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104 年度成果報告 
 

 

 

 

 

 

 

強化國際化外語課程－ 

「共同英語與主修日語」 
 

 

 

 

 

 

 

 

 

104 年度計畫：自民國 104 年 1 月至民國 104 年 12 月止 

 

報告撰寫日期：105 年 1 月 14 日



【104 年度 R 表附檔－  強化國際化外語課程－「共同英語與主修日語」】 
 

 -1- 

 

 

目            錄 

 

項   目                                                                             頁  碼 

一、 整體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 2 

二、 改進教學計畫及提升教學品質相關配套措施 ......................................................................................... 3 

三、 年度計畫執行內容及成果說明 ................................................................................................................ 4 

（一） 計畫目標 ....................................................................................................................................... 4 

（二） 計畫實施方式 ............................................................................................................................... 5 

（三） 人力運用情形說明 ...................................................................................................................... 10 

（四） 經費運用情形說明（含學校配合款及措施）........................................................................... 11 

（五）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 ...................................................................................................................... 12 

四、 經費收支結算（及學校配合款） ........................................................................................................... 50 

五、 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狀況 ....................................................................................................... 51 

 

雅雯說： 

大家好，本次要寫 104 年 1 到 12 月的執行成果 

1. 我手邊能找到相關資料的已先更新並藍底標示，請同仁自

行斟酌，有需修改或補充資料的地方請直接修改。[目前照

片都未更新喔] 

2. 請同仁看看有提到您負責業務的[全部內容]（其他同仁負責的案

子內容若有提到您負責的項目，也請和該案同仁確定交出的文字。） 

3. 本檔案第四項「經費收支結算」(P.57)將由我負責填寫。 

4. 同仁「有修的地方」請黃底標示。除非整段每個字都改掉

了，不然不要整段都標喔。 

5. 相關格式（A3 大小、字間距、行高、字體大小 16、14 級等）我已統一

設定，同仁無須再改，若需自行印出請記得選印成「A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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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整體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雅雯：本部分（整體計畫執行成果摘要）即為「R表」第 1項「計畫執行成果摘要」】 

英文方面： 

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校性共通英文課程，為幫助學生分入適合其程度之「英文（二）」級數，於 104 年 4 月 27 至 5

月 8 日舉辦「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共有 2443 名學生參加。考試成績佔「英文（一）」課程學期總成績 10%，

並作為「英文（二）」分班依據。除了全校性共同科目必修課程「英文（一）」、「英文（二）」以及補救課程「深耕英

文 I」、「深耕英文 II」之外，為幫助學生提升職場競爭力，語言教學中心更進一步開設實用英語學程，提供多元的課

程內容，修習學生踴躍，104 年度共有 661 人次學生修讀課程，並舉辦 2 場學習講座，共有 66 名師生參加。 

 
而在推動外語自學的策略上，購置線上外語學習軟體，讓學習者能夠自由運用，增加練習英語機會，104 年度該平台

累計點閱約 17 萬人次。同時，語言教學中心致力於推廣外語自學活動，注重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學」（learning how to 

learn）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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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實際執行面上，以自學菁英學生來擔任種

子人員（motivator），藉由同儕或近同儕模範所產生的社會媒介動機（socially-mediated motivation），提升學生自主學

習外語的風氣。104 年度共計成立外語自學小組 61 組，吸引 448 人次學生參加；舉辦語言學習系列講座 36 場，總計

參加人數達 1627 人，整體滿意度為 91%。此外，為提供更多元的學習管道，讓學生在課餘時間也能接受老師的專業

輔導，語言教學中心專任教師利用中午午休時段或第 9 節開設「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課程，總計 104 年度共有 11

位老師投入「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總計開設 21 門課程，參與學生數達 1103 人次。同時，語言教學中心透過「東

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幫助學生了解並善用學校提供的各項英語學習資源，104 年度發放「英文（一）」76 班，共 2655

名學生領取。此外，學生可利用「外語學習護照」訂定學習計畫，透過參加語言教學中心所舉辦的各類學習講座、至

外語自學室使用學習教材等方式，隨時記錄、檢視學習歷程，逐步累積外語實力。104 年度針對「英文（一）」、「日

文（一）」、「德文（一）」班級發放，共計有 2523 名學生領取。為更進一步鼓勵學生經由「外語學習護照」實踐學習

計畫，舉辦學習獎勵活動，104 年度共有 39 名學生獲獎。 

 

關鍵詞： 

英文能力檢測、實用英語學程、學習平台、線上課程、VOD、學習者自主（learner autonomy）、學習者訓練（learner 

training）、外語自學小組（self-help group learning）、語言學習、外語自學室、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東吳大學英語學

