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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執行成果摘要 

為幫助學生自學英文，語言教學中心辦理「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提供外語自

學軟體幫助學習者累積英文實力，並舉辦外語自學活動，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英文的風氣。 

在「充實外語自學軟體」方面，語言教學中心持續購置本中心最受歡迎之《SOSA 英語影音學

習資源網》3種當月線上隨選英語課程，提供生活化而實用的學習內容。此外，亦持續添購《Live 
GEP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課程，透過練習線上模擬測驗，學生可瞭解本身英語程度，熟

練英檢應考技巧，不僅增加通過東吳英檢畢業要求之能力，還可模擬校外正式英語檢定測驗，

累積英語實戰力。充實外語自學軟體成果如下： 

（一） 語言教學中心持續推廣外語自學平台，每月底上傳次月《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影音學習課程，提供學習者豐富的學習資源，根據統計，100年《SOSA 英語影音學習

資源網》學期間每月使用人次達到 1.2～1.5 萬人次。 

（二） 99學年第 1學期起，《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已與「英文（一）：語練」高

級及中級班課程結合，原使用人次平均為每月 2千人次，在增購《Live GEPT線上英語

能力測驗評量》課程之後，學期間每月平均超過 3千人次使用，較 99年度同時期提

升超過 50%。 

（三） 為善用之前已建置之資源，本中心將《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與「英文

（二）」、「深耕英文 I」、「深耕英文 II」及「實用英語學程」的《英檢訓練》課

程結合，幫助學習者練習英文檢定題型、增進英文實力，100年度《Easy Test線上英

語能力測驗評量》學期間每月平均有超過 3千人次點閱。   

在「學生自學方案」方面，為推動學習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學」

（learning how to learn）的能力，以 Vygotsky 的鷹架理論（scaffolding）為建構基礎，採取三

大策略方向：(1)針對學習者訓練（learner training）；(2)針對語言測驗技巧訓練（language 
test‐taking skill training）；(3)提供學習者全然主導（student‐controlled）的學習模式。在實際執

行方式上則運用自學菁英學生來擔任種子人員，亦即以同儕或近同儕模範所產生的社會媒介動

機（socially‐mediated motivation），協助學生體驗正向及良性互動的合作學習模式，以提升學

生自主學習外語的風氣，成果如下： 

（一） 成立 70組外語自學小組，395人參加，執行成效為原訂計畫的 1.6 倍，亦較 99年成

長 38%。同時，全勤學生有 253人，比 99年全勤人數成長 45%。 

（二） 二校區舉辦多達 88場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1,314 人參加，受益人次

為原訂計畫的 3.3倍。透過這類讓參與者親身實做的小型並密集的講座活動，學生可

確實學到「如何學」。 

（三） 購置 42筆可搭配正式課程學習的看電影學英文教材、國際性英語檢定最新模擬試題

教材和其他英文自學教材。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並運用多重管道推廣新進教材，總計

100年度本計畫購置教材共有 8,180人次使用。 

（四） 藉由提供多元化的外語自學活動，滿足不同學習者的需求，因而提升外語自學室的使

用率。總計 100年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外語自學室教材借閱達 24,062人次。 

關鍵詞：英語學習、線上課程、線上測驗、網路學習、英語檢定、外語自學、外語自學室、

「英文（一）」、「英文（二）」、「實用英語學程」、「深耕英文 I」、「深耕英

文 II」、學習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學習者訓練（learner training）、外語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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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self‐help group learning） 

計畫聯絡人：陳淑芳  

聯絡方式：1.電話：2881‐9471 轉 6461 

                      2.電子郵件：colleen@s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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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改進教學計畫及提升教學品質相關配套措施 

在充實外語自學軟體方面，語言教學中心持續推廣《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及《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3個學習平台。其中《SOSA英

語影音學習資源網》最受使用者歡迎，學期間每月約有 1.2～1.5萬使用人次，本中心持續提

供最新的學習課程，以全面服務有志於英語學習的教職員及學生。 

為使資源有效利用，本中心同時推廣融合生活化及時事新聞的《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以及模擬英語檢定測驗的學習平台《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將《SAMMI英語互

動學習資源網》的《Live ABC》課程、《CNN新聞互動英語》及《Live GEP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

評量》題庫分別與「英文（一）：語練」中級班與高級班課程結合，《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

測驗評量》的 GEPT單元則與「英文（二）」及「深耕英文 I」、「深耕英文 II」課程結合；

New TOEIC 部分則與「實用英語學程」的《英檢訓練》課程結合，由教師配合教學運用。 

同時，為輔助使用者儘速熟悉操作方式，且幫助任課老師將課程與平台結合，推出配套措施如

下：   

（一） 於每學期加退選結束後 1週，完成《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及《SAMMI
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之全校教職員生帳號密碼建置及班級管理對應表，便利師生使

用，同時方便教師掌握學生學習進度。 

（二） 每學期舉辦「資源使用說明會」，依據使用對象分為任課教師及學生場次，講解平台

使用方式，輔以學習技巧指引並讓參加師生實際操作，幫助使用者有效利用線上英語

學習平台。 

（三） 於《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操作介面網頁，設置本中心自製之操作解說影

片及 FAQ圖解說明問答集。 

（四） 兩校區設置專人電話服務，協助使用者熟悉操作方式。同時，為維持系統穩定度，以

電子郵件或電話受理故障通報。 

（五） 採用網路監控伺服器運作，以期在當機無法連線的第一時間，通知機房同仁儘速恢復

正常運作。 

（六） 自製《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8套紙本考題，方便教師用來評量學生使用

《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之成效。 

在學生自學方案方面，以 Vygotsky 的鷹架理論（scaffolding）為建構基礎，運用自學菁英學生

來擔任種子人員，協助學生體驗正向及良性互動的合作學習模式，以提升學生自主學習外語的

風氣。學生自學方案執行策略有： 
（一） 為發展學生自我導向學習能力（self‐directed learning），成立 70組外語自學小組，參

加人數達 395人，執行成效為原訂計畫的 1.6倍。 

（二） 為提供語言檢定或學習策略等資訊，協助學生規劃自學，舉辦 88場學習加油站及資

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1,314人參加，受益人次為原訂計畫的 3.3倍。 

（三） 購置 42筆可搭配正式課程學習的看電影學英文教材、國際性英語檢定最新模擬試題

教材和其他英文自學教材，學生可透過多元而活潑的學習教材設定目標，安排自我英

語學習進度。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並運用多重管道推廣新進教材，總計 100年度本計

畫購置教材使用人次為 8,18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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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藉由提供多元化的外語自學活動，滿足不同學習者的需求，因而提升外語自學室的使

用率。總計 100年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外語自學室教材借閱達 24,062人次。 

 

三、 年度計畫執行內容及成果說明 

 

（一） 計畫目標 

在「充實外語自學軟體」方面，以強化學生學習英語興趣及動機為主軸，提供受歡迎的

線上學習課程、英語測驗評量機制以及英語學習實體教材，除了做為本中心舉辦之外語

自學小組之自學教材，也讓學生得以於平日充實個人英語素養。此外，語言教學中心提

供有信度、效度之考題作為模擬考試，以增加學生練習英語的機會。 

在學生自學方案方面，藉由提供多元化的學習活動，滿足不同型態學習者的語言學習需

求，深化外語自學室各項自學輔導服務的品質，一方面培養學生自我導向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的能力，訂定自我目標，規劃課餘的語言學習計畫及進度，瞭

解適用的外語學習素材，並嘗試如何自我檢視自學成效；另一方面，透過舉辦講座活動

或邀請國際語言測驗單位到校舉辦說明會，以鼓勵學生善用外語自學室的教材準備語言

能力檢定，期以提升語文能力。 

 

（二） 計畫實施方式 

在充實外語自學軟體方面：   

1. 課程建置：持續購買《空中英語教室》、《大家說英語》各 10個月、《彭蒙惠英語》

13個月的VOD/AOD線上課程，做為《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之學習素材。另

外，亦添購《Live GEP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課程共 50回，除作為學習者練習英

語檢定的選擇外，也提供教學之應用。計畫實施說明如下： 

(1) 《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本中心於每月月底上傳次月影音廣播教學課

程，學生搭配雜誌收聽或收視，達到訓練聽力及增進閱讀之效果。 

(2) 《Live GEP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本次共購買 50 回測驗單元，並規劃不

同種類的課程使用不同的測驗單元。由於模擬測驗試題品質優良，且與「英文

（一）」課程結合，有助提昇英語實戰力，因而擴大推廣。 

2. 資源推廣： 

(1) 資源使用說明會：為幫助使用者儘速熟悉操作使用方式，讓任課教師善加運用

線上英語學習平台，每學期於兩校區針對教師及學生推出資源使用說明會，說

明主題涵蓋本中心《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

源網》及《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3種學習平台。 

(2) 與課程結合：在學習平台網頁介面設置本中心自製之《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

測驗評量》操作解說影片及 FAQ圖解說明問答集。同時設置專人答覆 3種平台

之使用疑問排解、功能故障通報。為求伺服器穩定運作，提供正常連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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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網路監控伺服器運作，以期在當機無法連線的第一時間，通知機房同仁儘

速恢復正常運作。最後，顧及使用多樣化，本中心擷取《Easy Test線上英語能

力測驗評量》試題，製作成 8套試卷，提供老師隨機抽樣使用，來測試學生使

用《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的學習成效。 

 

在學生自學方案方面： 

1. 針對學習者訓練（learner training）：  協助學生認識外語自學室，體驗語言自學資源，

探索自我學習型態，發展學習策略，以培養學習自信心與興趣。 

2. 針對語言測驗技巧訓練（language test‐taking skill training）：介紹各項語言檢定資訊，

舉辦語言檢定模擬考，並邀請已通過語言檢定的菁英學生分享考試準備技巧。 

3. 提供學習者全然主導（student‐controlled）的學習模式：籌組外語自學小組，提供鼓

勵自我表達的環境，學習者彼此互助，運用所學的語言技巧來進行溝通意涵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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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力運用情形說明 

由語言教學中心主任督導兩校區「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的規劃與實施，

在充實外語自學軟體方面，王鵬順編審與蘇峰毅助教負責購置及維護線上外語自學軟體

平台、舉辦資源使用說明會、排解平台使用問題等。本案助理傅雅雯負責上傳《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大家說英語及空中英語教室每日線上即時影音教學課程。在學生

自學方案方面，兩校區分別由施雅俐編審及簡美麗組員負責執行，包含添購實體學習教

材、協助外語自學小組長籌組外語自學小組、辦理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各項事宜

以強化學生英文自學能力。 

 

（四） 經費運用情形說明 

經費類別  經費項目  說明 

人事費   

聘請專任助理一名負責教學卓越計畫相關業

務：建置《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每日線

上即時影音教學課程、辦理核銷業務、活動記

錄、彙整並上傳相關訊息至教育部獎勵大學教學卓

越計畫網、彙整報告等。  

演講費   邀請校外專家蒞臨演講。 

工讀費 
支應全學年籌辦外語自學小組、學習加油站與資源體

驗會等活動之工作人員臨時工資。 

印刷費 
印製外語自學小組長培訓資料、外語自學活動講義以

及外語自學手札。 

物品費 
購置可搭配正式課程學習的看電影學英文教材、國際

性英語檢定最新模擬試題教材和其他英文自學教材。

業務費 

離職儲金  專任助理之離職儲金。 

雜支   
用於購買舉辦外語自學活動所需之文具用品及電腦

耗材等。 

軟硬體設備費  雜項設備費 

購置線上英語學習資源，包含《SOSA 英語影音學

習資源網》大家說英語 VOD、空中英語教室 VOD各

10個月、彭蒙惠英語 AOD  當月線上影音互動教學

課程 13個月及《Live GEP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

之 GEPT中高級與高級各 25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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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年度計畫執行成果 

為使師生能順利熟悉學習平台內容及操作方式，充實外語自學軟體方面推出的配套措施

所呈現成果如下： 

1. 建置帳號密碼與班級管理對應表： 

(1) 全校教職員生帳號密碼建置：每學期加退選後 1週完成建置全校教職員生約

17,900人的帳號密碼，在扣除使用該平台教材與課程結合之人數為 6,042人，

自主學習者約 11,858人，期使本校其他非本中心課程之教職員生均能受惠。 

課程別  外語學習平台  搭配教材  參加班數  學生人數 

Live ABC 

Live GEPT 
線上英語能力 
測驗評量 

「英文（一）：語練」 
《SAMMI 

英語互動學習

資源網》 

CNN新聞英語 

73  2,876 

「英文（二）」 
每學期須至少練

習 2回全民英檢

中級模擬試題 
61  2,720 

「深耕英文 I」  7  283 

「深耕英文 II」 

6回全民英檢 
中級模擬試題 

4  107 

「實用英語學程」－

「英檢訓練」 

《Easy Test線上

英語能力測驗

評量》 

6回 New TOEIC 
模擬試題 

2  56 

總計  147  6,042 

 

