用日文聊天。。。。 

日系娛樂出版社日系娛樂出版社日系娛樂出版社日系娛樂出版社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2:30 
∣∣∣∣ 

13:30 
 

G201 

7 
周佳蓉周佳蓉周佳蓉周佳蓉 

日二日二日二日二 B 

藉由閱讀雜誌藉由閱讀雜誌藉由閱讀雜誌藉由閱讀雜誌、、、、日本童話或看日本卡通影片來製日本童話或看日本卡通影片來製日本童話或看日本卡通影片來製日本童話或看日本卡通影片來製

作學習單作學習單作學習單作學習單，，，，可以學習及複習日文單字可以學習及複習日文單字可以學習及複習日文單字可以學習及複習日文單字、、、、文法文法文法文法、、、、常常常常

用句型等等用句型等等用句型等等用句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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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卡通影片日文卡通影片日文卡通影片日文卡通影片、、、、日文雜日文雜日文雜日文雜

誌誌誌誌。。。。 

1. 曾任曾任曾任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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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外語自學小外語自學小外語自學小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領導第領導第領導第領導第 16 期期期期「「「「閱讀與分享閱讀與分享閱讀與分享閱讀與分享

Reading And Sharing」」」」英語自學小英語自學小英語自學小英語自學小

組及第組及第組及第組及第 17 期期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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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日日

語自學小組語自學小組語自學小組語自學小組。。。。 

2. 日檢四級通過日檢四級通過日檢四級通過日檢四級通過，，，，目前開始準備日目前開始準備日目前開始準備日目前開始準備日

檢檢檢檢 N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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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藉由日文歌曲藉由日文歌曲藉由日文歌曲藉由日文歌曲、、、、日文日文日文日文

影片影片影片影片、、、、日文雜誌學習日文單字日文雜誌學習日文單字日文雜誌學習日文單字日文雜誌學習日文單字、、、、語語語語

法等等法等等法等等法等等；；；；對英文學習也相當有興對英文學習也相當有興對英文學習也相當有興對英文學習也相當有興

趣趣趣趣，，，，會看英文雜誌會看英文雜誌會看英文雜誌會看英文雜誌、、、、英文影集英文影集英文影集英文影集、、、、電電電電

影等等學習英文影等等學習英文影等等學習英文影等等學習英文。。。。  

文法專攻文法專攻文法專攻文法專攻班班班班 

 
（（（（參加者需參加者需參加者需參加者需有學習有學習有學習有學習

過日文動詞變化過日文動詞變化過日文動詞變化過日文動詞變化））））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2:20 
∣∣∣∣ 

13:20 
 

G402 

8 
陳伊君陳伊君陳伊君陳伊君 

日二日二日二日二 B 

以以以以 N3 文法為專攻文法為專攻文法為專攻文法為專攻，，，，適時加入適時加入適時加入適時加入 N2 文法學習文法學習文法學習文法學習，，，，主主主主
要針對初級日文學習者想提升自己的文法能力要針對初級日文學習者想提升自己的文法能力要針對初級日文學習者想提升自己的文法能力要針對初級日文學習者想提升自己的文法能力
或是中級日文學習者想要複習基礎文法使其更或是中級日文學習者想要複習基礎文法使其更或是中級日文學習者想要複習基礎文法使其更或是中級日文學習者想要複習基礎文法使其更
穩固穩固穩固穩固。。。。隨著聚會的增加隨著聚會的增加隨著聚會的增加隨著聚會的增加，，，，每次所做的文法練習將每次所做的文法練習將每次所做的文法練習將每次所做的文法練習將
會裝訂成您自己的文法專攻書會裝訂成您自己的文法專攻書會裝訂成您自己的文法專攻書會裝訂成您自己的文法專攻書。。。。聚會後聚會後聚會後聚會後，，，，每週組每週組每週組每週組
員們得上傳一句自己最喜愛的佳句到員們得上傳一句自己最喜愛的佳句到員們得上傳一句自己最喜愛的佳句到員們得上傳一句自己最喜愛的佳句到 SALLIZ 上上上上
與大家分享與大家分享與大家分享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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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型字典文型字典文型字典文型字典、、、、完全掌握完全掌握完全掌握完全掌握 N3

文法對策文法對策文法對策文法對策、、、、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ビデオビデオビデオビデ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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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 期期期期

「「「「人人都能開口說日人人都能開口說日人人都能開口說日人人都能開口說日語語語語」」」」自學自學自學自學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參加東吳全校性日文朗讀比參加東吳全校性日文朗讀比參加東吳全校性日文朗讀比參加東吳全校性日文朗讀比

賽賽賽賽。。。。 

4. 曾擔任日文系迎新宿營服務員曾擔任日文系迎新宿營服務員曾擔任日文系迎新宿營服務員曾擔任日文系迎新宿營服務員

及日文系學會成員及日文系學會成員及日文系學會成員及日文系學會成員。。。。 

5.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我喜歡用跟讀的方我喜歡用跟讀的方我喜歡用跟讀的方我喜歡用跟讀的方

式練習日文式練習日文式練習日文式練習日文，，，，同時增進聽力與同時增進聽力與同時增進聽力與同時增進聽力與

口說能力口說能力口說能力口說能力。。。。平實強迫自己讀日平實強迫自己讀日平實強迫自己讀日平實強迫自己讀日

文版的雜誌或網站以及看日文版的雜誌或網站以及看日文版的雜誌或網站以及看日文版的雜誌或網站以及看日

劇劇劇劇，，，，藉此學習課堂上學不到的藉此學習課堂上學不到的藉此學習課堂上學不到的藉此學習課堂上學不到的

日文日文日文日文。。。。平常多利用學校資源平常多利用學校資源平常多利用學校資源平常多利用學校資源，，，，

例如外語自學室及圖書館例如外語自學室及圖書館例如外語自學室及圖書館例如外語自學室及圖書館。。。。  

一級棒一級棒一級棒一級棒 

 
（（（（適合適合適合適合 N2-N3 級級級級））））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5:30 
∣∣∣∣ 