習手冊、外語學習護照 
 

計畫聯絡人：傅雅雯 

聯絡方式：  1.電話：2881-9471 轉 6465 

2.電子郵件：ashanti@scu.edu.tw 

日文方面： 

為輔導本系學生通過畢業門檻——日本語能力試驗 N2 級別，同時提供全校修習日語課程之學生加強日語實力之機

會，日本語文學系於 102 年開設了 N1 以及 N2 級別之日檢輔導班以提高學生學習動機、協助學生解決日語學習之困

難，並進一步使其先行掌握出題趨勢，提升應考技巧。104 年 4、5 月開設了「日檢輔導班」N1、N2 兩班，該輔導班

共計安排了 16 門課程，課程主題囊括「言語知識」、「聽解」、「讀解」以及「解題技巧」等，藉由主題式且精緻化的

訓練，提升學生日語能力。而為因應 104 學年度起畢業門檻調整為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級別，104 年 11 月開設之輔導

班調整為僅開設 N1 輔導班共 4 次課程。104 年 4、5 月 N1 輔導班參與人數為 51 位；104 年 4、5 月 N2 輔導班參與人

數為 158 位。104 年 11 月 N1 輔導班參與人數為 61 位，從未缺席的同學接近 50%。近 90%的同學認為 104 年 11 月

N1 輔導班符合當初報名時對課程的期待；透過參與此課程，近 98%的同學認為更加精進了自身的日語閱讀能力，62%

的同學認為日語聽力能力有所提升。 

此外，課程結束後更安排了日檢模擬試驗，幫助學生追蹤自身的學習成效，並增加對於新制日檢之應考經驗。學生參

與 104 年 4、5 月 N1 輔導班教學課程終了後所施行的模擬測驗之成績普遍提升，答對率均有 50%以上，另外，聽解

的答對率也在 70%以上；而參與 104 年 4、5 月 N2 輔導班教學課後模擬測驗之成績平均答對率已接近 60%。從學生

參與輔導教學課程終了後所施行的模擬測驗之答題正確率，可看出本輔導班已達到預期成果標準。而通過各級日本語

能力試驗之學生人也有顯著的增加。另外，透過課後之問卷調查可了解到，學生認為開設此輔導班有助於精進自我語

言能力及準備考試頗有實質的幫助，本系學生對於通過畢業門檻也更具信心。 

 

關鍵詞：日本語能力試驗 

計畫聯絡人：林芳瑜 

聯絡方式：1.電話：2881-9471 轉 6526  

2.電子郵件：yu6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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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方面： 

（一） 辦理「實用英語學程」： 

由語言教學中心專兼任老師擔任本學程授課老師，鼓勵教師以全英文授課，且不准旁聽以確保授課品質，每

門課程皆設定內容綱要並提供「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手冊讓授課教師參考；授課教材則由教師挑選市售教材

或自行準備適合學生程度之教材。授課教室備有電腦、投影機等多媒體環境，可讓教師發揮其教材的媒體特

性。本學程搭配語言教學中心所建置之學習資源及線上英語學習與測驗平台，提供學生作為英語學習進修的

資源。同時本學程每學期舉辦 1 次教學工作坊，讓教師彼此交流分享授課技巧與心得。 

（二） 「充實外語自學軟體」： 

語言教學中心持續推廣受使用者歡迎的《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學習平台。本平台學期間每月約有 1.2

～1.5 萬使用人次，本中心持續每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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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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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舉辦「資源使用說明會」1 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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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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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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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電算中心機房同仁儘速恢復正常運作。 

（三） 「推動學生自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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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發展學生自我導向學習能力（self-directed learning），成立 61 組外語自學小組，參加人數達 448 人，

執行成效為原訂計畫的 1.5 倍。依據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反應問卷，97%的學生自評參與自學小組後在外語

方面有進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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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場外語自學室導覽、學習加油站及資源

體驗會等講座活動，並針對多益閱讀應試技巧提供 22 小時訓練課程以及 6 次聽力閱讀模擬試題試做會。

總計 104 年度共 1,627 人參加兩校區外語自學室講座，執行成果成長 24%。 

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透過舉辦多元化的外語自學活動，推廣語言自學資源（包含國際性英、日語檢定模擬試

題、優良英語自學雜誌素材等等），協助學生設定階段性目標，安排自學進度，以提升語言能力。總計 104

年度外語自學室教材借閱率達 18,496 人次（雙溪 15,479 人次∕城中 3,017 人次）。 

（四） 推動「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教師提供英文輔導，分別於雙溪及城中校區開設英文文法、會話、聽力、職場等各項主題