(2) 班級管理對應表之建置：每學期加退選後 1週完成建置 147個班級的班級管理

對應表。 

以本校 100 年學生數約為 15,500人而言（數據來源：依據取得帳號資料筆數

平均計算），《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的使用人次非常高，顯見利用此

平台自學的學生為數眾多，而《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約每 5.2名中就

有一名使用此平台，《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亦是每 5.2名就有一

位使用此平台。 

英語學習平台名稱  學期間每月平均點閱人次 

《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1.2～1.5萬人次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3,000人次 

《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  3,000人次 

 

 ‐8‐



【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2. 資源使用說明會： 

語言教學中心舉辦資源使用說明會，幫助學習者了解運用線上英語學習平台增進

英文的方法。99學年第 2學期到 100學年第 1學期，總計舉辦 12場次線上資源

使用說明會，本校專任、專案及兼任老師參加人次達 42 人次，學生參加人次則達

86人次。 

《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說明會 

 

學生聆聽線上英語學習平台使用技巧 

 

王鵬順編審講解《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

評量》學習平台使用方式 

 

學生用心抄下筆記，以利用《Easy Test線上英語

能力測驗評量》增進英文 

 

使用者試做模擬考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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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說明會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說明會海報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使用方式講解

學員登入《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實機操作 講者講解如何使用《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

網》練習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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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輔助之協助服務： 

為儘速讓使用者熟悉外語學習平台內容及操作方式，於《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

測驗評量》網頁設置「FAQ 圖文解說」，輔以影片解說操作流程。輔助解說之內

容則依據使用者所遇到之狀況，隨時更新。 

《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之「FAQ 圖文解說」及「影片解說」 

「FAQ圖文解說」項目之路徑 

以影片解說的操作說明的路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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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英語學習平台與課程結合：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的《Live ABC》課程、《CNN新聞互動英語》及《Live GEP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題庫分別與「英文（一）：語練」中級班與高級班課程結合，

《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的 GEPT 單元則與「英文（二）」及「深耕英文 I」、

「深耕英文 II」課程結合；New TOEIC 部分則與「實用英語學程」的《英檢訓練》課程

結合，由教師配合教學運用。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與課程結合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的 GEPT中高級測驗與課程結合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的 GEPT中高級測驗與課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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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與課程結合 

《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的 GEPT中級與課程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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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促進學生自學英文，推動學生自學方案執行成果說明如下： 

1. 舉辦外語自學小組： 

(1) 語言教學中心為協助學習者培養自律學習外語的能力，每學期於二校區分別舉

辦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學期初招募外語自學小組長，培訓並輔導樂於服務學習

的菁英學生成立外語自學小組，由學生全權訂定學習主題及目標，運用外語自

學教材，規劃學習課程表，持續進行 9至 10 週之社群互助學習活動，展現積

極性的自主學習。第 18期與第 19期（99學年第二學期及 100學年第一學期）

二校區共成立 70組外語自學小組，其中英文 54組、日文 14組、德文 2組，

合計 395人（雙溪參加學生有 235 人，城中參加學生有 160人）。 

(2) 外語自學小組長培訓機制：99學年第二學期培訓重點為「帶領小組的絕招傳

承」，小組長們互相分享有效帶動學習者進行口語發表或討論的方法；100學

年第一學期的培訓則聚焦在「如何促進學習者主動參與」。二學期共計舉辦 26
場小組長培訓及經驗交流座談，並編印外語自學手札，記錄小組長與組員進行

合作學習的經驗，以提供新進小組長參考。 

(3) 參加外語自學小組的小組長及組員透過合作協商，各組於期末完成一自學成

品，展現自學者的語言能力。除此之外，本中心更鼓勵自學小組運用語言教學

中心 SALLIZ外語自學網路論壇，做為社群互動平台，鼓勵全體參與外語自學小

組活動的學生記錄學習歷程，分享學習心得，第 18期（99學年第二學期）外

語自學小組成員在 SALLIZ 外語自學網路論壇共發起 441 篇討論主題，699篇回

覆文章。第 19期（100學年第一學期）起，為增加即時的互動性，外語自學

小組改為運用 Facebook 作為學習社群的互動工具，內容瀏覽次數高達 29,157
次，對於提升小組的凝聚力應有正向效益。 

(4) 每學期第 17週為外語自學小組成果互評週（Peer Review Week），第 18期至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成果互評會分別在 100 年 6月 13 日至 17日、101年 1 月 2
日至 6日舉行。小組長依據各組的自學計畫書、小組自學成品、學習內容與進

度、組員心得回饋以及該組提出的解說簡報（debriefing）進行觀摩，並給予質

性回饋。藉由互評，不僅培養批判性思考的能力，同時也讓小組長深度觀察其

他組的自學創意，作為下一期領導自學小組的參考。 

(5) 本中心自籌獎品，以實質鼓勵認真持續投入外語自學小組活動的學生。100年

6月 27日舉行「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成果發表會」，會中除頒發服務優良外

語自學小組長以及全勤組員獎品獎狀，並邀請時代國際英日語中心專業英語講

師許家珍蒞臨演講，講題為「最生活道地的英文，從電影英文開始」。許老師

旅居國外多年，發音純正，由她來分享如何用電影學習課本以外的英文，學生

反應相當熱烈。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成果互評會後，運用校內經費選購《New 
TOEIC 聽力解題拿分應考對策》，以獎勵領導成效良好之小組長；全勤組員獎則

由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贊助空中英語教室與彭蒙惠英語雜誌，以鼓勵學生寒假

自學不間斷。第 18期及第 19期參加外語自學小組活動達成全勤者共有 253
人，全勤率達 64%。 

(6) 依據 100年 6月所進行之外語自學小組問卷調查，參加學生反應非常良好，88%
的組員基於個人語言學習上的需要，主動參加自學小組；同時也有 95%的組員

偏好社群學習的方式，而來參加小組。此外，在參加外語自學小組的成員中，

有 61%的學生過去並非經常使用外語自學室，顯見舉辦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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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程度提升學生參與並接觸外語自學室的環境與資源。受訪者中，96%的人一

致認為在外語自學小組可以經常得到練習的機會；94%的組員認為透過外語自

學小組可以養成自律學習的習慣；參加自學小組之後，開始會在課餘進行自學

的學生亦有 95%；96%的人都感受到參加自學小組之後，在外語方面有進步。

在質性績效上，許多學生表示因為要準備每週的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大量增加

了閱讀及口說的機會，同時培養出固定練習聽力或寫作的習慣。組員之間互相

分享語言學習的經驗，亦促使學生提升主動學習的態度。 

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回饋問卷結果： 

  96% 94% 96% 9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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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藉由舉辦外語自學小組活動，運用社群合作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的優

勢，間接推廣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室資源的廣泛運用，總計 100 年 1月 1日

至 12月 31 日，二校區外語自學室的教材借閱高達 24,062人次（雙溪 18,448
人次，城中 5,614人次）。 

雙溪校區辦理情形 

外語自學小組進行口語報告及合作學習的情形 

C‐1  參加外語自學小組，我經常得到練習的機會。 

C‐5  外語自學小組協助我養成自律學習的習慣。 

C‐11  我覺得小組長提供的學習經驗或建議對我有幫助。 

C‐12  參加外語自學小組之後，我開始利用外語自學室之資源。 

C‐13參加外語自學小組之後，我開始在課餘進行外語自學。 

滿意度百分比  96% 94% 96% 90%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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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校區辦理情形 

期末頒發服務優良小組長以及全勤組員獎狀獎品 

 

邀請時代國際英日語中心許家珍老師演講「最生活道地的英文，從電影英文開始」，

學生反應熱烈。 

 

100 年度外語自學小組一覽表 

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 

組別 

每週 

聚會時間 

及地點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生活化英語 

Let’s Play 
Together! 

 

（初級） 

星期一 

12:20 

∣ 

13:20 

 

盧姵臻 

工二 A 

(1) 透過 Friends英文影集，進而增

進組員們英文聽力的提升，從中

熟悉國外日常生活用語及互動。

(2) 「生活化英文資源」分享的活

動，能鼓勵組員多到外語自學室

尋找資源。 

(1)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英文自學小組長。

(3) 98中文之夜服務員、98中文之夜行政

組公關、98中文系系羽成員。 

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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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度外語自學小組一覽表 

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 

每週 

組別  聚會時間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及地點 

G302  (3) 課堂上「角色扮演」說英文的活

動，能鼓勵組員開口說英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biz  互動英語雜誌（職場英語）、ALL+
互動英語雜誌（中高級）、Live  互動

英語雜誌（中級）、大家說英語（初

級）、常春藤生活英語（初級‐中
級）。 

看外語自學室主打的 Friends影集學英文、

互動雜誌。 

生活英語 

帶著走 

 

（初~中級） 

星期一 

12:10 

∣ 

13:20 

 

G402 

張玟婷 

中三 B 

結合多元議題，希望能為不敢開

口，卻想增進口說能力的人營造輕

鬆有趣的學習環境，勇於跨出口說

英語的第一步，盡自己所能說英

文！ 

(1) 聽：藉由聆聽他人的分享、電影

或音樂等方式練習聽力，也學習

外國人的發音與腔調，並試著了

解內容概要。 

(2) 說：根據每週主題的不同，輪流

由組員準備內容並帶領小組，進

行問題討論與主題分享。 

(3) 讀：與主題相關的補充資料分

享，並練習文章摘要技巧。 

(4)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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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或心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EZ TALK、LiveABC、BIZ雜誌、空

中英語雜誌與 All+雜誌。 

(2) 商用英語、旅遊英語教材。 

(3) Friends影集與手冊。 

(4) 電影講義。 

(5) CNN英語學習網、LiveABC英語

學習資源網。 

(1) 曾參與語言教學中心第 14期外語自學

小組。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英語 Fun
輕鬆  繞地球溜英語」自學小組長。 

(3) 現為中日文雙修並修習實用英語學程。

 

學習興趣： 

(1) 目前正在充實與學習英、日、法等語言

能力。 

(2) 以英語口說、小說報章雜誌之閱讀與

BBC新聞聽力訓練來增進英文能力。 

(3) 文字寫作與編輯。 

中高級過關 

 

（歡迎想考

全民英檢中

高級者參加） 

星期二 

10:10 

∣ 

12.00 

 

G302 

郭立歆 

英二 A 

(1) 針對中高級的初試（閱讀與聽

力）作密集的準備與練習。 

(2) 除了做模擬考題之外，加入「單

字聽寫」，增加字彙量。 

(3) 輔以英文雜誌吸收時事新知。

(4) 目標：加強閱讀與聽力、中高級

初試通過。 

(1)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 

(2) 多益 785分。 

(3)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6‐17期英語自

學小組長，領導「GO！英文趣！」及「愛

上閱讀」自學小組。 

學習興趣： 
英語歌曲、影集、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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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外語自學小組一覽表 

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 

每週 

組別  聚會時間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及地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中高級初試英檢教材、英文雜誌、

有聲書。 

挑戰 TOEIC 

 

TOEIC 
Challenge 

 

（中級） 

星期二 

12:20 

∣ 

13:20 

 

G201 

許菀恬 

中二 C 

(1) 注重聽力跟閱讀。 

(2) 聽力訓練：TOEIC  題庫、BIZ雜
誌互動光碟。 

(3) 閱讀訓練: TOEIC  題庫、BIZ 雜誌

文章重點整理。 

(4) 增加字彙量，將 TOEIC高頻率單

字整理出來，建立基礎。 

(5) 每週每位組員都要將學習跟練

習到的重點放上 SALLIZ，大家一

起進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TOEIC  題庫、BIZ雜誌及互動光碟。

(1)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Learning 
English with POP music」自學小組長。

(2) 全民英檢初級及中級初試通過。 

(3) 美國西雅圖短期交換學生。 

(4) 98中文之夜服務員、99中文之夜行政

長、99中文迎新宿營服務員。 

學習興趣： 
喜歡運用生活時事學習英文，愛看電影跟聽

英文歌來增加學習的趣味。 

「有聲書」中

自有「英文

法」 

English 
Grammar in 
Readers 

 

（初級） 

星期三 

12:30 

∣ 

13:20 

 

G203 

陳之芃 

英三 B 

(1) 學習基本文法概念（時態、條件

句、介系詞等）並記錄佳句，做

為寫作參考。 

(2) 討論問題，簡要說明自己的看

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語有聲書 Level 1 & 2。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 

(2) 多益 895分。 

學習興趣： 
閱讀英文有聲書，學習單字；聽寫並複述文

章，練習聽力和發音。   

英舞俱樂部 

Dance with 
English 

 

（中級以上） 

星期三 

13:30 

∣ 

14:30 

 

G201 

王虹又 

英二 C 

(1) 注重英文能力讀、寫、說。 

(2) 組員每週計時 3分鐘速寫一篇

短文，再上台發表分享不同時事

新知，養成讀英語文章的持續

性。 

(3) 現學現賣，AB對錯擂台：每週

聚會，講解完單字、文章佳句

後，出 10道題目，選 A對或 B
對。答錯者須跳 20秒舞蹈，舞

畢，以紅筆記錄答錯的單字，藉

此加深印象，從此過「舞」不忘！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Time、Advanced、Discovery、Reader’s 
Digest、Studio Classroom、EZ Talk、
CNN等英語雜誌資源。 

(1) GEPT中高級初試通過。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頂尖國際

記者培訓公司」英語自學小組長。 

(3) 擔任 99學年度國際事務志工，接待外

國交換學生。 

(4) 擔任 98學年柚芳樓 GEPT中級英檢輔導

小老師。 

(5) 曾任 2010年超級馬拉松英語賽事播報

員。 

(6) 兼職美語補習班作文閱卷輔導老師。 

(7) 2010校內英語朗讀比賽第一名、富蘭克

林英語競賽第三名。 

學習興趣： 
商用英文、美食英文、西洋電影賞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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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外語自學小組一覽表 

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 

每週 

組別  聚會時間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及地點 

 

說說唱唱

Have Fun! 