17:20 
 

G202 

7 
藍于雯藍于雯藍于雯藍于雯 

中延中延中延中延 C 

1. 以通過新日本語能力試驗以通過新日本語能力試驗以通過新日本語能力試驗以通過新日本語能力試驗 1 級為目標級為目標級為目標級為目標，，，，每週每週每週每週
針對不同的考試題型針對不同的考試題型針對不同的考試題型針對不同的考試題型，，，，包含聽解包含聽解包含聽解包含聽解、、、、讀解讀解讀解讀解、、、、文文文文
型等為主型等為主型等為主型等為主，，，，寫寫寫寫 1 級模擬試驗並檢討級模擬試驗並檢討級模擬試驗並檢討級模擬試驗並檢討，，，，針對自針對自針對自針對自
己的弱點再加強練習己的弱點再加強練習己的弱點再加強練習己的弱點再加強練習。。。。 

2. 每週大家準備不同主題每週大家準備不同主題每週大家準備不同主題每週大家準備不同主題（（（（如旅遊如旅遊如旅遊如旅遊、、、、ドラマドラマドラマドラマ、、、、
偶像等偶像等偶像等偶像等），），），），搜尋自己有興趣的文章搜尋自己有興趣的文章搜尋自己有興趣的文章搜尋自己有興趣的文章，，，，然後介然後介然後介然後介
紹發表紹發表紹發表紹發表，，，，而大家也有回饋提問的機會而大家也有回饋提問的機會而大家也有回饋提問的機會而大家也有回饋提問的機會，，，，藉此藉此藉此藉此
增強日文口說及廣泛閱讀的能力增強日文口說及廣泛閱讀的能力增強日文口說及廣泛閱讀的能力增強日文口說及廣泛閱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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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新新 1 級模擬試題級模擬試題級模擬試題級模擬試題、、、、新新新新 1 級級級級
重點整理重點整理重點整理重點整理、、、、日文期刊雜誌日文期刊雜誌日文期刊雜誌日文期刊雜誌、、、、日文日文日文日文 DVD。。。。 

1. 日本語能力試驗新日本語能力試驗新日本語能力試驗新日本語能力試驗新 2 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級通過。。。。 

2. 積極參與英積極參與英積極參與英積極參與英、、、、日語自學小組活日語自學小組活日語自學小組活日語自學小組活

動動動動。。。。 

3.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日本音樂日本音樂日本音樂日本音樂、、、、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日劇日劇日劇日劇、、、、英美電影英美電影英美電影英美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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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語趣味翻譯德語趣味翻譯德語趣味翻譯德語趣味翻譯 

 
(B1 以上程度以上程度以上程度以上程度，，，，喜愛喜愛喜愛喜愛

翻譯者翻譯者翻譯者翻譯者)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2:20 
∣∣∣∣ 

13:20 
 

G202 

7 
周宇情周宇情周宇情周宇情 

德文德文德文德文四四四四 

翻譯可以用來檢視語言所學習的成果翻譯可以用來檢視語言所學習的成果翻譯可以用來檢視語言所學習的成果翻譯可以用來檢視語言所學習的成果，，，，本組以本組以本組以本組以一一一一

學期之後可以翻譯各種不同的文章類型學期之後可以翻譯各種不同的文章類型學期之後可以翻譯各種不同的文章類型學期之後可以翻譯各種不同的文章類型，，，，達到能達到能達到能達到能

夠透徹解析德語夠透徹解析德語夠透徹解析德語夠透徹解析德語，，，，並且轉換成為中文的能力為目並且轉換成為中文的能力為目並且轉換成為中文的能力為目並且轉換成為中文的能力為目

標標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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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影集德文影集德文影集德文影集、、、、德文電影德文電影德文電影德文電影、、、、德德德德

語歌曲語歌曲語歌曲語歌曲。。。。 

1. 曾曾曾曾擔擔擔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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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4 至至至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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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檢沒德檢沒德檢沒德檢沒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開口說德文開口說德文開口說德文開口說德文」、」、」、」、「「「「大家說德大家說德大家說德大家說德

語語語語」」」」以及以及以及以及「「「「樂在德語樂在德語樂在德語樂在德語」」」」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

2.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愛上外愛上外愛上外愛上外

語自學室語自學室語自學室語自學室：：：：我的德語學習之路我的德語學習之路我的德語學習之路我的德語學習之路」」」」以以以以

及及及及「「「「德檢練功房德檢練功房德檢練功房德檢練功房」」」」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活動主講人。。。。 

3. 曾擔任本校德文系德語推廣活曾擔任本校德文系德語推廣活曾擔任本校德文系德語推廣活曾擔任本校德文系德語推廣活

動的服務員動的服務員動的服務員動的服務員，，，，並參加華語志工並參加華語志工並參加華語志工並參加華語志工，，，，輔輔輔輔

導德籍交換生中文導德籍交換生中文導德籍交換生中文導德籍交換生中文。。。。 



4. 學 習 興 趣學 習 興 趣學 習 興 趣學 習 興 趣 ：：：： 最最最最 愛 看 德 國 影 集愛 看 德 國 影 集愛 看 德 國 影 集愛 看 德 國 影 集

BerlinBerlin，，，，目前也努力加強英日目前也努力加強英日目前也努力加強英日目前也努力加強英日

文文文文。。。。 

 

城中校區城中校區城中校區城中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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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似字彙比一比相似字彙比一比相似字彙比一比相似字彙比一比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3:30 
∣∣∣∣ 

15: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4 

9 
胡慈憶胡慈憶胡慈憶胡慈憶 

法二法二法二法二 C 

1.有方式有方式有方式有方式、、、、系統的增加英文字彙量系統的增加英文字彙量系統的增加英文字彙量系統的增加英文字彙量。。。。 

2.比較相似詞在英文使用方面的差異比較相似詞在英文使用方面的差異比較相似詞在英文使用方面的差異比較相似詞在英文使用方面的差異。。。。 

3.透過情境對話透過情境對話透過情境對話透過情境對話、、、、影集影集影集影集、、、、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電影欣賞、、、、雜誌學習不雜誌學習不雜誌學習不雜誌學習不
同情況的單字同情況的單字同情況的單字同情況的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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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對話情境對話情境對話情境對話書籍書籍書籍書籍、、、、字彙書籍字彙書籍字彙書籍字彙書籍、、、、電影電影電影電影、、、、影集影集影集影集、、、、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
各類英文雜誌各類英文雜誌各類英文雜誌各類英文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