課程。 

（五） 編纂「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104 年 9～10 月發放「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給所有入學新生，更進一步委請任課老師指導學生使用本手

冊。12 月實施滿意度問卷調查，藉由了解使用心得，持續收集更新手冊資訊，以達到貼近使用者需求之最大

效益。 

（六）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 

透過「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檢視學生修習「英文（一）」課程近一學年所學，同時以此測驗成績作

為「英文（二）」分班依據。 

（七） 編製「外語學習護照」： 

語言教學中心提供實用的外語學習講座、內容豐富的「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多元的外語學習教材和線上

學習資源，為了鼓勵學生學習外語並養成自學習慣，辦理「外語學習護照」活動，讓學生能透過護照的指引，

規劃並實行個人外語自學計畫，經由參加學習活動的紀錄，掌握外語自學歷程，更進一步善加利用學校提供

的外語學習資源及環境，培植外語能力。相關措施如下： 

1. 多元的學習－結合語言教學中心外語學習講座、「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外語自學室多媒體教材（含語

音教材、影片欣賞及線上學習與測驗）及有聲書籍四大類學習項目，學生可針對自己的學習興趣或學習

弱點選擇合適的活動或教材，搭配「外語學習護照」學習，依照自我的時間、欲學習的內容彈性規劃，

掌握學習進度。 

2. 培養外語自學的習慣－學生可參考「外語學習護照」訂定學習計畫。透過至外語自學室使用學習教材、

參加語言教學中心所舉辦的「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及各類外語學習講座等方式，隨時記錄、檢視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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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逐步累積外語實力，豐富自己的外語學習履歷。 

3. 學習獎勵－為了強化學習動機，鼓勵學習者實踐外語自學規畫，語言教學中心每學期舉辦競賽活動，獎

勵學習者在外語自學上持續的努力，並能繼續朝向自學目標邁進。 

 

日文方面： 

N1、N2「日檢輔導班」與日語能力檢定模擬測驗： 

為輔導本系學生通過畢業門檻——N1、N2 日本語能力試驗，並提供全校修習日語科目之同學有提升日語能力及新

制日檢應試技巧之機會，日本語文學系開設 N1、N2 級數之「日檢輔導班」。本輔導班延攬本系教學優良之教師擔

任授課老師，藉由主題式的課程訓練，提升學生日語「聽」、「說」、「讀」、「寫」之能力，並加強其日檢考題之作

答技巧。此外，本系於課程結束後舉辦日語能力檢定模擬測驗，學生可藉由本模擬測驗了解自身程度並熟稔日本

語能力試驗之題型。 

 

三、 年度計畫執行內容及成果說明 

（一） 計畫目標 

1. 辦理「實用英語學程」： 

「實用英語學程」以強化學生英文專業知能為訴求，期望透過課程與實務專業演講安排，強化學

生英語文競爭力，同時增加國際觀與社會認知，培養思考與判斷能力。  

2. 「充實外語自學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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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英語學習素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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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推動學生自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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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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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推動「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 

「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旨在提升東吳大學學生英語聽、說、讀、寫能力，以通過校定英語能力畢業標

準。為能滿足學生個別學習需求，語言教學中心專任教師特別針對全校學生提供課外輔導，藉由推動「主

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學生可善加利用課餘時間，參加多元化的英語學習活動，進而加強個人英文能力。  

5. 編纂「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語言教學中心為能協助大一新生熟悉學校提供的各項英語學習資源，以利其做好學習規畫，於「英文（一）」

課程中發放「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並由「英文（一）」之授課教師導讀，讓學生能夠掌握重要英文

學習資訊。 

6.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 

語言教學中心每學年第 2 學期第 10、11 週於「英文（一）」班級舉行「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

檢驗學生閱讀及聽力能力，並召開「英文（二）」切分點會議，將學生編入適合其程度的「英文（二）」

級別。 

7. 編製「外語學習護照」： 

透過「外語學習護照」幫助學生了解不同類型的外語學習管道與活動，提供作為規劃外語自學方向的參

考。學生經由自行安排學習內容、學習時間並實際參加活動、練習各類教材，培養自學外語的習慣和能

力。此外，亦能經由「外語學習護照」探索學習面向、自我審視學習進度，幫助學生掌握學習歷程及自

學成果。 

8. N1、N2「日檢輔導班」與日語能力檢定模擬測驗 

「日檢輔導班」以加強學生日語能力，並進一步累積其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之實力為宗旨，透過本戲具