 

（中級） 

星期三 

13:30 

∣ 

14:30 

 

G203 

潘若甄 

英二 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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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加實用英語字彙量。 

(3) 藉由聽英語故事和電影的情節

增強多元化的聽力練習。 

(4) 用貼近生活的英文歌曲，讓學習

變得有趣且活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CNN互動英語、常春藤解析英語、

英語有聲書、英文電影 DVD。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Learn to 
Love English」自學小組長。 

(3) 參加過富蘭克林線上英文比賽第三名。

學習興趣： 
欣賞外國影集和電影以及閱讀英文雜誌。

英語 

FUN肆玩 

 

（初級） 

星期五 

12:20 

∣ 

13:20 

 

G202 

杜依樺 

德文一 

(1) 藉由英文歌訓練聽力，也由歌詞

學到許多單字片語。 

(2) 電影：搭配電影講義，從娛樂中

學習。 

(3) 每次節選 1‐2篇文章，增進英語

能力。 

(4) 看影集放鬆心情，也從中學會不

少道地口語及用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文電影、英文影集、英文雜誌（Ex: 
CNN、Advanced）。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2) 曾擔任國際研討會志工，負責接待外國

貴賓、城市導覽。 

學習興趣： 
聽西洋樂、看影集、閱讀英文雜誌。 

全民開講 

Speak It Up! 

 

（中級以上） 

星期五 

13:30 

∣ 

14:30 

 

G202 

白曦源 

英三 A 

(1) 讓同學訓練演講，大膽說英文

（雖然是演講，可是重點是希望

同學在公眾場合裡說英文，而非

正式的演講）。 

(2) 讓同學了解演講不同的技巧。

(3) 著重說話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語雜誌、有聲書。 

(1) 多益  885分。 

(2) IELTS 7.0 分。 

(3) 曾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3期「練好聽說能力 IELTS No 
Problem!」以及「征服多益」自學小組。

(4) 雙溪外語自學室「FUN影集學英文」主

講人。 

(5) 曾擔任中學英文助教。 

(6) 國高中就讀英文學校。 

學習興趣： 
喜歡看英語電影，從中學習當地用語；喜歡

練習英語的繞口令。 

變身背包客 

 

（限願意開

星期五 

15:30 

∣ 

謝淑芬 

日四 B 

 

(1) 組員輪流報告主題旅遊（如：名

人的故鄉、童話之旅、酒鄉、歷

史巡禮等），採邊發表邊討論方

式，每人必須在發表時間內問

謝淑芬 

(1) 日檢 1級通過。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玩英文，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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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外語自學小組一覽表 

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 

每週 

組別  聚會時間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及地點 

口說英文者

參加） 
17:20 

 

G203 

彭卉薇 

中三 A 

1‐2個問題。題材不限，以不重

複為原則，發表者須事先準備單

字表。 

(2) TED 網站內的演講：講者需預先

準備單字表及討論議題，活動進

行時組員輪流發表意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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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

聚會上學到的單字。 

(4) 隔週（不需複習單字時）選擇一

篇雜誌文章（盡量與旅遊相關）

討論。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文期刊（空英、ALL+系列等）。 

「日語大聲說」、「聽了就知道」以及「止

まらないおしゃべり」外語自學小組長。

(3) 曾擔任「認識外語自學室 ALL PASS沒問

題」活動主講人。 

學習興趣： 
看電影、影集練習聽力，上國外網站閱讀電

影的英、日文相關資料。 

 

彭卉薇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中高級初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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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長，

領導「玩英文，聊英文」、「夢遊英語仙

境」、「你好英檢」等自學小組。 

(4)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看電影學英文」、

「悅讀英文－有聲書體驗會」活動主講

人。 

學習興趣： 
喜愛用活潑的方式學習語言，對英語有很高

的熱誠。 

一緒に楽し

くしゃべる

よ～！ 

 

（歡迎學日

文 1‐2年者參

加） 

星期一 

12:30 

∣ 

13:20 

 

G306 

詹美霙 

日三 B 

希望可以對日常生活比較常用的句

子，設定主題，大家一同來練習日

文對話，一同聊天，就算文法講錯

也沒關係，希望可以建立講日文的

膽量與信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地球村日語雜誌。 

(1) 日檢 2級通過。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5至 17期日語

自學小組長，領導「歌曲、日劇學日文」、

「よし！日本語大丈夫！」及「挑戰二

級檢定！GO！」自學小組。 

學習興趣： 
平常會利用日劇或電影來學習日語，喜歡接

觸日本文化，也很喜歡聽好聽的日文歌曲。

ようこそ！

日本！ 

 

日語旅遊生

活會話 

 

（看得懂 50
音的初學者

皆可） 

星期一 

12:20 

∣ 

13:20 

 

G301 

張譯心 

日四 A 

藉由每週不同的情境設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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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會透過文

章、影片的分享，增加組員們學習

課堂上以外的單字及活用所學的機

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跟我學日語、地球村日語雜誌、日

文影片。 

(1) 日檢 2級通過。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日檢 N1
大丈夫」自學小組。 

(3) 日本中央大學交流生接待員、日本藤枝

東高校接待員。 

學習興趣： 
以日劇、電影、歌曲等增加接觸日文機會。

日文 

從零開始學 

あいうえお

星期二 

12:10 

∣ 

蘇婉婷 

日四 B 

非本科系的同學也可以學日文，入

門後再自學會更簡單！ 

 

(1) 日檢 1級通過。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組長，

領導第 13期「輕鬆學日本文化」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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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外語自學小組一覽表 

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 

每週 

組別  聚會時間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及地點 

から学ぼ

う！ 

 

（歡迎從未

學習過日文

者參加） 

13:15 

 

G204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書籍、日文影片。 

第 14期、第 16期「看日劇學日文」及

第 17期「日語聽力很簡單」自學小組。

(3)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本交換留學

經驗談」、「加強日語聽力小撇步」以及

「日檢練功房」活動主講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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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6) 大三上去日本拓植大學交換學生一學

期。 

(7) 日文系 97年迎新宿營的小隊輔。 

學習興趣： 
看日劇，聽日文歌，看日文小說，用日文聊

天。 

日系娛樂 

出版社 

 

（初~中級） 

星期三 

12:30 

∣ 

13:30 

 

G201 

周佳蓉 

日二 B 

藉由閱讀雜誌、日本童話或看日本

卡通影片來製作學習單，可以學習

及複習日文單字、文法、常用句型

等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日文卡通影片、日文雜誌。 

(1) 曾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6期「閱讀與分享 Reading And 
Sharing」英語自學小組及第 17期「聽

聽日語說什麼」日語自學小組。 

(2) 日檢 4級通過，目前開始準備日檢 2級。

(3) 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學習興趣： 
藉由日文歌曲、日文影片、日文雜誌學習日

文單字、語法等等；對英文學習也相當有興

趣，會看英文雜誌、英文影集、電影等等學

習英文。   

文法專攻班 

 

（參加者需

有學習過日

文動詞變化） 

星期五 

12:20 

∣ 

13:20 

 

G402 

陳伊君 

日二 B 

專攻日檢 3級文法，適時加入日檢

2級文法概念，主要針對初級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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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更穩固。隨著聚會的增加，每

次所做的文法練習將會裝訂成您自

己的文法專攻書。聚會後，每週組

員們得上傳一句自己最喜愛的佳句

到 SALLIZ上與大家分享。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文型字典、完全掌握 N3文法對策、

日本語ビデオ。 

(1) GEPT中級初試通過。 

(2)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人人都能

開口說日語」自學小組長。 

(3) 參加東吳全校性日文朗讀比賽。 

(4) 曾擔任日文系迎新宿營服務員及日文系

學會成員。 

學習興趣： 
喜歡用跟讀的方式練習日文，同時增進聽力

與口說能力。平實強迫自己讀日文版的雜誌

或網站以及看日劇，藉此學習課堂上學不到

的日文。平常多利用學校資源，例如外語自

學室及圖書館。   

一級棒 

 

（適合 N2‐N3
級） 

星期二 

15:30 

∣ 

17:20 

藍于雯 

中延 C 

(1) 以通過新日本語能力試驗 1級

為目標，每週針對不同的考試題

型，包含聽解、讀解、文型等為

主，寫 1級模擬試驗並檢討，針

對自己的弱點再加強練習。 

(1) 日本語能力試驗新 2級通過。 

(2) 積極參與英、日語自學小組活動。 

學習興趣： 
日本音樂、電影、日劇、英美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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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外語自學小組一覽表 

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 

每週 

組別  聚會時間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及地點 

 

G202 

(2) 每週大家準備不同主題（如旅

遊、ドラマ、偶像等），搜尋自

己有興趣的文章，然後介紹發

表，而大家也有回饋提問的機

會，藉此增強日文口說及廣泛閱

讀的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新 1級模擬試題、新 1級重點整理、

日文期刊雜誌、日文 DVD。 

德語 

趣味翻譯 

 

（B1以上程

度，喜愛翻譯

者） 

星期四 

12:20 

∣ 

13:20 

 

G202 

周宇情 

德文四 

翻譯可以用來檢視語言所學習的成

果，本組以一學期之後可以翻譯各

種不同的文章類型，達到能夠透徹

解析德語，並且轉換成為中文的能

力為目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德文影集、德文電影、德語歌曲。

(1)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4至 17期德語

自學小組長，領導「德檢沒問題」、「開

口說德文」、「大家說德語」以及「樂在

德語」自學小組。 

(2)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愛上外語自學

室：我的德語學習之路」以及「德檢練

功房」活動主講人。 

(3) 曾擔任本校德文系德語推廣活動的服務

員，並參加華語志工，輔導德籍交換生

中文。 

學習興趣： 
最愛看德國影集 Berlin Berlin，目前也努力

加強英日文。 

 

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組別 

每週 

聚會時間 

及地點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相似字彙比

一比 

 

（中級） 

星期二

13:30 

∣ 

15:20 

 

5314 

胡慈憶 

法二 C 

(1) 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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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透過情境對話、影集、電影欣

賞、雜誌學習不同情況的單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情境對話書籍、字彙書籍、電影、

影集、有聲書、各類英文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大

閱進」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學習興趣： 
喜歡閱讀英文文章、有聲書、聽特定歌手的

英文歌曲。 

英語字彙王 

 

星期五 

13:30 

陳函靖 

企四 C 
很多人文章讀不通順，其實就是因

為懂的字彙太少，所以本次小組就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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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中級）  ∣ 

15:20 

 

5312 

以「增加字彙量」為學習重點。 

     

學習方式： 

(1) 閱讀每週文章語字彙。 

(2) 跟讀文章、單字，以訓練口說與

聽力能力。 

(3) 歡樂遊戲加深學習效果。 

(4) 透過網路平台每週主題與心得

分享，讓英文更貼近生活。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語互動雜誌、影集等。 

(2) 曾擔任第 15期外語自學小組「生活英

語工作室」小組長、曾擔任第 16期外

語自學小組「英語故事書」小組長；曾

擔任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Hello! 
English!」小組長。 

(3) 通過 GEPT中級及 TOEIC英文檢定。 

(4) 參加過 Vancouver 及 Portland 遊學。 

(5) 曾到日本、新加坡、馬來西亞自助旅行。

(6) 曾參加中國浙江大學、山東大學之兩岸

大學交流活動。 

學習興趣：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所以我學習語言的主旨

就是能夠順暢的表達、接收、理解並做適當

的回應，不管是在日常生活中或是正式場

合，語言都是和別人搭起橋樑最重要的工具

喔！ 

新聞閱讀 

GO GO GO 

 

（程度不限） 

星期四 

08:30 

∣ 

10:00 

 

5412 

楊譆爖 

會四 C 

藉由閱讀新聞瞭解世界時事，不再

僅限於國內報導，從多方角度看世

界。從新聞型雜誌著手，聽說讀寫，

一步一步建立閱讀新聞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EZ TALK、CNN雜誌、常春藤雜誌、

其他新聞學習叢書。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擔任第 13‐17  期外語自學小組長。 

(3) 參加過國樂社、合氣道、系學會社團活

動、花博志工。 

(4) 林語堂故居英語導覽員培訓。 

學習興趣： 
喜歡學習語言，歡迎對時事有興趣的同學一

起來學習！ 

TOEIC 

題目練習 

密集營 

 

（程度不限） 

星期一

15:30 

∣ 

17:20 

 

5311 

李瑩貞 

會二 C 

(1) 多益聽力練習。 

(2) 多益閱讀練習。 

(3) 大量背單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多益相關考試用書、影集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歡樂英