室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室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室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室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自學期外語自學期外語自學期外語自學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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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閱讀英文文章喜歡閱讀英文文章喜歡閱讀英文文章喜歡閱讀英文文章、、、、有有有有

聲書聲書聲書聲書、、、、聽特定歌手的英文歌曲聽特定歌手的英文歌曲聽特定歌手的英文歌曲聽特定歌手的英文歌曲 

英語字彙王英語字彙王英語字彙王英語字彙王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3:30 
∣∣∣∣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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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陳函靖陳函靖陳函靖陳函靖 

企四企四企四企四 C 

很多人文章讀不通順很多人文章讀不通順很多人文章讀不通順很多人文章讀不通順，，，，其實就是因為懂的字彙太其實就是因為懂的字彙太其實就是因為懂的字彙太其實就是因為懂的字彙太
少少少少，，，，所以本次小組就以所以本次小組就以所以本次小組就以所以本次小組就以「「「「增加字彙量增加字彙量增加字彙量增加字彙量」」」」為學習重為學習重為學習重為學習重
點點點點。。。。 

   

學習方式學習方式學習方式學習方式：：：： 

  1.閱讀每週文章語字彙閱讀每週文章語字彙閱讀每週文章語字彙閱讀每週文章語字彙 

  2.跟讀文章跟讀文章跟讀文章跟讀文章、、、、單字單字單字單字，，，，以訓練口說與聽力能力以訓練口說與聽力能力以訓練口說與聽力能力以訓練口說與聽力能力 

  3.歡樂歡樂歡樂歡樂遊戲加深學習效果遊戲加深學習效果遊戲加深學習效果遊戲加深學習效果 

  4.透過網路平台每週主題與心得分享透過網路平台每週主題與心得分享透過網路平台每週主題與心得分享透過網路平台每週主題與心得分享，，，，讓英文讓英文讓英文讓英文
更貼近生活更貼近生活更貼近生活更貼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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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集影集影集影集…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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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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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英語工作室生活英語工作室生活英語工作室生活英語工作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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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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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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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nglish!」」」」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4.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GEPT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TOEIC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檢定檢定檢定檢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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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曾到日本曾到日本曾到日本曾到日本、、、、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馬來西馬來西馬來西馬來西

亞自助旅行亞自助旅行亞自助旅行亞自助旅行 

7. 曾參加中國浙江大學曾參加中國浙江大學曾參加中國浙江大學曾參加中國浙江大學、、、、山東山東山東山東

大學之兩岸大學交流活動大學之兩岸大學交流活動大學之兩岸大學交流活動大學之兩岸大學交流活動 

學習學習學習學習興趣興趣興趣興趣：：：：語言是溝通的工具語言是溝通的工具語言是溝通的工具語言是溝通的工具，，，，所所所所

以我學習語言的主旨就是能夠順暢以我學習語言的主旨就是能夠順暢以我學習語言的主旨就是能夠順暢以我學習語言的主旨就是能夠順暢

的表達的表達的表達的表達、、、、接收接收接收接收、、、、理解並做適當的回理解並做適當的回理解並做適當的回理解並做適當的回

應應應應，，，，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正式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正式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正式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正式

場合場合場合場合，，，，語言都是和別人搭起橋樑最語言都是和別人搭起橋樑最語言都是和別人搭起橋樑最語言都是和別人搭起橋樑最

重要的工具喔重要的工具喔重要的工具喔重要的工具喔！！！！ 

新聞閱讀新聞閱讀新聞閱讀新聞閱讀 GO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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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30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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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楊譆爖楊譆爖楊譆爖楊譆爖 

會四會四會四會四 C 

藉由閱讀新聞瞭解世界時事藉由閱讀新聞瞭解世界時事藉由閱讀新聞瞭解世界時事藉由閱讀新聞瞭解世界時事，，，，不再僅限於國內報不再僅限於國內報不再僅限於國內報不再僅限於國內報
導導導導，，，，從多方角度看世界從多方角度看世界從多方角度看世界從多方角度看世界。。。。從新聞型雜誌著手從新聞型雜誌著手從新聞型雜誌著手從新聞型雜誌著手，，，，聽聽聽聽
說讀寫說讀寫說讀寫說讀寫，，，，一步一步建立閱讀新聞能力一步一步建立閱讀新聞能力一步一步建立閱讀新聞能力一步一步建立閱讀新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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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 TALK、、、、CNN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常常常常
春藤雜誌春藤雜誌春藤雜誌春藤雜誌、、、、其他新聞學習叢書其他新聞學習叢書其他新聞學習叢書其他新聞學習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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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型工讀團隊習型工讀團隊習型工讀團隊習型工讀團隊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2. 擔任第擔任第擔任第擔任第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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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長長長 

3. 參加過國樂社參加過國樂社參加過國樂社參加過國樂社、、、、合氣道合氣道合氣道合氣道、、、、系學系學系學系學

會社團活動會社團活動會社團活動會社團活動、、、、花博志工花博志工花博志工花博志工… 

4.  林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培訓林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培訓林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培訓林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培訓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學習語言喜歡學習語言喜歡學習語言喜歡學習語言，，，，歡迎對歡迎對歡迎對歡迎對

時事有興趣的同學一起來學習時事有興趣的同學一起來學習時事有興趣的同學一起來學習時事有興趣的同學一起來學習！！！！ 

TOEIC 題目練習題目練習題目練習題目練習 

密集營密集營密集營密集營 

（（（（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程度不限））））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5:30 
∣∣∣∣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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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瑩貞李瑩貞李瑩貞李瑩貞 