多方面實務教學經驗之優良教師之指導，在訓練學生日語「聽」、「說」、「讀」、「寫」四技能之同時，培

養其對日檢應試之實力，並增加其應考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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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實施方式 

1. 辦理「實用英語學程」： 

「實用英語學程」透過語言學習、跨文化知識、人際溝通、職場溝通、會議簡報等 10 門課程強化既

定之教育目標。正規課程之外，亦設計學習講座、教學工作坊、教師手冊及課程問卷等相關配套措

施。  

(1) 舉辦「實用英語學程」講座，邀請業界職人和學有專精的老師前來演講，分享英語工作經驗和

學習策略等，擴展學生眼界及觀念。  

(2) 舉辦教學工作坊，讓任課教師藉此平台分享授課經驗與心得。  

(3) 修訂「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手冊，確保授課品質。  

(4) 透過課程問卷，掌握學生對課程內容之需求，提供作為日後課程檢討與修訂之參考。  

 

2. 「充實外語自學軟體」：  

(1) 課程建置 

持續購買《空中英語教室》、《大家說英語》、《彭蒙惠英語》的 VOD/AOD 線上課程，做為《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之學習素材。語言教學中心於每月月底上傳次月影音廣播教學課程，學生搭配

雜誌收聽或收看，達到訓練聽力及增進閱讀之效果。 

(2) 資源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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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空中英語教室講

師針對學生推出資源使用說明會，演講內容涵蓋資源利用與學習經驗分享，提供學生學習英語的策略。 

  

3. 「推動學生自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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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推動「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 

由語言教學中心專任教師利用午休時間或第 9 節，針對各式英語學習需求，開設多元化英語課程，如英

語會話、文法、聽力、職場、旅遊情境英語、口譯、做中學、看影片、影集學英文等，並且採小班制教

學，協助學生提升英語能力。 

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宣傳 

   
【103 學年第 2 學期「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宣傳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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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宣傳 

   

【104 學年第 1 學期「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宣傳文宣】 
 

5. 編纂「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1) 資料蒐集及更新  

持續更新「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內各類學習資訊，蒐集與英文學習相關內容。在課程資訊方面，

為讓同學更了解學校所提供的英文課程，介紹學生必修的「英文（一）」、「英文（二）」及補救課

程「深耕英文 I」、「深耕英文 II」和強調提升職場英文競爭力的「實用英語學程」相關資訊，方便同

學作為修課參考；在本校英文能力畢業標準方面則更新校內、外各大英語檢測包括：「東吳英檢」、

「全民英檢」、「托福」、「多益」及「雅思」等測驗簡介，幫助學生了解並做好語言檢測規畫。另

於 104 年 8 月至 9 月參考相關問卷意見結果，重新編撰「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其內容特別區分

以英文課程、英文畢業標準及各種檢定考試、英文學習資源及師生經驗分享園地等四大單元來介紹，

方便大一新生在東吳學涯中了解相關英語學習的資訊及資源。 

(2) 滿意度問卷調查  

為了解使用者對「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的建議及想法，語言教學中心於 104 年 12 月進行使用者

滿意度問卷調查，共有 24 位老師及 537 名學生參與問卷施測。調查結果顯示 94%授課教師認為手冊

幫助學生了解英文課程相關規定、東吳英文能力畢業標準、學校英語學習資源，會推薦學生使用手冊

以了解英語學習環境，提升英文能力；兩校區 95%的東吳新鮮人認為能透過本手冊的介紹了解東吳英

文課程、東吳英文畢業標準及英文學習資源等重要資訊，95%的學生推薦繼續印製給學弟妹使用，相

當肯定本手冊的參考價值。 

(3) 編製及發放  

語言教學中心編纂 104 學年「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內容包含英文課程、英文能力畢業標準、英

文學習資源及師生經驗分享四大單元，協助新生一進入東吳大學便能了解各項學習資源及資訊。104

學年第 1 學期發放給「英文（一）」76 班授課老師與學生、各學系辦公室及大一導師，總計 2655 本

手冊，亦開放全校師生至兩校區外語自學室自由領取。 



【104 年度 R 表附檔－  強化國際化外語課程－「共同英語與主修日語」】 
 

 -7- 

 

 

  

(4) 宣傳及推廣  

為能有效推廣，語言教學中心利用校園海報宣傳、結合課程推動、運用網路宣傳等手法進行推廣： 

a. 校園海報宣傳、校園公告 

製作手冊發放的宣傳小海報張貼於語言教學中心公布欄及外語自學室並以外語學院通訊報等方式

宣傳，歡迎使用者運用「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自學。                                        

b. 將學習手冊與課程結合 

「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內容包含英文課程介紹、英文能力畢業標準、英文學習資源及師生經