語學習園」小組長、曾擔任第 17期外語

自學小組「英文小天地」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初級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 
看有聲書、影集。 

單字蜂 II 

 

Vocabulary 
Bee II 

 

（初－中級） 

星期三

13:30 

∣ 

15:20 

 

5411 

蔡欣淳 

財精四 C 

(1) 背多益單字。 

(2) 訓練聽力。 

(3) 分享心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六人行、海底總動員等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5、16、17期外語自學小組 
「開心英文農場」、「歡唱歌曲學英文」、

「單字蜂Vocabulary Bee」小組長。 

(3) 美國遊學 2個月。 

學習興趣： 
英文聽力訓練 

英文大雜會  星期二  劉郁玨  (1) 以英文會話為主軸，利用情境模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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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初級以上） 

15:30 

∣ 

17:20 

 

5317 

法三 B  擬練習會話。 

(2) 並穿插閱讀文章、英文歌曲等豐

富小組內容。 

(3) 透過遊戲方式，使英文更融入生

活。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ALL+雜誌、這句英文怎麼說、主題

式英文會話保證班、常春藤雜誌。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閱』來

越厲害」小組長、曾擔任第 16期外語

自學小組「口說英語教室」小組長、曾

擔任第 15期外語自學小組「搶救你的

菜英文」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 
觀看美國影集、學習西洋歌曲、收聽 BBC。

讀進多益 

The Reading 
of TOEIC 

 

（中級） 

星期五 
15:30 

∣ 

17:20 

 

5412 

涂頴君 

法三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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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每週至少閱讀ㄧ篇長篇文章。

(3) 每週提供單字表，以及練習和測

驗。 

(4) 利用文法與片語練習語感與造

句。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TOEIC閱讀參考書籍、Advanced、常

春藤解析英語雜誌、CNN相關雜

誌、書籍。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5、16、17期外語自學小組

「英文 in起來」、「英文讀寫升級版」及

「即興英對話」小組長。 

(3) 有雄心壯志想拿多益金色證書。 

學習興趣： 
閱讀書籍和聽西洋音樂，另外希望能有一天

跟老外「談天說地」。 

英文不再囧

很大 

NO MORE 
SCARE 
ENGLISH 

 

（初－中級） 

星期一

17:30 

∣ 

18:20 

 

5412 

吳怡萱 

會三 A 

(1) 聽、說、讀、寫各方面均衡補充。

(2) 單字量補充，並且熟記以往忘記

的單字。 

(3) 基本文法能力加強。 

(4) 以分組方式練習英語會話能力。

(5) 利用「六人行」歡樂看影集並練

習聽力及學習其中對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文法與練習、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

文課本、捷進英檢字彙、EZ talk、LIVE
互動英語。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參加過第 15期自學小組「跨『閱』多

益－『讀』門秘笈！」、第 16期自學小

組「英文電影欣賞」、第  17  期外語自學

小組「對話不NG」小組長。 

學習興趣： 
喜歡從各個方面學習語言，並且在生活週遭

找到語言！ 

主題英語 

輕鬆說 

Elite chatting 
classroom 

 

（程度不限） 

星期三 

13:30 

∣ 

15:20 

 

5311 

陳鈺潔 

企三 D 

(1) 每週選出一主題，讓組員自發搜

尋相關素材，文章、新聞或雜誌

內容皆可。先發表心得再一起討

論，營造放鬆說英文的環境。

(2) 利用彼此的對話改善發音，互相

精進會話能力。 

(3) 每週選出五個單字自行造句，發

表給其他組員聽。 

(4) 小組會有兩次聽力練習，會話之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情境英

文，英文請進」組員。 

(3)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TOEIC聽力 490
分。 

(4) 現任國際合作組接待志工。 

(5) 東吳大學整體造型社第 2、3屆社長。

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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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餘練習自己的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ALL+、空英、Penguin Active 
Reading、全民英檢聽力與口說教材。

喜歡邊讀邊說以及和人對話，閒暇之餘也愛

看英文小說。接觸各種不同的語言和說話方

式是我的興趣喔！ 

文法搜查線 

 

（初－中級） 

星期三 

15:30 

∣ 

17:20 

 

5317 

李慈玲 

企三 C 

喚回遺忘已久的文法記憶，逐步紮

實操練，確定熟練文法運用後，在

口說上也會更具信心，利用閱讀文

章來練習文法並增進英文學習能力

和趣味！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任何的文法書、雜誌及影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6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語故

事書」小組員、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自

學小組「新聞一點通」小組長。 

學習興趣： 
看影集學英文 

多才「多益」 

 

（中級） 

星期四 

10:10 

∣ 

12:00 

 

5317 

劉禹彤 

法二 A 

(1) 提供多益模擬試題，熟悉考試題

型。 

(2) 輪流當小組長帶領大家的方

式，訓練組員以英語上台呈現時

的台風與膽量，組員也可以藉此

帶領大家用不同的方式做外語

學習。 

(3) 每週有 1‐2篇的閱讀文章，來源

不限，藉以吸收各種領域的新

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多益系列叢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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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 

(3) 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組「搶救

TOEIC大作戰」小組長。 

(4) 曾擔任 2007‐2009「博大尼美國學校英

語夏令營」外籍教師個人教學助理。 

(5) 現擔任英語家教。 

學習興趣： 
透過閱讀及口說的方式以增加語感，進而培

養多益檢定的能力，會以每週輪流擔任組長

帶領大家學習的方式，讓各位組員累積上台

的經驗與台風。 

英語 

閱來閱動聽 

 

（程度不限） 

星期三 

12:15 

∣ 

13:15 

 

5312 

丁蓉萱 

會二 C 

(1) 藉由大量練習 TOEIC閱讀測驗

提高閱讀能力。 

(2) 藉由看影集培養英文聽力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文雜誌、閱讀測驗習題、有聲書。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英語小天

地」組員。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文檢定。 

(4) 參加過基層文化服務團。 

學習興趣： 
看雜誌、看影片、聽英文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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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東吳街 

英語 2.0 

Advanced 
Soochow 
Street 

 

（全民英檢

中級以上） 

星期三 

13:30 

∣ 

15:20 

 

5314 

張吉華 

經三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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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增進對英文文章或新聞作簡短

重點概要的能力。 

(4) 預計以八大主題來進行 ex.時
尚、科技、音樂、運動、食物等。

(5) 利用 SALLIZ平台作為小組學習

的重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雜誌、影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組「東吳街

英語」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多益（聽力滿分）、托福

英文檢定。 

(4) 為 2011 ISU四大洲花式溜冰錦標賽志

工。 

(5) 曾經到英國遊學。 

學習興趣： 
看外國影集、外國節目來訓練英文聽力。

多聽多益 

Improve the 
skills of 
listening. 

 

（程度不限） 

星期四 

10:10 

∣ 

12:00 

5411 

吳宜樺 

會三 C 

(1) 主要藉由訓練英文聽力來增進

英文能力。 

(2) 針對 TOEIC聽力考試，找尋相關

主題的影片、文章讓大家學習。

(3) 藉由看影片熟悉英文字彙、文

法、以及句子的起承轉合。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文教材，英文影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大

閱進」組員。 

(3) 通過中級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 
利用電影及影集學習語言，讓娛樂與學習融

合。 

樂在英閱祭 

 

（初‐中級） 

星期二 
10:10 

| 

12:00 

5317 

胡欣羽 

企二 D 

(1) 藉由看世界文學、唸文章增進閱

讀及字彙能力。 

(2) 藉由「六人行」影集練習聽力，

搭配學習手冊學習。 

(3) 以多益聽力書籍、歌詞填空等來

加強聽力訓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六人行影集、我的英語閱讀花園、

新多益精選試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外語自學小組第 17期「英語小天

地」組員。 

學習興趣： 
看電影、影集、閱讀小說。 

職場 

「秀」英文 

BUSINESS & 
TOEIC 

ENGLISH 

 

（中級） 

星期三 
13:30 

| 

15:20 

 

5317 

李敏慈 

貿二 A 

(1) 藉由外語自學室所提供的教

材，練習多益考題，由組員先行

至外語自學室完成聽力及閱讀

測驗，於小組聚會時間互相檢

討。 

(2) 分配大家都有上台的機會當小

組聚會的主持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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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N雜誌  & BIZ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搶救

TOEIC大作戰」組員。 

(3) 曾擔任台北市政府 2010年台北燈節英

語服務台志工。 

學習興趣： 
看電影及英語影集、閱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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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TOEIC教材、BIZ雜誌、CNN雜誌。

聽看電影 

說英文 

星期一 
08:30 

∣ 

10:00 

 

5317 

李方琪 

法四 B 

(1) 從看電影當中練習聽力、累積字

彙量和寫作練習，並練習自己摘

要後，用英文口說出來，藉以同

時練習聽說讀寫技巧。 

(2) 增加學習英文的興趣，藉此激勵

同學一同向學，增進不同學系間

同學感情。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外語影集、看電影學英文等多項雜

誌。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 

(2) 參加過熱舞社。 

(3) 曾經街頭訪問外國人。 

(4) 大學英文學測滿級分。 

學習興趣： 
喜歡從電影當中學習英文口語表達、練習聽

力和增加英文字彙，擅長從克漏字和閱讀測

驗增加外語應考能力。 

生活日本語 

 

（初級，有日

文一基礎） 

星期五

08:30 

| 

10:00 

5311 

高宇葳 

企三 D 

(1) 透過日語學習教材、雜誌一起練

習日語生活會話。 

(2) 利用音樂和影片訓練日語聽力。

(3) 每週從日本時事、主題單字增加

字彙。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日語相關學習書籍、日語期刊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閱來越厲

害」組員。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N3 日文檢定。

學習興趣： 
喜歡透過影集、音樂學習語言和瞭解文化。

元気な 

日本語 

 

（初級，完全

未接觸日文

者。） 

星期三 
15:30 

| 

17:20 

 

5313 

胡菘湶 

企延 B 

(1) 日文五十音教學。 

(2) 初級文法、會話教學。 

(3) 日文歌曲欣賞。 

(4) 日文影片欣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大家的日本語（初級）、日語假名發

音入門、日語初級課程、跟我學日

語（雜誌）、新日檢 N5模擬試題大

全。 

(1) 曾擔任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  歡樂學

日語  」小組長、曾參加第 16期外語自

學小組「歡樂學日語」、曾參加第 16期

外語自學小組「口說英語教室」、曾參加

第 16期外語自學小組「歡樂英語學習

園」、曾參加第 15期外語自學小組「ぺ

らぺら日本語」。 

(2) 通過三級日文檢定。 

學習興趣： 
語言學習（英文、日文、韓文）。 

実用生活 

日本語 

 

（具中級日

本語實力） 

星期五 
15:30 

| 

17:20 

 

5312 

胡菘湶 

企延 B 

(1) 進階日文文章閱讀。 

(2) 進階日語會話練習。 

(3) 日文聽力練習。 

(4) 日文歌曲欣賞。 

(5) 單字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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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今昔物語、新日檢 N2
模擬試題大全、新日檢 N2言語知

識（文字、語彙、文法）全攻略。

(1) 曾擔任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  歡樂學

日語  」小組長、曾參加第 16期外語自

學小組「歡樂學日語」、曾參加第 16期

外語自學小組「口說英語教室」、曾參加

第 16期外語自學小組「歡樂英語學習

園」、曾參加第 15期外語自學小組「ぺ

らぺら日本語」。 

(2) 通過三級日文檢定。 

學習興趣： 
語言學習（英文、日文、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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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校區） 

組別 

每週 

聚會時間 

及地點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超級比一筆 

Note‐taking 
Strategy 

星期一 

13:30 

∣ 

14:30 

 

G202 

白曦源 

英四 A 

先訓練英語聽力能力，如何有效抓

重點 （如：Important markers、Key 
words），再訓練如何把重點有系統

地寫在筆記上，訓練如何條列式寫

筆記。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語雜誌、有聲書。 

(1) 多益 885分。 

(2) IELTS 7.0 分。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3期「練好聽說能力 IELTS No 
Problem!」、第 17期「征服多益」以及

第 18期「全民開講」自學小組。 

(4)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5) 雙溪外語自學室「FUN影集學英文」、「多

益練功房」以及 2011年暑期「多益＆

雅思免費體驗營」主講人。 

(6) 擔任 100學年第 1哩新生定向外語自學

室導覽解說員。 

(7) 曾擔任中學英文助教。 

(8) 國高中就讀英文學校。 

學習興趣： 
喜歡看英語電影，從中學習當地用語；喜歡

練習英語的繞口令。 

瘋狂電影 

俱樂部 

Crazy Movie 
Club 

 

（中級以上） 

星期一 

13:30 

∣ 

15:20 

 

G402 

張玟婷 

中四 B 

(1) 提供英語口說的環境：透過電影

觀賞，試著以英文表達電影相關

背景知識，並著重於對白的學習

與演練。 

(2) 發展自我學習策略：藉由同儕之

間的經驗交流共同成長，一同學

習如何面對學習語言上的困難。

(3) 培養毅力與自主學習：除了參與

小組時間內的活動外，也能養成

自學語言的精神，以及外語自學

資源的運用。 

(4) 學習如何摘要電影重點：藉由英

語學習策略的分享，實際演練如

何有效掌握對話者的會話重點。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線上資源：SAMMI英語學習互

動網站。 

(2) 雜誌：EASY TALK、彭蒙惠雜誌、

空中英語教室、Live ABC、電影

講義。 

(3) 自學室教材：DVD與隨附之電影

學習光碟、電影講義、Friends
影集 Vol.2等。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7期「英語 Fun輕鬆－繞地球溜

英語」以及第 18期「生活英語帶著走」

自學小組。 

(2) 擔任 100學年第 1哩新生定向外語自學

室導覽解說員。 

(3) 中、日文雙修並修習「實用英語學程」。

(4) 擔任中文系系刊墨瀾與文穗總編輯。 

學習興趣： 

(1) 目前學習英、日等語言。 

(2) 在日常生活中，以聽音樂、英語口說、

小說報章雜誌之閱讀、電影影集觀賞與

BBC新聞聽力訓練來增進英文能力。 

(3) 文字寫作與編輯。 

(4) 接觸文學、藝術、創意設計與文化創意

等學習資訊，並定期參與課程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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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您說啥？ 

What did you 
say? 