會二會二會二會二 C 

1. 多益聽力練習多益聽力練習多益聽力練習多益聽力練習 

2. 多益閱讀練習多益閱讀練習多益閱讀練習多益閱讀練習 

3. 大量背單字大量背單字大量背單字大量背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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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相關考試用書多益相關考試用書多益相關考試用書多益相關考試用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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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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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期外語期外語期外語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自學小組「「「「英英英英

文小天地文小天地文小天地文小天地」」」」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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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聲書看有聲書看有聲書看有聲書，，，，影集影集影集影集 

單字蜂單字蜂單字蜂單字蜂 II 

Vocabulary Bee II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星期星期星期三三三三

13:30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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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多益單字背多益單字背多益單字背多益單字 

2.用電影來訓練聽力用電影來訓練聽力用電影來訓練聽力用電影來訓練聽力 

3.分享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心得分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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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 電影電影電影電影: 海海海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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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5、、、、16、、、、17 期外語期外語期外語期外語

自 學 小 組自 學 小 組自 學 小 組自 學 小 組  「「「「 開 心 英 文 農開 心 英 文 農開 心 英 文 農開 心 英 文 農



15: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411 

底總動員底總動員底總動員底總動員……等片等片等片等片 場場場場」、「」、「」、「」、「歡唱歌曲學英文歡唱歌曲學英文歡唱歌曲學英文歡唱歌曲學英文」、「」、「」、「」、「單單單單

字蜂字蜂字蜂字蜂 Vocabulary Bee」」」」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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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大雜會英文大雜會英文大雜會英文大雜會 

（（（（初級以上初級以上初級以上初級以上））））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5:30 
∣∣∣∣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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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劉郁玨劉郁玨劉郁玨劉郁玨 

法三法三法三法三 B 

1. 以英文會話為主軸以英文會話為主軸以英文會話為主軸以英文會話為主軸，，，，利用情境模擬練習會利用情境模擬練習會利用情境模擬練習會利用情境模擬練習會
話話話話。。。。 

2. 並穿插閱讀文章並穿插閱讀文章並穿插閱讀文章並穿插閱讀文章、、、、英文歌曲等豐富小組內英文歌曲等豐富小組內英文歌曲等豐富小組內英文歌曲等豐富小組內
容容容容。。。。 

3. 透過遊戲方式透過遊戲方式透過遊戲方式透過遊戲方式，，，，使英文更融入生活使英文更融入生活使英文更融入生活使英文更融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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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雜誌雜誌雜誌雜誌、、、、這句英文怎麼這句英文怎麼這句英文怎麼這句英文怎麼
說說說說、、、、主題式英文會話保證班主題式英文會話保證班主題式英文會話保證班主題式英文會話保證班、、、、長春藤雜誌長春藤雜誌長春藤雜誌長春藤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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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自學室語自學室語自學室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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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閱閱閱』』』』來越厲害來越厲害來越厲害來越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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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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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救你的菜英文搶救你的菜英文搶救你的菜英文搶救你的菜英文」」」」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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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西學習西學習西學習西

洋歌曲洋歌曲洋歌曲洋歌曲、、、、收聽收聽收聽收聽 BBC 

讀進多益讀進多益讀進多益讀進多益 

The Reading of 
TO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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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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涂頴君涂頴君涂頴君涂頴君 

法三法三法三法三 A 

� 藉著每週練習閱讀測驗來得知自己的閱藉著每週練習閱讀測驗來得知自己的閱藉著每週練習閱讀測驗來得知自己的閱藉著每週練習閱讀測驗來得知自己的閱
讀能力與進步程度讀能力與進步程度讀能力與進步程度讀能力與進步程度。。。。 

� 每週至少閱讀每週至少閱讀每週至少閱讀每週至少閱讀ㄧㄧㄧㄧ篇長篇文章篇長篇文章篇長篇文章篇長篇文章。。。。 

� 每週提供單字表每週提供單字表每週提供單字表每週提供單字表，，，，以及練習和測驗以及練習和測驗以及練習和測驗以及練習和測驗。。。。 

� 利利利利用文法與片語練習語感與造句用文法與片語練習語感與造句用文法與片語練習語感與造句用文法與片語練習語感與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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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參考書籍閱讀參考書籍閱讀參考書籍閱讀參考書籍、、、、
Advanced、、、、長春藤解析英語雜誌長春藤解析英語雜誌長春藤解析英語雜誌長春藤解析英語雜誌、、、、CNN 相關雜相關雜相關雜相關雜
誌誌誌誌、、、、書籍書籍書籍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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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5、、、、16、、、、17 期外語自期外語自期外語自期外語自

學小組學小組學小組學小組「「「「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in 起來起來起來起來 」、「」、「」、「」、「 英英英英

文讀寫升級版文讀寫升級版文讀寫升級版文讀寫升級版」」」」及及及及「「「「即興英對即興英對即興英對即興英對

話話話話」」」」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 有雄心壯志想拿多益金色證有雄心壯志想拿多益金色證有雄心壯志想拿多益金色證有雄心壯志想拿多益金色證

書書書書。。。。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閱讀書籍和聽西洋音閱讀書籍和聽西洋音閱讀書籍和聽西洋音閱讀書籍和聽西洋音

樂樂樂樂，，，，另外希望能有一天跟老外另外希望能有一天跟老外另外希望能有一天跟老外另外希望能有一天跟老外「「「「談談談談

天說地天說地天說地天說地」。」。」。」。 

英文不再囧很大英文不再囧很大英文不再囧很大英文不再囧很大 

NO MORE SCARE 

ENGLISH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17:30 
∣∣∣∣ 

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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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吳怡萱吳怡萱吳怡萱吳怡萱 