驗分享四大單元，協助新生一進入東吳大學便能了解各項學習資源及資訊，因此選擇在學生大一

必修的「英文（一）」課程發放，希望能幫助新生及早規劃大學四年的英語學習歷程，此外，語言

教學中心亦邀請授課教師推廣，協助學生搭配課程使用本手冊，以收學習效益。 

c. 運用網路宣傳 

為使資源有效利用，於語言教學中心網頁提供「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下載連結。便利使用者

擷取相關學習資訊。 

d. 發放至全校各學系辦公室及一年級各班導師參考，以利輔導選課或提高學習資源利用。 

 

6.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 

(1) 請老師向學生宣傳測驗資訊  

請老師將「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加入「英文（一）」授課大綱，並告知學生測驗之重

要性，務必謹慎應試。  

(2) 利用海報及相關刊物宣傳  

為幫助學生了解考試影響、考試時間、方式及相關注意事項，除了於語言教學中心網頁放置考

試資訊之外，另製作考試要點海報，每學年第 2 學期張貼於兩校區語言教室及語言教學中心公

佈欄。此外，也利用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及外語學院通訊報作為測驗宣傳的平台。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宣傳 

 

 

【外語學院通訊報】「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考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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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宣傳 

 

 

 

 

【語言教學中心網頁】「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考試要點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網】「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介紹 
 

 

(3) 舉行測驗  

每學年第 2 學期第 10、11 週於兩校區「英文（一）」各班舉行「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閱讀

及聽力測驗，由任課老師監考，講解考試規則，並再次重申考試之重要性。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施測情形 

  

測驗名稱：                                          

103 學年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 

測驗時間： 

104 年 4 月 27～5 月 8 日 

參與師生： 

 閱讀測驗－ 

 37 位教師－2442 名學生               

 聽力測驗－  

 37 位教師－2441 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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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績匯出及整理  

測驗週結束後，隨即進行電腦卡讀卡，完成成績整理後，提供紙本予任課老師參考。除作修課

成績 10%之外，亦供老師檢視學生學習近一學年的「英文（一）」課程學習成效。  

(5) 「英文（二）」分班  

語言教學中心主任會同「英文（二）」初、中、高各級召集人召開「英文（二）」切分點會議，依照

學生「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閱讀及聽力考試成績將學生分入適合其程度的「英文（二）」初、

中、高級數，以期學生在符合自己英文實力的班級中能夠有更適才適性的學習發展。 

 

7. 編製「外語學習護照」： 

(1) 多元的學習方案 

為鼓勵學生參與各項外語學習活動，以及善用兩校區外語自學資源與教材，語言教學中心編製「外語

學習護照」，規劃了「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外語自學講座、多媒體教材及有聲書籍四大學習面向，

以提升學生對於外語學習的了解，同時提供學生作為增進外語能力的學習管道。學生可透過每週參加

語言教學中心專業英文教師開設的聽說讀寫等各類「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免費課程，自由選擇學習

主題，逐步累積英文實力；或是參加內容實用的外語學習講座，了解外語學習概念、增進學習的方法，

培養自學外語的能力。此外，亦持續購置實體及線上外語學習資源，提供豐富的學習素材，讓學生能

運用各類型學習教材，加強外語並培養自學外語的習慣。語言教學中心利用英語輔導課程、外語學習

講座、學習資源，構築優質的外語學習環境，並透過「外語學習護照」貫串各類外語學習。學生可經

由活動的記錄，了解個人外語學習脈絡，督促自我持續精進外語能力。 

(2) 於「外文（一）」班級發放 

針對「英文（一）」、「日文（一）」、「德文（一）」班級發放「外語學習護照」，讓學生在大一即能了解

增進外語的方式，以及早規劃自我的外語學習，善用學校提供的免費學習資源，培植外語實力。同時，

語言教學中心亦邀請授課教師向學生推薦「外語學習護照」活動，以「外文（一）」課程為出發點，

進而能幫助學生了解外語學習素材並增加學習機會。 

(3) 學習獎勵 

為勉勵努力向學的學生，語言教學中心舉辦學習獎勵活動，學生參加學習活動或運用學習資源，除了

增進自身外語能力，累積學習點數於學期末可申請學習獎勵，提升學習動力及自信心，更肯定學生一

學期以來的持續努力。透過「外語學習護照」，學生能回顧學習過程並規劃之後的學習路徑，幫助培

養自學的精神和建立良好的學習習慣。 

 