 

（中級以上） 

星期二 

12:10 

∣ 

13.10 

 

G302 

郭立歆 

英三 A 

您是否有以下這種經驗？聽了一長

串英文甚麼也不懂，一看到文字敘

述卻又恍然大悟－「喔～原來是這

個單字啊！」   

本組的主要學習重點就是要幫助大

家克服這個難題，增加對於英文（聽

力為主）的熟悉度以及知識背景的

累積。透過每週主題式的分享，從

檢定試題到網路短片，兼具實用性

與娛樂性！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TOEIC試題本、各類雜誌、有聲書

等。 

(1) 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 

(2) 多益 785分。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6期「GO！英文趣！」、第 17期

「愛上閱讀」以及第 18期「中高級過

關」自學小組。 

(4)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5) 參加 2011美國暑期打工計畫。 

學習興趣： 
英語歌曲、影集、雜誌，閱讀原文書籍。

寫作與口說 

黃金積分賽 

Final 
Competition 
of Writing and 

Speaking 

 

（中級） 

星期二 

15:30 

∣ 

16:30 

 

G202 

王虹又 

英三 C 

(1) 學習英文不只是閱讀，還要會

寫、會說。 

(2) 自己造句來活用雜誌的單字與

片語（CNN、Studio Classroom、

Advanced 等）。 

(3) 從全民英檢或新多益的口說測

驗抓題上台 give a speech，有助

於準備檢定考。 

(4) 造句會批改給分（50%）；口說

練習也由組員輪流打分數，並寫

下評語（50%）。看看你能拿幾

分或進步多少分喔！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Advanced、Studio Classroom、EZ 
Talk  、CNN  等英語雜誌資源；New 
TOEIC  口說測驗題本。   

(1) GEPT中高級初試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7期「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以

及第 18期「Dance with English」自學小

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4) 曾任 99學年國際事務志工，接待外國

交換學生。 

(5) 2010校內英語朗讀比賽第一名、富蘭克

林英語競賽第三名。 

(6) 曾任 2010年超級馬拉松英語賽事播報

員。 

(7) 曾任 98學年柚芳樓 GEPT中級英檢輔導

小老師。 

(8) 兼職美語補習班作文閱卷輔導老師。 

學習興趣： 
商用英文、美食英文、西洋電影賞析。   

新多益閱讀

入門 

Start‐up NEW 
TOEIC 

 

（初‐中級，歡

迎沒考過多

益，但有興趣

者來報名！） 

星期三 

12:00 

∣ 

13:20 

 

G301 

盧姵臻 

工三 A 

(1) 對 TOEIC的考試內容、題型有更

深入的了解。   

(2) 藉由做模擬測驗的形式，增進

TOEIC的字彙量與熟悉度。   

(3) 新多益「閱讀模擬試題」的進行

方式：回家勤做，小組聚會時以

檢討與補充的方式進行。每次小

組聚會時，每位組員都有上台分

享、講解的機會，藉由互相分享

的活動，達到共同學習的效果。

(4) 不定時搭配歌曲與商業類文章

（產品/徵人廣告、訂/出貨單、

(1)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2) 東吳英檢通過。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文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7期「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以及第 18期 「生活化英語」自學小組。

(4) 擔任 100學年第 1哩新生定向外語自學

室導覽解說員。 

(5) 98中文之夜服務員、98中文之夜行政

組公關、98中文系系羽成員。 

學習興趣： 
喜歡用活潑的方式來自學英文，像是以

FRIENDS影集、互動雜誌、歌曲等來學習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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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帳單等等），來增進小組的學習

趣味。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New TOEIC測驗大破解、Longman 
Preparation Series for the New TOEIC 
Test、New TOEIC核心字彙全集、biz
互動英語雜誌（職場英語）。 

語，如此可以大幅提升自己對於英文的活用

與好感度，進而能產生更大的動力去定期接

觸英文。   

Have Fun 

 

（初級） 

星期三 

12:20 

∣ 

13:20 

 

G302 

許詩婕 

中三 C 

(1) 透過簡單的學習，來增加學員們

對於英文的興趣，而學習以「閱

讀」、「聽力」為主，同時包含著

開口說英文的練習。 

(2) 閱讀方面：以生活化的英文雜誌

為基礎，來選取多元性的題材加

以討論，以及練習文章中的對

話。 

(3) 聽力方面：以英文歌曲為主題，

並且進行「歌詞填空」的小挑

戰！ 

(4) 閱讀與聽力的結合：不單是觀賞

Friends影集，透過英文自學室

所提供的 Friends學習手冊，讓

學英文變得更輕鬆！ 

(5) 安排組員們上台分享，提供自動

學習的機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Friends影集與外語自學室所提供的

Friends學習手冊、生活化的英文雜

誌，例如：EZ talk、Live 互動英文、

biz互動雜誌。 

(1) 東吳英檢通過。 

(2) 曾參加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生活化

英文」及「英文 Fun肆玩」自學小組。

(3) 曾任 98中文之夜服務員、99中文迎新

營宿小隊輔。 

學習興趣： 

在日常生活中，會利用英文歌曲來練習聽力

技巧，並且以線上英檢測驗來檢驗成果。

(1) 尋找自己喜歡看的影集、電影，來學習

發音、語調、單字、文法，例如：Friends
影集、CSI影集、達文西密碼等電影。

(2) 培養主動學習英文的態度，喜歡輕鬆而

不隨便的心態。 

電音俱樂部 

Fun English 

 

（初～中級） 

星期三 

12:20 

∣ 

13:20 

 

G202 

田偲妤 

英三 B 

(1) 聆聽英文歌曲增進英文聽力。

(2) 主題式聊天活動使英文口說能

力大躍進。 

(3) 閱讀英文雜誌累積單字量、培養

閱讀能力。 

(4) 熱門影或電影欣賞，以英語撰寫

影評、心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英文電影、英文影集、英文雜誌（空

中英語教室、Advanced、EZ Talk）

(1) 多益 805  分。 

(2) 日語學習經歷 2年。 

(3) 第 31屆雙溪現代文學獎文編組工作人

員。 

(4) 曾擔任士林官邸正館工作人員，服務外

國觀光客。 

(5) 曾擔任故宮文創行銷處實習生，協助翻

譯文創商品說明書。 

學習興趣： 
聆聽英文歌曲、觀賞英文影集和電影、閱讀

英文雜誌、收集英文學習小技巧。 

翻譯 FUN!  星期三  韋雅筑  (1) 增進閱讀理解能力。  (1)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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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FUN! FUN! 

English 
Translation 

Camp 

 

（中級以上） 

13:30 

∣ 

15:00 

 

G202 

英四 B  (2) 訓練基礎翻譯技能。 

(3) 在翻譯的過程中，學習到多樣化

的字彙，或是文法探討、解析。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空中英語雜誌、常春藤解析英語、

CNN互動英語。 

 

(2) 101外商公司 99年暑期實習生。 

(3) 98年聽障奧運志工。 

學習興趣： 
看影集聽音樂學英文、語言文化交換。 

讀出好英文 

Good Reading 

 

（初～中級） 

星期三 

13:30 

∣ 

14:30 

 

G302 

潘若甄 

英三 C 

(1) 藉由有聲書加強英文聽力和閱

讀的能力。 

(2) 發現有聲書的趣味，改變普遍的

接收英文的方式，從故事中說話

者的口氣，音調起伏，情節轉換

學習語言。 

(3) 利用少量但定期閱讀文章的方

式，並用題目檢視自己的閱讀成

效，降低平時對閱讀耗時的排

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有聲書、EZ Talk、實用空中美語教

室、活用空中美語教室、新多益閱

讀考題。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7期「Learn to Love English」以及

第 18期「說說唱唱 Have Fun」自學小

組。 

(3) 富蘭克林線上英文比賽第 3名。 

學習興趣： 
欣賞外國影集、電影、英文歌曲並閱讀英文

雜誌及小說。 

英語廣告 

行銷王 

Master of AD 
Marketing 

星期三 

15:40 

∣ 

17:20 

 

G202 

陳怡君 

德文一 

(1) 商務字彙－嚴選 1000：基礎建

立。 

(2) BIZ商管雜誌：情境模擬、會話

演練。 

(3) 英文廣告欣賞與製作：觀摩並了

解廣告意涵以激盪出新創意。

(4) 誰是接班人影片（第一季第二

集）欣賞與討論：本集以廣告製

作為主軸，期待本影片能讓組員

更清楚廣告製作過程中種可能

遇到的問題。 

(5)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LiveABC：看小短片模擬職場英

文對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商務字彙嚴選 1000、BIZ商管雜誌、

英文廣告欣賞與製作、誰是接班人

影片第一季、SAMMI英語互動學習

資源網 LiveABC。 

(1) 97年度永平高中外語週競賽之英語看

圖即席演講比賽，獲得優等。 

(2) 曾參加 97年度高中職社區化翡翠學園

日本暨德國文化體驗營研習活動。 

(3) 高中時曾擔任德國姊妹校文特瑞中學文

化交流活動接待家庭並赴德進行文化交

流。 

(4) 曾參加香港理工大學工商管理學院夏令

營 Poly U Summer Business Camp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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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學生新聞 

Student News 

 

（中高～高

級） 

星期五 

08:30 

∣ 

10:00 

 

G202 

彭卉薇 

中四 A 

學習目標： 
訓練聽寫能力、新聞英文單字的累

積、新聞英文理解能力。 
 

活動方式： 

(1) 克漏字或簡答題：每次聚會由組

員準備 1‐2分鐘的新聞片段，出

成克漏字給其他組員填空或是

從影片內容出有明確答案的選

擇題。每位組員每個禮拜都有作

業，雖然不多，但至少每個禮拜

都有接觸到新聞英語。 

(2) 解答與討論：每聽完一位組員所

準備的新聞之後，並完成克漏字

或簡答題，大家可以進行討論。

(3) 利用每一段小影片練習跟讀：學

習記者或主播的口音、速度、斷

句和情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CNN雜誌、新聞英文相關書籍。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及中高級初試。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第 15期「玩英文，聊英文」、第 16
期「夢遊英語仙境」、第 17期「你好英

檢」以及第 18期「變身背包客」等自

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看電影學英文」、

「悅讀英文－有聲書體驗會」活動主講

人。 

(4) 中、英文雙修。 

(5) 曾擔任華語文教學志工。 

學習興趣： 
英語會話、文學、電影。 

日檢 N1大丈

夫 

 

（適合學習

日文 2年以上

或計畫報考

N1者） 

星期二 

12:30 

∣ 

13:20 

 

G202 

詹美霙 

日四 B 

(1) 著重於各種不同主題的字彙學

習以及針對新日檢日檢 N1的題

型來做各種模擬題。 

(2) 本組將合力製作出ㄧ本屬於自

己的 N1單字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N1的模擬試題本。 

(1) 日檢 2級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5期「歌曲、日劇學日文」、第 16
期「よし!  日本語大丈夫!!」、第 17期「挑

戰二級檢定！GO!」以及第 18期「一緒

に楽しくしゃべるよ～！」等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員。 

(4) 擔任 100學年第 1哩新生定向外語自學

室導覽解說員。 

學習興趣： 
平常會利用日劇或電影來學習日語，喜歡接

觸日本文化，也很喜歡聽好聽的日文歌曲。

時事日本語 

 

（二級以上） 

星期四 

12:10 

∣ 

13:15 

 

G302 

蘇婉婷 

日延 B 

(1) 透過日本新聞學習新聞用字。 

(2) 透過日本新聞增加聽力的速度。

(3) 透過日本新聞，將實力增強到日

檢一級！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文型字典、DVD。 

(1) 日檢 1級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3期「輕鬆學日本文化」、第 14
期、第 16期「看日劇學日文」、第 17
期「日語聽力很簡單」以及第 18期「日

文從零開始學」等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員。 

(4) 擔任 100學年第 1哩新生定向外語自學

室導覽解說員。 

(5)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本交換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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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經驗談」、「加強日語聽力小撇步」以及

「日檢練功房」活動主講人。 

(6) 目前為拓大華語班輔導員。 

(7) 暑假都會當日文系高中營隊的輔導員。

(8) 大三上去日本拓植大學交換學生一學

期。 

(9) 日文系 97年迎新宿營的小隊輔。 

私は蘇婉婷と申します。今、日本語学科五

年生です。日本語の勉強はもう第七年目に

入りました。私の趣味はドラマや、音楽な

どで日本語を勉強することです。三年生の

前半、拓殖大学に留学したことあります。

今は自学室とジュンク堂でアルバイトし

ています。 

學習興趣： 

アニメとドラマで日本語を学ぶのが趣味

です。 

恋恋  日本語

聴力！! 