會三會三會三會三 A 

1. 聽聽聽聽、、、、說說說說、、、、讀讀讀讀、、、、寫各方面均衡補充寫各方面均衡補充寫各方面均衡補充寫各方面均衡補充 

2. 單字量補充單字量補充單字量補充單字量補充，，，，並且熟記以往忘記的單字並且熟記以往忘記的單字並且熟記以往忘記的單字並且熟記以往忘記的單字 

3. 基本文法能力加強基本文法能力加強基本文法能力加強基本文法能力加強 

4. 以分組方式練習英語會話能力以分組方式練習英語會話能力以分組方式練習英語會話能力以分組方式練習英語會話能力 

5. 利用利用利用利用「「「「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歡樂看影集並練習聽力及學歡樂看影集並練習聽力及學歡樂看影集並練習聽力及學歡樂看影集並練習聽力及學
習其中對話習其中對話習其中對話習其中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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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文法與練習文法與練習文法與練習文法與練習 

2. 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 

3. 捷進英檢字彙捷進英檢字彙捷進英檢字彙捷進英檢字彙 

4. EZ talk 

5. LIVE 互動英語互動英語互動英語互動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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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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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門 秘門 秘門 秘

笈笈笈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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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7 期外期外期外期外

語自學小組語自學小組語自學小組語自學小組「「「「對話不對話不對話不對話不 NG」」」」小小小小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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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從各個方面學習語喜歡從各個方面學習語喜歡從各個方面學習語

言言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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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英語輕鬆說主題英語輕鬆說主題英語輕鬆說主題英語輕鬆說 

Elite chatting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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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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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鈺潔陳鈺潔陳鈺潔陳鈺潔 

企三企三企三企三 D    

1.每週選出一主題每週選出一主題每週選出一主題每週選出一主題，，，，讓組員自發搜尋相關素材讓組員自發搜尋相關素材讓組員自發搜尋相關素材讓組員自發搜尋相關素材，，，，
文章文章文章文章、、、、新聞或雜誌內容皆可新聞或雜誌內容皆可新聞或雜誌內容皆可新聞或雜誌內容皆可。。。。先發表心得再一先發表心得再一先發表心得再一先發表心得再一
起討論起討論起討論起討論，，，，營造放鬆說英文的環境營造放鬆說英文的環境營造放鬆說英文的環境營造放鬆說英文的環境。。。。 

2.利用彼此的對話改善發音利用彼此的對話改善發音利用彼此的對話改善發音利用彼此的對話改善發音，，，，互相精進會話能互相精進會話能互相精進會話能互相精進會話能
力力力力。。。。 

3.每週選出五個單字每週選出五個單字每週選出五個單字每週選出五個單字自行造句自行造句自行造句自行造句，，，，發表給其他組員發表給其他組員發表給其他組員發表給其他組員
聽聽聽聽。。。。 

4.小組會有兩次小組會有兩次小組會有兩次小組會有兩次 listening class,會話之餘練習自會話之餘練習自會話之餘練習自會話之餘練習自
己的聽力己的聽力己的聽力己的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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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空英空英空英空英、、、、Penguin 

Active Reading、、、、全民英檢聽力與口說教材全民英檢聽力與口說教材全民英檢聽力與口說教材全民英檢聽力與口說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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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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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情情

境英文境英文境英文境英文，，，，英文請進英文請進英文請進英文請進」」」」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3.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TOEIC

聽力聽力聽力聽力 490。。。。 

4. 現任國際合作組接待志工現任國際合作組接待志工現任國際合作組接待志工現任國際合作組接待志工。。。。 

5.  東吳大學整體造型社第東吳大學整體造型社第東吳大學整體造型社第東吳大學整體造型社第 2、、、、3 屆屆屆屆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邊讀邊說以及和人喜歡邊讀邊說以及和人喜歡邊讀邊說以及和人喜歡邊讀邊說以及和人

對話對話對話對話，，，，閒暇之餘也愛看英文小說閒暇之餘也愛看英文小說閒暇之餘也愛看英文小說閒暇之餘也愛看英文小說。。。。

接觸各種不同的接觸各種不同的接觸各種不同的接觸各種不同的語言和說話方式是語言和說話方式是語言和說話方式是語言和說話方式是

我的興趣喔我的興趣喔我的興趣喔我的興趣喔! 

文法搜查線文法搜查線文法搜查線文法搜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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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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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慈玲李慈玲李慈玲李慈玲 

企三企三企三企三 C 

喚回遺忘已久的文法記憶喚回遺忘已久的文法記憶喚回遺忘已久的文法記憶喚回遺忘已久的文法記憶，，，，逐步紮實操練逐步紮實操練逐步紮實操練逐步紮實操練，，，，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熟練文法運用後熟練文法運用後熟練文法運用後熟練文法運用後，，，，在口說上也會更具信心在口說上也會更具信心在口說上也會更具信心在口說上也會更具信心，，，，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閱讀文章來練習文法並增進英文學習能力和趣閱讀文章來練習文法並增進英文學習能力和趣閱讀文章來練習文法並增進英文學習能力和趣閱讀文章來練習文法並增進英文學習能力和趣
味味味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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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的文法書任何的文法書任何的文法書任何的文法書.雜誌及影雜誌及影雜誌及影雜誌及影
片片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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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

組組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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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

組組組組「「「「 新聞一點通新聞一點通新聞一點通新聞一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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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歡學習英語的方式最喜歡學習英語的方式最喜歡學習英語的方式最喜歡學習英語的方式

就是看影集就是看影集就是看影集就是看影集~~~!! 



多才多才多才多才「「「「多益多益多益多益」」」」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星期四 

10:10 
∣∣∣∣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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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禹彤劉禹彤劉禹彤劉禹彤 

法二法二法二法二 A 

1.提供多益模擬試題提供多益模擬試題提供多益模擬試題提供多益模擬試題，，，，熟悉考試題型熟悉考試題型熟悉考試題型熟悉考試題型。。。。 

2.輪流當小組長帶領大家的方式輪流當小組長帶領大家的方式輪流當小組長帶領大家的方式輪流當小組長帶領大家的方式，，，，訓練組員以英訓練組員以英訓練組員以英訓練組員以英
語上台呈現時的台風與膽量語上台呈現時的台風與膽量語上台呈現時的台風與膽量語上台呈現時的台風與膽量，，，，組員也可以藉此帶組員也可以藉此帶組員也可以藉此帶組員也可以藉此帶
領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做外語學習領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做外語學習領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做外語學習領大家用不同的方式做外語學習。。。。 