8. N1、N2「日檢輔導班」與日語能力檢定模擬測驗： 

日本語文學系開設 N1 級 N2 級別之「日檢輔導班」。該輔導班每年開兩期，每期安排 8 門課程，共計

16 門課程。課程主題囊括「言語知識」、「聽解」「讀解」以及「解題技巧」，利用主題式內容增加學生對

新制日檢之題型熟稔度。此外，本系於課程結束後另安排了「日檢模擬試驗」，藉由本模擬試驗，可讓學

生熟知自身日語實力，了解自己日檢應試之弱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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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力運用情形說明 

英文方面：  

「強化國際化外語課程－『共同英語與主修日語』」英文相關業務的規劃與實施由語言教學中心主任督導。在

課程方面，語言教學中心辦理「實用英語學程」選課、舉辦教師會議、教學工作坊、講座活動及實施課

程問卷等相關課務。為能幫助「英文（一）」學生依照其程度分入「英文（二）」初、中、高級別，執行「大

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工作內容包含試前班級資料彙整、考題分裝、考試宣傳、考試週相關試務、後

續讀卡工作及召開切分點會議，以完成「英文（二）」分班。 

在教材建置方面，為提供多元的外語學習教材，除添購實體學習教材外，同時購置及維護線上外語自學

軟體平台、舉辦資源使用說明會、排解平台使用問題並上傳《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大家說英語、空中

英語教室、Advanced 每日線上即時影音教學課程。 

舉辦活動方面：語言教學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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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亦規劃「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由 11 位專任教師於中午或第 9 節時

間進行英文輔導，幫助學生於課餘時間增進英文實力。 

為幫助學生了解及使用語言教學中心提供的各項外語學習措施，持續蒐集「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各單元

內容異動資訊並逐頁編修更新、以容易閱讀為前提編修版面，並對雙溪校區、城中校區「英文（一）」師生實

施隨機抽樣滿意度調查及彙整結果，以幫助語言教學中心編撰出更貼近使用者需求的「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

冊」。另編印「外語學習護照」，針對「英文（一）」、「日文（一）」、「德文（一）」班級發放、邀請授課老師

協助向學生推廣學習活動、舉辦學習集點活動、開放獎勵申請，以鼓勵學生參加學習活動、善用資源，強化

外語能力。 

 

日文方面： 

N1、N2「日檢輔導班」之相關業務執行由日文系系主任督導，系辦公室方面則負責課前宣傳、安排授課教師

以及規劃課程時間表。此外於每週協助教師準備課程講義，並於課程結束後進行滿意度問卷施測。 

日語能力檢定模擬測驗則由本系專業教師出題，系辦公室完成施測及事後批改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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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運用情形說明（含學校配合款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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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核銷業務、彙整並上傳相關訊

息至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網、撰寫並彙整報告等。  

業務費 

二代健保

補充保費 
每月雇主負擔所得稅代號 50 之薪資補充保費。 

工讀費 工讀生負責「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教室借還鑰匙、麥克風、統計問卷資料。 

演講費 邀請講者演講「實用英語學程」學習講座。 

印刷費 
印製「實用英語學程」講座海報、外語自學小組長培訓資料、外語自學活動講義、「外語

自學手札」、「外語學習護照」、「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及師生問卷。 

對學生之

獎助 
外語自學小組及「外語學習護照」獲獎學生獎勵。 

配合款 補助參與「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的專任教師。 

離職儲金 專任助理之離職儲金。 

講座 

鐘點費 
「日檢輔導班」授課教師之講座鐘點費。 

雜支  
用於購買「外語自學活動」、「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外語學習護照」及「大一新生英

文能力分班檢測」所需之文具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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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彭蒙惠英語 AOD 當月線上影音教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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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年度計畫執行成果 

1. 辦理「實用英語學程」： 

(1) 申請人數  

以申請人數來看，101 年為 133 人、102 年為 176 人，103 年為 155 人，104 年為 110 人，各科目修課學

生大多滿班，而學年修讀人數如下：99 學年為 635 人，100 學年為 705 人，101 學年 675 人，102

學年 749 人，103 學年 721 人，104 學年第 1 學期修讀人數則為 361 人。 

 

 
 