 

（中級，歡迎

學日文 1~2年
者參加。） 

星期五 

12:20 

∣ 

13:20 

 

G203 

謝姍珊 

日三 B 

本組將以加強日文聽力為主軸： 

(1) 分析日文檢定 N2聽力部份的題

型，補充各類型字彙，加強單字

能力。 

(2) 利用日文雜誌來做聽力訓練，培

養閱讀以及聽解能力。 

(3) 適時分享日文影片，除了增進聽

力，也能培養對日語的興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地球村雜誌、日文檢定書、日文

DVD。 

(1) 日文檢定三級通過，目前準備 N2考試。

(2) 參與過日文系辯論比賽，得到團體組第

二名。 

(3) 課餘時間積極參與日文系大型活動。 

學習興趣： 
喜歡看日劇訓練聽力、研究日本事物、準備

檢定考試。 

日檢 N2 

衝刺班！ 

 

（中級以上） 

星期五 

13:30 

∣ 

15:30 

 

G202 

周佳蓉 

日三 B 

以通過日檢 2級為目標，每週訂定

練習方向，全組員一起練習日檢 2
級模擬題目（聽力或閱讀），並討論

文法、單字。偶爾閱讀文章或看日

劇增加日文單字，並練習日文聽

力。最後幾週練習日檢題目（聽力

＋閱讀），來感受檢定考時的臨場

感。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檢定考試書籍、模擬試題、日文

DVD、日文雜誌。 

(1) 日檢 4級通過，目前開始準備日檢 2級。

(2) 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小組長，領

導第 16期「閱讀與分享 Reading And 
Sharing」英語自學小組、第 17期「聽

聽日語說什麼」以及第 18期「日系娛

樂出版社」等日語自學小組。 

(4) 擔任 100學年第 1哩新生定向外語自學

室導覽解說員。 

學習興趣： 
藉由日文歌曲、日文影片、日文雜誌學習日

文單字、語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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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雙溪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歡唱學德文 

Singen wir auf 
Deutsch 

 

（初級，歡迎

已有一點德

文基礎者參

加。） 

星期五 

12:20 

∣ 

13:20 

 

G302 

蔡佳靜 

德文二 

Herzlich willkommen zu der Grup! 
歡迎大家來參加德語自學小組！ 

本組提供大家以聽歌填空歌詞的方

式練習德文聽力，且在歌詞填空結

束後也會教大家一些歌曲中生活化

的德文字句。非常歡迎初學德文而

需要練習聽力的大家來參加。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德語歌曲（收錄自德語學習教材資

料夾）。 

學習興趣： 
平時對於語言的文法結構有學習的興趣。不

論是英文或是德文，我喜愛解析句子。而在

聽、說部份，目前比較喜歡以看電影或是聽

唱歌曲部分來學習，這是比較輕鬆的方法，

但其實認真學亦能學習到語言上的聽力。

 

 

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組別 

每週 

聚會時間 

及地點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時來運轉 

「文」來「法」

轉！ 

 

（初級以上） 

星期五 

13:30 

∣ 

15:20 

 

5314 

涂穎君 

法四 A 

(1) 利用英文文法書，從基礎到進階

分三階段學習。 

(2) 從時態的過去、現在、未來分三

大支線逐步學習。 

(3) 補充基本單字的介詞與文法，例

如「used to」與「be used to」。

(4) 牛刀小試或文法造句加深記憶。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Azar/Hagen英文文法系列（基礎、

初級、進階）。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5、16、17、18期外語自學

小組小組長。 

學習興趣： 
我喜歡閱讀，沉浸於有聲書中，尤其是阿嘉

莎‧克莉絲蒂的偵探小說。從閱讀英文文章

中可以瞭解外國文化的特性與思想，學習英

文，更可以得知外國的第一手消息。 

英語奧斯卡 

 

（初－中級） 

 

星期一 

10:10 

∣ 

12:00 

 

5412 

李慈玲 

企四 C 

(1) 利用播放電影來練習聽力。 

(2) 對電影裡的題材增加其他補充

並練習口說能力。 

(3) 定期寫短篇心得以練習寫作能

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和電影有關之相關影片及書籍。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6期外語自學小組「英語故

事書」組員、曾擔任第 17期外語自學小

組「新聞一點通」小組長、曾擔任第 18
期外語自學小組「文法搜查線」小組長。

學習興趣： 
看電影及影集是學英文的最大動力。 

越看越上癮 

THE MORE 
YOU SEE , THE 
MORE YOU 
LEARN 

星期四 

08:30 

∣ 

10:00 

 

吳宜樺 

會四 C 

(1) 以「看」的方式增進自己的英文

能力，包含閱讀英文雜誌、閱讀

英文短篇故事、欣賞英文電影等

方式學習。 

(2) 藉由聽英語故事和電影，增強英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大閱

進」組員、曾擔任第 18期外語自學小

組「多聽多益」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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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程度不限） 

5412  文聽力。 

(3) 每週會以不同的方式進行，輪流

由組員準備內容並帶領小組，進

行問題討論與主題分享，運用外

語自學室相關資源。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雜誌、影片、有聲書、相關學習書

籍。 

(3) 通過 TOEIC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 
利用電影及影集學習語言，讓娛樂與學習融

合。 

文法播 fun室 

 

（初－中級） 

星期四 

13:30 

∣ 

15:20 

 

5412 

胡欣羽 

企三 D 

(1) 加強文法、句型能力。 

(2) 以文章閱讀補充單字。 

(3) 以影片、雜誌、英檢書籍等輔助

學習、培養語感。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全民英檢文法與聽力教材、外語影

集、中級程度的雜誌與文法書。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樂在英

閱祭」小組長。 

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看影集、英文小說、電影。 

Fun  心 

開口說 

Fun Reading 
Club 

 

（中級） 

星期三 

13:30 

∣ 

15:20 

 

5311 

陳鈺潔 

企四 D 

組員每週需自發閱讀一篇文章或一

章節的有聲書，寫下心得大綱後與

大家一同討論與分享看法。 

自學時間也會穿插聽力與主題會話

等內容，練習用英文發表想法與談

天，希望能在無壓力的氛圍下敢於

開口說，並在聆聽組員發表的同時

訓練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Penguin Readers、All+、空中英語教

室、Advanced 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主題英

語輕鬆說」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TOEIC 855分。

(4) 目前擔任國合組接待志工。 

學習興趣： 
喜歡和人對話，平時也喜歡閱讀外文讀物，

希望能藉由和組員一同心得分享的方式促

進彼此的口說能力，達到用英文流暢應對的

目標。 

文益脫口秀 

 

（程度不限） 

星期一 

15:40 

∣ 

17:10 

 

5412 

丁蓉萱 

會三 C 

(1) 每週一個文法主題，且有隨堂練

習，強化文法概念。 

(2) 每週一個情境對話主題，感受實

際的情境交談。 

(3) 每週皆有多益的閱讀測驗的小

練習，加強寫題目的熟悉感。

(4) 聽英文歌或看影集的活動。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多益用書、文法練習本、LIVE ABC、
雜誌、影集。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8  期外語自學小組「閱來閱

動聽」小組長。 

(3) 通過多益及全民英檢中級初試英文檢

定。 

(4) 參加過基層文化服務社團活動。 

(5) 2010花博志工。 

學習興趣： 
看電影、影集、聽英文歌。 

英語模仿王 

English Drama 

星期三 

13:30 

張吉華 

經四 A 

(1) 藉由模仿 Friends劇中人物以訓

練正統英語腔調。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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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Club 

 

（全民英檢

中級以上） 

∣ 

15:20 

 

5314 

(2) 注重口語練習以及上台報告能

力。 

(3) 英語雜誌文章大綱撰寫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Friends影集、電影、雜誌。 

(2) 曾擔任第 17  期外語自學小組「東吳街

英語」及第 18  期「東吳街英語 2.0」小

組長。 

(3) 通過托福、多益及全民英檢。 

(4) 參加過「電癮社」社團活動。 

(5) 英國遊學、國際合作組志工、花式溜冰

錦標賽志工、國際新聞年會接待志工。

學習興趣： 
看電影學英文、看雜誌。 

英文學習角 

 

（程度不限） 

星期二 

15:30 

∣ 

17:20 

 

5317 

蔡瑋珊 

會三 A 

(1) 利用有趣的電影加強聽力部份。

(2) 了解最新、有趣小新聞，以培養

閱讀部份。 

(3) 從中學習佳句、單字，累積英文

語感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常春藤、空英等雜誌、英文相關參

考用書、電影 DVD。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參加 2009年東吳國際超級馬拉松志工。

(3) 參加拓展國際視野語文資精進享學計畫

－英語自學小組。 

(4) 參加過東吳大學住宿組同儕服務團隊。

(5) 參加過手作創意社團活動、中醫社團活

動、勵進會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 
希望大家可以生活中學習英文，時時刻刻接

觸英文，英文是我們生活不可或缺的朋友！

多益測驗 

一次搞定 

 

（曾修習本

校「英文

（一）」或同

等程度） 

星期五 

15:30 

∣ 

17:00 

 

5311 

吳冠儀 

會四 C 

(1) 多益考試技巧分享（閱讀篇、聽

力篇）。 

(2) 小組成員訂立考試目標。 

(3) 針對多益考試習題進行反覆練

習、試後檢討。 

(4) 搭配英文影集輕鬆練習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ETS官方多益測驗題本、其它測驗

題本英文影集（學習初詢問小組成

員偏好再決定。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參與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活動。 

(3) 通過 TOEIC英文檢定。 

(4) 參加過「電癮社」社團活動。 

學習興趣： 
善加利用身邊眾多的英文資源提升自我英

文能力，例如學校單位（外語自學室）資源

豐富，再輔以坊間的題目，測驗自己階段性

成果，往往使得英文學習不再乏味，且成就

感十足。當歷經一段練習後，可以參加校內

外舉辦的英文檢定做為學習效果的評鑑，不

僅可以取得證照亦驗證學習效果並增加自

我競爭力！ 

多益！

Fighting！ 

 

（程度不限） 

星期三 

13:30 

∣ 

15:20 

 

5313 

蔡孟君 

會四 D 

(1) 加強多益字彙。 

(2) 練習題目以了解多益考試題型。

(3) 看六人行提升聽力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多益相關書籍、六人行影集。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參加蘭陽地區校友會社團返鄉服務活

動。 

學習興趣： 
聽音樂、看電影、閱讀。 

英文加油站 

 

星期四 

10:10 

廖于萱 

企四 B 
(1) 增加英文字彙量：文章閱讀。

(2) 聽力訓練：英文影集欣賞。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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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中級）  ∣ 

12:00 

 

5317 

(3) 英文閱讀能力：閱讀故事、說故

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空中英語教室、常春藤解析英語、

六人行影集。 

(2) 通過中級英文檢定。 

(3) 2004‐2005年美國高中交換學生。 

學習興趣： 
閱讀書籍、看電影。 

多益「閱聽」

越厲害！ 

 

（中級） 

星期一 

13:30 

∣ 

15:20 

 

5412 

陳文心 

法五 B 

以衝高多益分數、增進英文能力為

目標，透過接觸雜誌、影集、影片，

從有趣的素材中學習商業英文。此

外，運用外語自學室豐富的多益教

材，勤做練習，藉此熟悉多益題型、

認識自己較弱的部分並予以補強。

希望學英文的過程中能不致枯燥乏

味，藉由有趣的題材降低恐懼，練

習題目預先熟悉考試環境，最終加

入小組的組員都能提升英文能力！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Biz、CNN雜誌，影集或影片、多益

相關教材。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多益英文檢定。

學習興趣： 
透過影集與影片學英文。 

英語會話 

小精靈 

Conversation 
Genius 

 

（程度不限） 

星期一 

15:30 

∣ 

17:20 

 

5317 

張綺芳 

貿四 A 

(1) 每週討論的內容針對日常生活

英語會話為主，搭配外語自學室

的教材提供常用字彙與句型的

補充。 

(2) 主題以旅行、餐飲、歌曲、商務

等為主，每週指定一位 Leader
帶領組員進行，主題在第一次聚

會再視組員學習興趣做調整。

(3) 目的希望組員平時不害怕開口

說英語，還能說得漂亮有自信！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Live互動英語、EZ Talk、Biz、Live ABC
互動英語會話百科、21世紀情境式

英語圖解字典、搶救上班族英語、

社交哈拉英語通。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現擔任城中校區生涯發展中心義工。 

(3) 東吳大學彰友會第 27屆返鄉服務隊小

隊輔。 

學習興趣： 
英語、日語、拼布、手做雜貨。 

世界進行式

之英語「報」

馬仔 

WHAT’S   
NEW? 