3.每週有每週有每週有每週有 1~2 篇的閱讀文章篇的閱讀文章篇的閱讀文章篇的閱讀文章，，，，來源不限來源不限來源不限來源不限，，，，藉以吸藉以吸藉以吸藉以吸
收各種領域的新知收各種領域的新知收各種領域的新知收各種領域的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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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系列叢書多益系列叢書多益系列叢書多益系列叢書 

全民英檢中級程度以上的各種英語雜誌全民英檢中級程度以上的各種英語雜誌全民英檢中級程度以上的各種英語雜誌全民英檢中級程度以上的各種英語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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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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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

組組組組「「「「搶救搶救搶救搶救 TOEIC 大作戰大作戰大作戰大作戰」」」」小小小小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 

4. 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曾擔任 2007~2009「「「「博大尼美博大尼美博大尼美博大尼美

國學校英語夏令營國學校英語夏令營國學校英語夏令營國學校英語夏令營」」」」外籍教外籍教外籍教外籍教

師個人教學助理師個人教學助理師個人教學助理師個人教學助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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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閱讀及口說的方式透過閱讀及口說的方式透過閱讀及口說的方式透過閱讀及口說的方式

以增加語感以增加語感以增加語感以增加語感，，，，進而培養多益檢定的進而培養多益檢定的進而培養多益檢定的進而培養多益檢定的

能力能力能力能力，，，，會以每週輪流擔任組長帶領會以每週輪流擔任組長帶領會以每週輪流擔任組長帶領會以每週輪流擔任組長帶領

大家學習的方式大家學習的方式大家學習的方式大家學習的方式，，，，讓各位組員累積讓各位組員累積讓各位組員累積讓各位組員累積

上台的經驗與台風上台的經驗與台風上台的經驗與台風上台的經驗與台風。。。。 

英語閱來閱動聽英語閱來閱動聽英語閱來閱動聽英語閱來閱動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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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 
∣∣∣∣ 

13:15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2 

9 
丁蓉萱丁蓉萱丁蓉萱丁蓉萱                

會二會二會二會二 C 

1. 藉由大量練習藉由大量練習藉由大量練習藉由大量練習 TOEIC 閱讀測驗提高閱讀能力閱讀測驗提高閱讀能力閱讀測驗提高閱讀能力閱讀測驗提高閱讀能力 

2 藉由看影集培養英文聽力能力藉由看影集培養英文聽力能力藉由看影集培養英文聽力能力藉由看影集培養英文聽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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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雜誌英文雜誌英文雜誌英文雜誌、、、、閱讀測驗習閱讀測驗習閱讀測驗習閱讀測驗習
題題題題、、、、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有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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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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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小天地英語小天地英語小天地英語小天地」」」」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文檢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文檢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文檢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文檢

定定定定 

4. 參加過基層文化服務團參加過基層文化服務團參加過基層文化服務團參加過基層文化服務團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雜誌看雜誌看雜誌看雜誌、、、、看影片看影片看影片看影片、、、、聽英聽英聽英聽英

文歌文歌文歌文歌 

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 2.0 

Advanced Soochow 

Street 

(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全民英檢中級以上全民英檢中級以上)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4 

9 
張吉華張吉華張吉華張吉華            

經三經三經三經三 A 

1.增加對英國腔的認識以及熟悉度增加對英國腔的認識以及熟悉度增加對英國腔的認識以及熟悉度增加對英國腔的認識以及熟悉度 

2.增加口說練習機會及上台次數增加口說練習機會及上台次數增加口說練習機會及上台次數增加口說練習機會及上台次數 

3.增進對英文文章或新聞作簡短重點概要的能增進對英文文章或新聞作簡短重點概要的能增進對英文文章或新聞作簡短重點概要的能增進對英文文章或新聞作簡短重點概要的能
力力力力 

4.預計以八大主題來進行預計以八大主題來進行預計以八大主題來進行預計以八大主題來進行 ex.時尚時尚時尚時尚、、、、科技科技科技科技、、、、音樂音樂音樂音樂、、、、
運動運動運動運動、、、、食物等食物等食物等食物等 

5.利用利用利用利用 SALLIZ 平台作為小組學習的重心平台作為小組學習的重心平台作為小組學習的重心平台作為小組學習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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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2.影片影片影片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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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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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東吳街英語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3.通過全民英檢通過全民英檢通過全民英檢通過全民英檢、、、、多益多益多益多益(聽力滿分聽力滿分聽力滿分聽力滿分)、、、、

托福英文檢定托福英文檢定托福英文檢定托福英文檢定 

4. 為為為為 2011ISU 四大洲花式溜冰錦標四大洲花式溜冰錦標四大洲花式溜冰錦標四大洲花式溜冰錦標

賽志工賽志工賽志工賽志工 

5. 曾經到英國遊學曾經到英國遊學曾經到英國遊學曾經到英國遊學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 

看外國影集看外國影集看外國影集看外國影集、、、、外國節目來訓練英文外國節目來訓練英文外國節目來訓練英文外國節目來訓練英文

聽力聽力聽力聽力 

多聽多益多聽多益多聽多益多聽多益 

Improve the skills of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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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 
∣∣∣∣ 

12:0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411 

9 
吳宜樺吳宜樺吳宜樺吳宜樺        

會三會三會三會三 C 

1. 主要藉主要藉主要藉主要藉由訓練英文聽力來增進英文能力由訓練英文聽力來增進英文能力由訓練英文聽力來增進英文能力由訓練英文聽力來增進英文能力。。。。 

2. 針對針對針對針對 TOEIC 聽力考試聽力考試聽力考試聽力考試，，，，找尋相關主題的影找尋相關主題的影找尋相關主題的影找尋相關主題的影
片片片片，，，，文章讓大家學習文章讓大家學習文章讓大家學習文章讓大家學習。。。。 

藉由看影片熟悉英文字彙藉由看影片熟悉英文字彙藉由看影片熟悉英文字彙藉由看影片熟悉英文字彙、、、、文法文法文法文法、、、、以及句子的起以及句子的起以及句子的起以及句子的起
承轉合承轉合承轉合承轉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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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教材英文教材英文教材英文教材，，，，英文影片英文影片英文影片英文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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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期外語自學小