(2) 檢討課程及排課機制貼近學習需求  

「實用英語學程」由 10 門課程組成，內容涵蓋英語聽、說、讀、寫、譯等能力訓練，並包含中外

文化議題、英文專題等實用課程，為求授課品質，每門科目設定限修人數且不准旁聽。98 學年試

辦期間，因《英文報刊閱讀》與《英文專題討論》兩門科目性質相近，皆以時事為主題，故於 99

學年第 2 學期決議於 100 學年以《職場溝通英語》取代《英文報刊閱讀》；且因《英文報刊閱讀》

原為擋修課群的基礎課，屬閱讀討論性質，而新推出的《職場溝通英語》，強調職場應對口語能力，

無法對應到筆譯為主的擋修進階課《實用翻譯》。故 100 學年起，原相關擋修規定－3 門基礎課擋

修 3 門進階課程，修改為 2 門基礎課擋修 2 門進階課。此外，亦將擋修課群之基礎課與進階課分

別排入上下學期同一時段，便利 100 學年學生修讀。101 學年則將 2 門科目名稱更名，以更貼近實

際授課內容，分別是《實用翻譯》更名為《實用英文翻譯》，《聽力技巧訓練》更名為《英語聽力

技巧訓練》。102 學年維持調整後的現狀，繼續執行；103 學年則於「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會議中

討論部分科目名稱及授課內容修訂。  

 

(3) 舉辦「實用英語學程」學習講座  

為使本學程學生能接觸到職場實際經驗，本學程舉辦「實用英語學程」學習講座，邀請業界職人

和學有專精的老師前來演講，分享英語工作經驗和學習策略等，以擴展學生眼界及觀念。104 年舉

辦 2 場講座，共 66 名師生參加，相關場次資料如下：  
 

日期  講題  講者  
參加  

人數  

104 年 5 月 20 日  
外商職場 6 大密技—開心工作的祕方  

Hire Me – When It Comes to CAREER Choice 
林香苓女士  25 人  

104 年 12 月 2 日  學翻譯…增進職場競爭力  林宜瑄老師  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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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英語學程」－學習講座 

 

 

 

講座主題： 

外商職場 6 大密技—開心工作的祕方  

Hire Me – When It Comes to CAREER Choice        

講座日期：104 年 5 月 20 日 

講    者：林香苓女士  
 

 

「實用英語學程」－學習講座 

 

 

 

講座主題：學翻譯…增進職場競爭力  

講座日期：104 年 12 月 2 日 

講    者：林宜瑄老師  
 

 

(4) 舉辦教師成長相關講座  

教師成長與授課方面，104 年舉辦 2 場教學工作坊共計教師 24 人次參與，分享教學技巧應用及意

見交流。其中第二場是按「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於教師會議決議，首次採小組討論方式進行。透

過工作坊活動，讓教師可以彼此交流授課經驗與心得。舉辦地點皆在雙溪校區，活動場次資料如

下：  

日期  講題  講者  參加人數  

104 年 6 月 17 日  
Panel Discussion: 
Sharing of Teaching on Applied English Program 

葉靜娥   6 人  

104 年 12 月 23 日  

1. Enhancing EFL College Students' Oral Competence- 
   Introducing the 1234 Speech Activity 

2. ESP English Elite Program（ESP 專業英語菁英學分學程） 

藍蕾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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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成長相關講座 

 

講座主題：Panel Discussion:Sharing of Teaching on Applied English Program 

講座日期：104 年 6 月 17 日 

講    者：葉靜娥老師  
 

 

「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成長相關講座 
    

 

 

 

講座主題： 

1. Enhancing EFL College Students' Oral Competence- Introducing the 1234 Speech  
   Activity 

2. ESP English Elite Program ( ESP 專業英語菁英學分學程) 

講座日期：104 年 12 月 23 日  

講    者：語言教學中心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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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更新「實用英語學程」教師手冊  

為確保授課品質一致，本學程每學年按實際執行狀況所遇到的問題撰寫及修訂「實用英語學程」

教師手冊，讓全體任課老師遵循一致的規範，按授課內容大綱進行授課。  

 

(6) 實施課程問卷掌握學生需求，以利未來課程規劃參考  

為掌握學生學習需求意向，本學程於每學期末執行課程問卷評量，從四個面向了解學生對「實用英

語學程」的評量和意見：  

a. 課程規劃：了解學生對擋修機制、修讀資格、雙軌制修讀方式的想法。  

b. 課程授課品質：了解學生對職能需求、師資專業、學程整體課程的滿意度。  

c. 資源提供：了解講座舉辦對學生專業能力之提升與幫助。  

d. 看法與建議：了解學生對本學程提出的意見和建議。  

 
104 年共舉辦 2 次課程問卷評量，調查結果顯示 73%受測學生認為每學期輪流於兩校區舉辦講座，邀請業

界師資前來講演，可增加對業界現況的瞭解。74%的學生會推薦其他同學修讀「實用英語學程」課程。 

 

 