 

（中級） 

星期一 

15:30 

∣ 

17:20 

 

5311 

葉陳欣 

貿四 A 

閱讀由各大英語報紙和英語學習雜

誌所收集之每週天下大事、各地時

事、名人軼事、各式趣聞等，透過

分享、討論的過程，在增進英語能

力的過程中，也能瞭解生活當下的

世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 98、99學年度男子網球校隊隊

長。 

(3) 曾隨樂團赴美國訪問演出。 

學習興趣： 
英語、閱讀、電影、音樂、鋼琴、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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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期外語自學小組（城中校區） 

每週 

組別  小組長  學習重點  小組長學經歷 聚會時間 

及地點 

英語雜誌。 

揪團報多益 

 

（程度不限） 

星期三 

13:30 

∣ 

15:20 

 

5312 

謝兆毅 

財精 

三 C 

希望藉由一起報考多益為前題，大

家訂定英文學習目標，好好衝刺準

備，互相加油!利用外語自學室各種

學習資源加強英語聽力及閱讀能力

來提高多益成績！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常春藤、空中英語教室、新多益題

型解析與應考技巧、新多益測驗入

門、新多益題型透析等教材。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參加過蘇州吉他社團活動。現任蘇州吉

他社副社長。 

學習興趣： 
彈吉他、讀英文。 

呼拉口說 

英語聊天室 

 

（具會話基

礎者、敢講、

敢表達。） 

星期三 

08:30 

∣ 

10:00 

 

5412 

邱虹菁 

經四 B 

(1) 小組活動設計多元，包含不同職

業、不同類別專業探討，目的希

望促進組員學習不同的單字量

及知識，而使未來組員可侃侃而

談，不再侷限於既有的基本問候

句。 

(2) 聚會當中使用影片及聽力和口

說練習教材，除了促進口說能

力，也一併練習聽力來身歷其

境。 

(3) 每位組員至少有一次上台利用

簡報演說五分鐘的機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影集欣賞：六人行、CSI 犯罪現場、

多益、英檢及口說練習、聽力教材。

(1) 曾擔任第 15  期外語自學小組

「Emergency Room of Speaking」小組長。

(2) 通過中高級初試英文檢定。 

(3) 曾參加英國、歐洲遊學長達三個月。 

(4) 曾為 English Corner社員。 

學習興趣： 
看電影、聽音樂。 

快樂學日語 

 

（具有日文

基本文法程

度） 

星期四 

08:30 

∣ 

10:00 

 

5311 

高宇葳 

企四 D 

(1) 使用日語學習教材培養聽力、閱

讀能力。 

(2) 每週透過影片、歌曲學習字彙、

文法。 

(3) 透過小組活動認識日本文化。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日語相關學習書籍、日語期刊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

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8期外語自學小組「生活日

本語」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N2 日文檢定。

學習興趣： 
喜歡藉由影集、歌曲和相關學習教材訓練日

文聽力、閱讀能力並從中認識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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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辦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 

(1) 雙溪校區辦理情形－ 
雙溪校區 100年度舉辦講座活動共 75場，參加人數達 1,037人，執行成效為

99年度的 2倍，各類講座活動舉辦情形說明如下： 

A. 雙溪外語自學室每學期舉辦導覽活動，協助學生認識外語自學室，由老

師或諮詢員親自帶路，從外語自學室的環境、使用方式、活動及資源類

型，到學生在外語自學室可進行的學習模式，如何規劃自學等等，做一

對一或小團體的深度導覽介紹。100學年第一學期更配合本校第 1哩新

生定向「校園導覽」活動，向新鮮人介紹外語自學室特色並推廣自主學

習的新觀念。100年度新生使用外語自學室的人次佔總使用率 27%，超

越 99年度，顯見這類深度導覽活動對協助新生認同校園語言學習環境

的重要性。總計 100年外語自學室的導覽活動共舉辦 44場，147人參

加。 

B. 為協助學生瞭解國內外語言能力測驗，並將觸角延伸至英語以外之語言

檢定測驗，雙溪外語自學室在學期間舉辦英、日、德語言檢定練功房，

協助即將報考語言檢定的學生模擬聽力及閱讀等語言考試情境，同時也

提供尚未建立明確目標的同學初步體驗各類語言檢定的題型。100年的

暑假，雙溪外語自學室更舉辦「多益&雅思免費體驗營」，以鼓勵學生

善用暑期提升英檢能力，同時並推廣使用外語自學室新進英檢教材。此

外，語言教學中心也邀請多益測驗單位 ETS台灣區代表蒞校舉行「TOEIC 
Speaking & Writing多益口說與寫作測驗說明會」，以協助學生瞭解職場

英檢最新趨勢。總計 100學年共舉辦 20場語言檢定系列的講座，439
人參加。 

C. 語言學習是文化與生活的學習，除了協助學生積極提升語言檢定能力，

本計畫也鼓勵學生將所學的語言運用於生活中。例如透過看電影，學習

課本以外的英文；或者，藉由參加國外打工度假這類的活動，體驗外國

文化。100 年度舉辦 3 場「FUN 電影學英文」以及「耶誕歡樂 SONG」、
「澳洲打工度假介紹」、「Work & Travel經驗分享會」這一類的講座活動

共 6場，242人參加。 

D. 在推動學習者自主的過程中，提供適切的學習者訓練（learner training）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因此本計畫在 100學年第一學期舉辦「認識外

語自學室：大學生如何自學英語」、「英語自學與目標管理」、「外語自學

室英語線上資源說明會」、「Essay Writing Workshop」、「看雜誌學英文：

聽說讀寫一次搞定」，教導學生「學習如何學」（learning how to learn）。
參加學生熱烈認同這類講座活動對於認知個人的英語學習現況，以及如

何自學英語等方面頗有收穫。 

 

(2) 城中校區辦理情形－ 
城中校區 100年度舉辦講座活動共 13場，參加人數達 277人，執行率較 99年

度成長 19%，各類講座活動舉辦情形說明如下： 

A. 城中外語自學室每學期安排一場「TOEIC 多益說明會」，100年 5月 25
日與 9月 30日由美國 ETS台灣區代表指派專業講師進行校園系列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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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說明會，讓同學了解職場上英文能力指標之重要性以及多益題型準

備方向，充分利用學校語言學習資源，自學提升英文能力。二校區各學

系同學報名踴躍，有經濟、法律、會計、國貿、企管、英文、心理、社

會及中文等系之學生參加，尤其以商學院學生居多，二場共計有 62 人

參加。 

B. 為配合城中校區「TOEIC 多益說明會」之相關題型解說活動，語言教學

中心於說明會後讓學生親身體驗「TOEIC 多益模擬測驗」活動，於 100
年 5月 11 日、100年 6月 10日、10月 26日與 12 月 9 日共舉行四場。

同學反應踴躍，場場報名快速額滿，四場共有 146人參加，其中甚至

有雙溪校區同學專程前來。成績結果分別 Email 至同學個人信箱，內容

包含聽力、閱讀分項成績以及總成績，讓同學了解個人在聽力或閱讀上

需要加強的方向，也建議同學多多利用學校外語自學室相關資源來自學

加強英文能力。 

C. 100年 5月 7日舉行「外語自學室資源介紹」，主要目的是介紹外語自

學室英、日、德文之學習資源及本中心建置三個英語自學平台，其內容

包含當月的空中英語教室、大家說英語、彭蒙惠英語等三種線上廣播影

音課程及 TOEFL影音教學課程，現場以簡報方式介紹學習平台並帶領

12位參與同學一人一機方式直接操作線上學習資源，並保留 10分鐘帶

領同學至外語自學室親自體驗，介紹同學可利用課餘時間來學習英文！ 

D. 100年 10 月 14日在城中校區舉行「具備職場英語技巧，幫助您馳騁工

作舞台!」，由劍橋 BULATS授權考試中心指派專業講師介紹博思檢測內

容及準備方向，主要以培養應試者在工作上能夠靈活運用商用英語的能

力，此檢測適合即將投入職場的大學院校學生使用，讓學生能提早做好

準備，輕鬆就職！活動現場 19位同學中，甚至有 2位同學已報名 11
月份的檢測活動，當場進行個人諮詢。 

E. 100年 12 月 27日舉行「教你活用資源學英文!」活動，邀請目前於本

校教授「英文（一）」與「實用英語學程」的李寶莉老師，教學生如何

善用日常生活資源，來加強溝通能力與腔調的去除，老師帶領 21名學

生逐一操作網路平台等方式練習，學生踴躍提問個人學習困難，向老師

諮詢有效率的學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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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雙溪校區辦理情形 

舉辦外語自學室導覽活動，協助新生認識語言學習環境。 

 

「大學生如何自學英語」講座，教學生聽 
說讀寫要怎麼練。 

推廣語言教學中心建置的 LiveABC英語學習

系統。 

 

「Essay Writing Workshop」向學生介紹短篇 
寫作基礎概念 

「看雜誌學英文」講座分析各種雜誌特性，分享

如何用語言學習雜誌練聽說讀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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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雙溪校區辦理情形 

舉辦「FUN電影學英文」，藉由 The King’s   
Speech一片分享英語朗讀技巧。 

舉辦「耶誕歡樂 SONG」，帶領學生學唱英語耶

誕歌曲。 

   

舉辦「Work & Travel經驗分享會」，鼓勵學 
生應用英語能力，汲取國際經驗。 

語言教學中心趙佳音老師演講「英語自學與目

標管理」，教導學生確立學習目標。 

   

分析各種語言學習雜誌內容，學習者依據適 
用程度選擇教材。 

外語自學室影片及有聲書讀本教材可搭配使

用，聽力、閱讀、字彙、朗讀一次到位。 

   

 

 ‐42‐



【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一覽表（雙溪校區） 

時間/地點  主題  主講人學經歷 

100.01.17 
10:00 – 11:00 
戴蓀堂 G201 
語言教室 

TOEIC Speaking & Writing 
多益口說與寫作測驗說明會 

戴彌雅 
ETS台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限公司 

100.03.04 
∣ 

100.03.11 
外語自學室 

認識外語自學室資源深度導覽

9場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許菀恬、王虹又、陳伊君、郭立歆、周宇情 

實做 
100.03.16 

13:00 – 15:15 
戴蓀堂 G102 
語言教室 

 
試題檢討 
100.03.23 

13:30 – 14:30 
戴蓀堂 G204 
語言教室 

多益練功房－聽力閱讀整回模

擬試題練習與解析 2場次 

白曦源 
(1) TOEIC成績達 885分、IELTS成績達 7.0分。 
(2) 現任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3期、第 17期與 18期英語自

學小組長，領導「練好聽說能力  IELTS No 
Problem!」、「征服多益」、「全民開講  Speak It Up」等

自學小組。 
(4)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FUN影集學英語－歡樂六

人行」活動主講人。 

100.03.30 
13:00 – 15:00 
戴蓀堂 G102 
語言教室 

澳洲打工度假介紹 

張睿杰 
(1) ABC澳洲背包客中心經理 
(2) 昆士蘭大學會計及財金碩士 
(3) 2007年赴澳洲遊學打工 

100.05.11 
12:30 – 13:20 
戴蓀堂 G402 
語言教室 

德檢 B1聽力練功房－Zertifikat 
Deutsch模擬試題實做 

周宇情 
(1) 曾任外語自學室德語諮詢員。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4至 18期德語自學小組長，

領導「德檢沒問題」、「開口說德文」、「大家說德語」、

「德語趣味翻譯」等自學小組。 
(3)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愛上自學室－我的德語學

習之路」活動主講人。 

100.05.18 
12:30 – 13:20 
戴蓀堂 G102 
語言教室 

日檢 N1合格經驗分享 

蘇婉婷 
(1) 日檢 N1合格。 
(2) 現任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員。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3期、第 14期、第 16期、第

17期與第 18期日語自學小組長，領導「輕鬆學日本

文化」、「看日劇學日文」、「日語聽力很簡單」、「日

文從零開始學」等自學小組。 
(4)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本交換留學經驗談」、「加

強日語聽力小撇步」以及「日檢練功房」活動主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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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一覽表（雙溪校區） 

時間/地點  主題  主講人學經歷 

100.06.08 
13:00 – 15:20 
戴蓀堂 G301 
語言教室 

FUN電影學英文：The Social 
Network 社群網站 

王虹又 
(1) GEPT中高級初試通過。 
(2) 現任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與 18期英語自學小組

長，領導「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英舞俱樂部」

等自學小組。 
(4) 擔任 99學年度國際事務志工，接待外國交換學生。

(5) 擔任 98學年柚芳樓 GEPT中級英檢輔導小老師。 
(6) 曾任 2010年超級馬拉松英語賽事播報員。 
(7) 兼職美語補習班作文閱卷輔導老師。 
(8) 2010校內英語朗讀比賽第一名、富蘭克林英語競賽