組組組組「「「「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英文大閱進」」」」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3. 通過中級英文檢定通過中級英文檢定通過中級英文檢定通過中級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 

利用電影及影集學習語言利用電影及影集學習語言利用電影及影集學習語言利用電影及影集學習語言，，，，讓娛樂讓娛樂讓娛樂讓娛樂

與學習融合與學習融合與學習融合與學習融合。。。。 

樂在英閱祭樂在英閱祭樂在英閱祭樂在英閱祭 

(初初初初-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 

10:10 
| 

 12:0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7 

9 
胡欣羽胡欣羽胡欣羽胡欣羽            

企二企二企二企二 D 

1.藉由看世界文學藉由看世界文學藉由看世界文學藉由看世界文學、、、、唸文章增進閱讀及字彙能唸文章增進閱讀及字彙能唸文章增進閱讀及字彙能唸文章增進閱讀及字彙能
力力力力。。。。 

2. 藉由藉由藉由藉由「「「「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六人行」」」」影集練習聽力影集練習聽力影集練習聽力影集練習聽力，，，，搭配學習手搭配學習手搭配學習手搭配學習手
冊學習冊學習冊學習冊學習。。。。 

3.以多益聽力書籍以多益聽力書籍以多益聽力書籍以多益聽力書籍、、、、歌詞填空等來加強聽力訓歌詞填空等來加強聽力訓歌詞填空等來加強聽力訓歌詞填空等來加強聽力訓
練練練練。。。。 

會依時間來調整以上練習的分配會依時間來調整以上練習的分配會依時間來調整以上練習的分配會依時間來調整以上練習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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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行影集六人行影集六人行影集六人行影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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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多益精選試題新多益精選試題新多益精選試題新多益精選試題 

1.1.1.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外語自學小組第曾擔任外語自學小組第曾擔任外語自學小組第曾擔任外語自學小組第 17 期期期期「「「「英英英英

語小天地語小天地語小天地語小天地」」」」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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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集影集影集影集，，，，閱讀小閱讀小閱讀小閱讀小

說說說說 

職場職場職場職場「「「「秀秀秀秀」」」」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BUSINESS & TOEIC 

ENGLISH 

(中級中級中級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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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李敏慈李敏慈李敏慈李敏慈                    

貿二貿二貿二貿二 A    

1. 藉由外語自學室所提供的教藉由外語自學室所提供的教藉由外語自學室所提供的教藉由外語自學室所提供的教材材材材，，，，練習多益考練習多益考練習多益考練習多益考
題題題題，，，，目標約為兩週一回目標約為兩週一回目標約為兩週一回目標約為兩週一回，，，，由組員先行至外語由組員先行至外語由組員先行至外語由組員先行至外語
自學教室完成聽力及閱讀測驗自學教室完成聽力及閱讀測驗自學教室完成聽力及閱讀測驗自學教室完成聽力及閱讀測驗，，，，於小組聚會於小組聚會於小組聚會於小組聚會
時間互相檢討時間互相檢討時間互相檢討時間互相檢討。。。。 

2. 分配大家都有上台的機會當小組聚會的主分配大家都有上台的機會當小組聚會的主分配大家都有上台的機會當小組聚會的主分配大家都有上台的機會當小組聚會的主
持人持人持人持人，，，，其主題可由當日組員自行決定其主題可由當日組員自行決定其主題可由當日組員自行決定其主題可由當日組員自行決定。。。。 

3. 不定期補充時事新聞及商用英文不定期補充時事新聞及商用英文不定期補充時事新聞及商用英文不定期補充時事新聞及商用英文(CNN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 BIZ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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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BIZ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CNN 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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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學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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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搶救搶救搶救搶救 TOEIC 大作戰大作戰大作戰大作戰」」」」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3.曾擔任台北市政府曾擔任台北市政府曾擔任台北市政府曾擔任台北市政府 2010 年台北年台北年台北年台北

燈節英語服務台志工燈節英語服務台志工燈節英語服務台志工燈節英語服務台志工。。。。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看電影及英語影集看電影及英語影集看電影及英語影集看電影及英語影集、、、、閱閱閱閱

讀文章讀文章讀文章讀文章。。。。 



聽看電影說英文聽看電影說英文聽看電影說英文聽看電影說英文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08:30 
∣∣∣∣ 

10:0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7 

9 
李方琪李方琪李方琪李方琪 

法四法四法四法四 B 

1.從看電影當中練習聽力從看電影當中練習聽力從看電影當中練習聽力從看電影當中練習聽力、、、、累積字彙量和寫作練累積字彙量和寫作練累積字彙量和寫作練累積字彙量和寫作練
習習習習，，，，並練習自己摘要後並練習自己摘要後並練習自己摘要後並練習自己摘要後，，，，用英文口說出來用英文口說出來用英文口說出來用英文口說出來，，，，藉以藉以藉以藉以
同時練習聽說讀寫技巧同時練習聽說讀寫技巧同時練習聽說讀寫技巧同時練習聽說讀寫技巧。。。。 

2.增加學習英文的興趣增加學習英文的興趣增加學習英文的興趣增加學習英文的興趣，，，，藉此激勵同學一同向藉此激勵同學一同向藉此激勵同學一同向藉此激勵同學一同向
學學學學，，，，增進不同學系間同學感情增進不同學系間同學感情增進不同學系間同學感情增進不同學系間同學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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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影集外語影集外語影集外語影集、、、、看電影學英文看電影學英文看電影學英文看電影學英文
等多項雜誌等多項雜誌等多項雜誌等多項雜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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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參加過熱舞社參加過熱舞社參加過熱舞社參加過熱舞社 

3. 曾經街頭訪問外國人曾經街頭訪問外國人曾經街頭訪問外國人曾經街頭訪問外國人 

4. 大學英文學測滿級分大學英文學測滿級分大學英文學測滿級分大學英文學測滿級分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從電影當中學習英喜歡從電影當中學習英喜歡從電影當中學習英喜歡從電影當中學習英