第三名。 

100.06.27 
10:10 – 11:30 
國際會議廳 

最生活道地的英文，從電影英文

開始 
許家珍 
時代國際英日語中心專業英語講師 

100.07.25 
∣ 

100.08.10 
戴蓀堂 G201 
語言教室 

多益&雅思免費體驗營共 12場

講座 

白曦源 
(1) TOEIC成績達 885分、IELTS成績達 7.0分。 
(2) 現任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3期、第 17期與 18期英語自

學小組長，領導「練好聽說能力  IELTS No 
Problem!」、「征服多益」、「全民開講  Speak It Up」等

自學小組。 
(4)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FUN影集學英語－歡樂六

人行」以及「多益練功房」活動主講人。 

100.09.06 
∣ 

100.09.08 
外語自學室 

東吳大學100學年度第1哩新生

定向「校園導覽」16場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白曦源、蘇婉婷、盧姵臻、詹美霙、張玟婷、周佳蓉 

100.09.26 
∣ 

100.10.03 
外語自學室 

認識外語自學室定時導覽 
共 19場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韋雅筑、彭卉薇、王虹又、白曦源、蘇婉婷、詹美霙 

100.10.05 
13:00 – 14:55 
戴蓀堂 G201 
語言教室 

認識外語自學室： 
大學生如何自學英語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100.10.12   
13:00 – 15:20 
戴蓀堂 G402 
語言教室 

外語自學室 
英語線上資源說明會 

彭卉薇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與中高級初試。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5期至第 19期英語自學小組

長，領導「玩英文，聊英文」、「夢遊英語仙境」、「你

好英檢」、「變身背包客」、「學生新聞  Student News」
等自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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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一覽表（雙溪校區） 

時間/地點  主題  主講人學經歷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看電影學英文」以及「悅讀

英文－有聲書體驗會」活動主講人。 
(4) 曾擔任華語文教學志工。 

100.10.19 
& 

100.10.26 
戴蓀堂 G201 
語言教室 

新日檢 N1模擬試題試做會 
2場次 

蘇婉婷 
(1) 日檢 N1合格。 
(2) 現任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員。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3期、第 14期、第 16期、第

17期、第 18期與第 19期日語自學小組長，領導「輕

鬆學日本文化」、「看日劇學日文」、「日語聽力很簡

單」、「日文從零開始學」、「時事日本語」等自學小

組。 
(4)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本交換留學經驗談」、「加

強日語聽力小撇步」、「日檢練功房」以及「日檢 N1
合格經驗分享」活動主講人。 

100.10.26   
15:30 – 16:30 
戴蓀堂 G302 
語言教室 

Essay Writing Workshop 

白曦源 
(1) TOEIC成績達 885分、IELTS成績達 7.0分。 
(2) 現任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3期、第 17期、第 18期與第

1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領導「練好聽說能力  IELTS No 
Problem!」、「征服多益」、「全民開講  Speak It Up」、「超

級比一筆  Note‐taking Startegy」  等自學小組。 
(4)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FUN影集學英語－歡樂六

人行」以及「多益練功房」活動主講人。 
100.11.23   

13:00 – 14:20 
戴蓀堂 G201 
語言教室 

英語自學與目標管理 
趙佳音老師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講師 

100.11.30   
13:00 – 15:15 
戴蓀堂 G201 
語言教室 

多益聽力閱讀模擬測驗 
試做會 

彭卉薇 
(1)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與中高級初試。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5期至第 19期英語自學小組

長，領導「玩英文，聊英文」、「夢遊英語仙境」、「你

好英檢」、「變身背包客」、「學生新聞  Student News」
等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看電影學英文」以及「悅讀

英文－有聲書體驗會」活動主講人。 
(4) 曾擔任華語文教學志工。 

100.12.14   
12:15 – 13:20 
戴蓀堂 G201 
語言教室 

看雜誌學英文： 
聽說讀寫一次搞定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王虹又 
(1) GEPT中高級初試通過。 
(2) 現任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第 18期與第 19期英語

自學小組長，領導「頂尖國際記者培訓公司」、「英

舞俱樂部」、「寫作與口說黃金積分賽」等自學小組。

(4) 擔任 99學年度國際事務志工，接待外國交換學生。

(5) 擔任 98學年柚芳樓 GEPT中級英檢輔導小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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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一覽表（雙溪校區） 

時間/地點  主題  主講人學經歷 

(6) 曾任 2010年超級馬拉松英語賽事播報員。 
(7) 兼職美語補習班作文閱卷輔導老師。 
(8) 2010校內英語朗讀比賽第一名、富蘭克林英語競賽

第三名。 

100.12.19   
15:45 – 18:00 
戴蓀堂 G203 
語言教室 

FUN電影學英文： 
THE KING’S SPEECH 

（王者之聲：宣戰時刻）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盧姵臻 
(1)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東吳英檢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至第 19期英語自學小組

長，領導「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生活化英

語」、「新多益閱讀入門」等自學小組。 
(3) 擔任 100學年第 1哩新生定向外語自學室導覽解說

員。 
(4) 98中文之夜服務員、98中文之夜行政組公關、98

中文系系羽成員。 

100.12.21   
12:15 – 13:20 
戴蓀堂 G201 
語言教室 

耶誕歡樂 SONG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白曦源 
(1) TOEIC成績達 885分、IELTS成績達 7.0分。 
(2) 現任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3)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3期、第 17期、第 18期與第

1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領導「練好聽說能力  IELTS No 
Problem!」、「征服多益」、「全民開講  Speak It Up」、「超

級比一筆  Note‐taking Startegy」  等自學小組。 
(4) 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FUN影集學英語－歡樂六

人行」、「多益練功房」以及「Essay Writing Workshop」
活動主講人。 

 

韋雅筑 
(1) 現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9期英語自學小組長，領導「翻

譯 Fun! Fun! Fun!」自學小組。 
(3) 98年聽障奧運志工。 

 
100.12.26   

12:30 – 13:20 
戴蓀堂 G203 
語言教室 

Work & Travel經驗分享會 

許菀恬 
(1) 曾參加 2011美國暑期打工計畫。 
(2) 美國西雅圖短期交換學生 
(3)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 
(4) 曾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7期「Learning English with 

POP music」自學小組長。 
 

郭立歆 
(1) 曾參加 2011美國暑期打工計畫。 
(2) 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多益 785分。 
(3) 現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4)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16期至第 19期英語自學小組

長，領導「GO！英文趣！」、「愛上閱讀」、「中高級

過關」、「What did you say?」自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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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城中校區辦理情形 

「TOEIC 多益說明會」 

   

   

 

「TOEIC 多益模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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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城中校區辦理情形 

「具備職場英語技巧，幫助您馳騁工作舞台!」 

 

 

 

「教你活用資源學英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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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 R表附檔－充實外語自學軟體與學生自學方案】 

 

100 年度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一覽表（城中校區） 

時間/地點  主題  主講人學經歷 

100.05.11 
15:30 – 17:30 

5411 
語言教室 

免費 TOEIC多益模擬測驗‐
A卷 

吳宜樺 
(1) 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大閱進」組員、擔任

第 18期「多聽多益」外語自學小組長。 
(3) 通過中級英文檢定。 

100.05.17 
12:30 – 13:20 

5411 
語言教室 

免費外語資源介紹 

陳函靖 
(1) 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15~18期外語自學小組「生活英語工作室」、「英

語故事書」、「Hello! English!」、「英語字彙王」小組長。

(3) 通過 GEPT中級及 TOEIC英文檢定。 
(4) 參加過 Vancouver 與 Portland 遊學。 

100.05.25 
15:30 – 17:00 

5411 
語言教室 

TOEIC多益測驗說明會  美國 ETS台灣區代表講師 

100.06.10 
15:30 – 17:30 

5412 
語言教室 

免費 TOEIC多益模擬測驗‐
B卷 

吳宜樺 
(1) 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團隊成員。 
(2) 曾參加第 17期外語自學小組「英文大閱進」組員、擔任

第 18期「多聽多益」外語自學小組長。 
(3) 通過中級英文檢定。 

100.09.05 
第 8節 

5316外語自學室 

100學年度第 1哩新生定向

「校園導覽」4場 
丁蓉萱、吳宜樺 
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團隊成員 

100.09.30 
第 56節 
5412 

語言教室 

TOEIC多益測驗說明會  大專院校 TOEIC校園講座專案講師 

100.10.14 
第 56節 
5412 

語言教室 

具備職場英語技巧，幫助您

馳騁工作舞台！ 
大專院校 BULATS校園講座專案講師 

100.10.26 
第 56節 
5411 

語言教室 

免費體驗新制 TOEIC® 
完全模擬測驗‐A 

李慈玲 
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團隊成員   

100.12.09 
第 56節 
5412 

語言教室 

免費體驗新制 TOEIC® 
完全模擬測驗‐B 

丁蓉萱 
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習型工讀團隊成員 

100.12.27 
第 E節 
5412 

語言教室 

教你活用資源學英文！ 
李寶莉 
語言教學中心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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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添購實體學習教材： 

購置看電影學英文教材、新多益模擬試題教材、英文文法、字彙以及英語口說自學

教材共 42 筆，以豐富學習素材，提升學習興趣。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以多元管道

推廣新進教材，包括繪製公告文宣，親自試用教材並撰寫書評，然後透過雙溪外語

自學室 Facebook粉絲專頁宣傳，100年瀏覽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的教材推廣文章

計有 36,028人次。此外，在舉辦「多益模擬試題試做會」、「FUN電影學英文」、「Essay 
Writing Workshop」等講座活動時，亦順帶推廣這類自學教材要如何使用。總計 100
年度看電影學英文教材有 3,331人次使用，英檢測驗類教材 2,607人次，其他英文

自修教材亦有 2,242人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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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收支結算 

本年度核定經費（單位：元）  實際執行數（單位：元）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執行率（％） 

其他 
（軟硬體設

施費） 
其他 

（軟硬體設

施費） 

（請說明）    （請說明）  

計畫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此欄為雜支   

合計 

人事費  業務費 

此欄為雜支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學校 

配合款 
備註 

482,922  250,144  5,000  848,800  1,586,866  457,899  250,297  5,000  848,800  1,561,996  97%  100% 98%   
充實外語自

學軟體與學

生自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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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狀況 

「充實外語自學軟體」之初始預期目標指標如下： 

1. 《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預計可持續維持每月 1.2 萬人次以上之使用人

次，並廣為本中心外語自學小組使用。 

2. 繼續推廣《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期望一年能增加 50%使用人次。

以維持每月千人以上之使用量為推廣目標。 

3. 預期推廣線上英語檢定平台的使用人次及與課程結合的雙軌措施下，《Easy 
Test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可望突破每月 500人次以上的使用人次。 

以使用人次而言，本次執行結果（如下表）符合上述預期目標，且成效顯著： 

英語學習平台名稱  學期間每月平均點使用人次 

《SOSA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1.2～1.5萬人次 

《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  3,000人次 

《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測驗評量》 3,000人次 

成功主因可從課程與後勤作業分析如下： 

1. 與課程結合： 

與課程結合後，《SAMMI英語互動學習資源網》與《Easy Test  線上英語能力

測驗評量》，大幅度提高學生使用動機。 

2. 後勤作業： 

在後勤作業方面，本中心投入大量人力作業

並與電算中心機房同仁配合，提供多元的配

套措施。例如：舉辦 12場資源使用說明會，

總計服務 128人次，共有 42人次教職員（含

本中心教師及其他單位職員）及 86人次學生

參加；自製解說影片及 FAQ 圖文解說講解平

台操作過程及常見問題之排除方式，以協助

使用者儘速熟悉操作方式及內容；同時若使

用者有相關平台使用問題，也可撥打服務專

線由專人服務，即時解決相關使用疑義並持

續改善及維持伺服器穩定度。此外，語言教

學中心自製 8套紙本考題，方便各課程教師

於課堂中使用。 

這套運作模式兼顧各面向：使用者、配套服務方案、機器穩定度。學習平台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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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合後，後勤支援服務方面就顯得十分重要，包括讓使用者儘速熟悉操作模

式與內容、操作疑問解答、故障問題通報等，提高使用意願。 

 

「學生自學方案」旨在針對不同學習型態的學習者，提供不同層次的語言學習支

援（language support），實際執行計畫時，隨時掌握學習者發展自學能力的需求，

因此最後執行成效往往超越原訂預期計畫，例如： 

在籌組外語自學小組方面，原預定受益人次為 240人，實際參與外語自學小組活

動的學生則有 395人，執行成效為原訂計畫的 1.6倍。同時，學生反應良好，確

實達成運用同儕輔導力量營造樂學環境。 

在舉辦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方面，因應學生回饋意見，增加講座活動場次，

100年度實際參與語言學習講座人次達 1,314 人，受益人次為原訂計畫的 3.3倍。

透過密集舉辦的講座活動，學生也可確實學到如何學（learning how to learn）的

能力。 

物品費購置的 42筆語言學習教材，透過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運用多重管道推廣

學習方式，總計 100年度本計畫購置教材共有 8,180人次使用。 

藉由提供多元化的外語自學活動，滿足不同學習者的需求，因而提升外語自學室

的使用率。總計 100 年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外語自學室教材借閱達 24,062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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