文口語表達文口語表達文口語表達文口語表達、、、、練習聽力和增加英文練習聽力和增加英文練習聽力和增加英文練習聽力和增加英文

字彙字彙字彙字彙 

擅長從克漏字和閱讀測驗增加外語擅長從克漏字和閱讀測驗增加外語擅長從克漏字和閱讀測驗增加外語擅長從克漏字和閱讀測驗增加外語

應考能力應考能力應考能力應考能力 

  日日日日語自學小語自學小語自學小語自學小組組組組 Japan Self-Help Group 

生活日本語生活日本語生活日本語生活日本語 

(初初初初級級級級，，，，有日文一基有日文一基有日文一基有日文一基

礎礎礎礎)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08:30 
| 

10:0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1 

9 
高宇葳高宇葳高宇葳高宇葳                

企三企三企三企三 D 

1.透過日語學習教材透過日語學習教材透過日語學習教材透過日語學習教材、、、、雜誌一起練習日語生活會雜誌一起練習日語生活會雜誌一起練習日語生活會雜誌一起練習日語生活會
話話話話。。。。 

2.利用音樂和影片訓練日語聽力利用音樂和影片訓練日語聽力利用音樂和影片訓練日語聽力利用音樂和影片訓練日語聽力。。。。 

3.每週從日本時事每週從日本時事每週從日本時事每週從日本時事、、、、主題單字增加字彙主題單字增加字彙主題單字增加字彙主題單字增加字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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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相關學習書籍日語相關學習書籍日語相關學習書籍日語相關學習書籍、、、、日語日語日語日語
期刊雜誌期刊雜誌期刊雜誌期刊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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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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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閱閱閱

來越厲害來越厲害來越厲害來越厲害」」」」組員組員組員組員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N3 日日日日

文檢定文檢定文檢定文檢定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喜歡透過影集喜歡透過影集喜歡透過影集喜歡透過影集、、、、音樂學音樂學音樂學音樂學

習語習語習語習語言和瞭解文化言和瞭解文化言和瞭解文化言和瞭解文化。。。。 

元気元気元気元気なななな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 

(初級初級初級初級，，，，完全未接觸日完全未接觸日完全未接觸日完全未接觸日

文者文者文者文者。。。。) 

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星期三 

15:30 
| 

17: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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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菘湶胡菘湶胡菘湶胡菘湶            

企延企延企延企延 B 

1、、、、日文五十音教學日文五十音教學日文五十音教學日文五十音教學。。。。 

2、、、、初級文法初級文法初級文法初級文法、、、、會話教學會話教學會話教學會話教學。。。。 

3、、、、日文歌曲欣賞日文歌曲欣賞日文歌曲欣賞日文歌曲欣賞。。。。 

4、、、、日文影片欣賞日文影片欣賞日文影片欣賞日文影片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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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的日本語大家的日本語大家的日本語大家的日本語（（（（初級初級初級初級）））） 

2、、、、日語假名發音入門日語假名發音入門日語假名發音入門日語假名發音入門 

3、、、、日語初級課程日語初級課程日語初級課程日語初級課程 

4、、、、跟我學日語跟我學日語跟我學日語跟我學日語（（（（雜誌雜誌雜誌雜誌）））） 

5、、、、新日檢新日檢新日檢新日檢 N5 模擬試題大全模擬試題大全模擬試題大全模擬試題大全。。。。 

1.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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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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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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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 

4. 曾曾曾曾參加第參加第參加第參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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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英語學習園歡樂英語學習園歡樂英語學習園歡樂英語學習園」」」」 

5.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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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ぺらぺらぺらぺらぺらぺらぺらぺら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 

6. 通過三級日文檢定通過三級日文檢定通過三級日文檢定通過三級日文檢定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日文日文日文日文、、、、

韓文韓文韓文韓文）））） 

実用生活日本語実用生活日本語実用生活日本語実用生活日本語 

(具中級日本語實力具中級日本語實力具中級日本語實力具中級日本語實力) 

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 

15:30 
| 

17:20 
 

教室教室教室教室

5312 

9 
胡菘湶胡菘湶胡菘湶胡菘湶            

企延企延企延企延 B    

1、、、、進階日文文章閱讀進階日文文章閱讀進階日文文章閱讀進階日文文章閱讀。。。。 

2、、、、進階日語會話練習進階日語會話練習進階日語會話練習進階日語會話練習。。。。 

3、、、、日文聽力練習日文聽力練習日文聽力練習日文聽力練習。。。。 

4、、、、日文歌曲欣賞日文歌曲欣賞日文歌曲欣賞日文歌曲欣賞。。。。 

5、、、、單字小考單字小考單字小考單字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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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村生活日語雜誌地球村生活日語雜誌地球村生活日語雜誌地球村生活日語雜誌。。。。 

2、、、、階梯日本語雜誌階梯日本語雜誌階梯日本語雜誌階梯日本語雜誌。。。。 

3、、、、日本的今昔物語日本的今昔物語日本的今昔物語日本的今昔物語。。。。 

4、、、、新日檢新日檢新日檢新日檢 N2 模擬試題大全模擬試題大全模擬試題大全模擬試題大全。。。。 

5、、、、新日檢新日檢新日檢新日檢 N2 言語知言語知言語知言語知識識識識（（（（文字文字文字文字、、、、語彙語彙語彙語彙、、、、文法文法文法文法））））
全攻略全攻略全攻略全攻略。。。。 

1. 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曾擔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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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 」」」」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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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歡樂學日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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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口說英語教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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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英語學習園歡樂英語學習園歡樂英語學習園歡樂英語學習園」」」」 

5. 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曾參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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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ぺらぺらぺらぺらぺらぺらぺらぺら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日本語」」」」 

6. 通過三級日文檢定通過三級日文檢定通過三級日文檢定通過三級日文檢定 

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學習興趣：：：：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語言學習（（（（英文英文英文英文、、、、日文日文日文日文、、、、

韓文韓文韓文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