2. 「充實外語自學軟體」：  

(1) 舉辦資源使用說明會 

語言教學中心舉辦資源使用說明會，邀請線上平台廠商前來演講教學講座，主題主要以線上平台使用

說明及如何讓英語與生活結合，以利學生了解教學資源，且更有效運用。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說明會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說明會海報 

 

 

 

 
 

講師啟發學生學習英語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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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網路資源學習英語 
 

講師說明如何利用《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 

 

(2) 記錄使用人次 

每月月初均記錄上一個月使用人次，104 年度每月平均 14275 人次使用。以 104 年學生數 15428 人而

言（數據來源：註冊課務組網頁統計數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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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目前學生學習英文之重要資源。 

 

3. 「推動學生自學方案」： 

(1) 舉辦外語自學小組 

a. 語言教學中心為協助學習者培養自律學習外語的能力，每學期於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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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期和第 27 期（103 學年第 2 學期

至 104 學年第 1 學期）兩校區共成立 61 組外語自學小組，其中英文 46 組、日文 15 組，合計

448 人（雙溪參加學生有 269 人，城中參加學生有 179 人）。 

b. 外語自學小組長培訓機制：103 學年第 2 學期培訓重點為「如何創造組員的成就感與自信心」，

透過小組長的分享，一窺組員如何透過實際執行自學計畫，從中提升學習的成就感與自信心；

104 學年第 1 學期則聚焦在「Autonomy-building through Group Activities: 培養自主能力的小組

活動」，探討如何以小組學習激發並活化學習方法，培養組員實際運用語言的能力。兩學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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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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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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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提升小組的凝聚力也有正

向效益。104 年度 Facebook 社群互動內容瀏覽次數高達 114,517 次（雙溪粉絲專頁 66,194 次，

城中粉絲專頁 48,323 次）。 

d. 每學期第 17 週為外語自學小組成果互評週（Peer Review Week），第 26、27 期外語自學小組

成果互評會分別在 104 年 6 月 15 日至 18 日、104 年 12 月 28 日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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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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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6 月 29 日舉行

「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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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辦專題座談－「如何創造組員的成就感與自信心」，由兩校區服務優良之資深外

語自學小組長進行座談，與會小組長報告為了提升學習者的成就與自信，對活動設計的創意

思維。「第 27 期外語自學小組成果發表會」訂於 105 年 1 月 11 日舉行，邀請第 9 期至第 12

期外語自學小組長李育萱學姐（97 級日文系校友）進行專題演講，分享在學時透過領導外語

自學小組，培養「語言、人際、組織、應變」等 4 種能力，爾後至芬蘭留學，並投身文創產

業，將台灣茶飲行銷至北歐等一連串發揮國際移動力的經驗，皆因參與外語自學小組活動而

奠定基礎能力，藉以鼓勵學弟妹持續進行小組合作學習。 

f. 第 26 期及第 27 期參加外語自學小組活動達成全勤者共有 277 人，全勤率有 62%，較前一年

成長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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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依據外語自學小組問卷調查，參加學生反應非常良好，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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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的組員偏好社群學習的方式，而來參加小組。受訪者

中，98%的人一致認為在外語自學小組可以經常得到練習的機會；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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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接受問卷調查的組員 97%都感受到參加自學小組之後，在外語方面有進步。據問卷調查

顯示，參加外語自學小組的學生，約 55%的學生每週外語學習時數增加 1-3 小時，更有 27%

的學生每週因此增加 3-5 小時或 5 小時以上的學習時數。在質性績效上，學生表示小組長積極

的自學態度及有效的學習策略帶給他們正面的影響，不僅補強平時課堂上練習不足的語言技

巧，並提升了學習動機。 

外語自學小組活動回饋問卷結果： 

98 97 98 97 9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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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C-6 C-12 C-13 C-14 C-15

同意

不同意

 

 

 

 

 

 

外語自學小組組員每週增加外語學習時數之情形： 

5小時以上

3-5小時

1-3小時

1小時以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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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兩校區外語自

學室的教材借閱高達 18,496 人次（雙溪 15,479 人次，城中 3,017 人次）。 

兩校區校區辦理情形 

 

C-2 參加外語自學小組，我經常得到練習的機會。 

C-6 外語自學小組協助我養成自律學習的習慣。 

C-12 我覺得小組長提供的學習經驗或建議對我有幫助。 

C-13 參加外語自學小組之後，我增加使用外語自學室之機會。 

C-14 參加外語自學小組之後，我開始在課餘進行外語自學。 

C-15 參加外語自學小組之後，我在外語方面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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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校區校區辦理情形 

  

兩校區外語自學小組合作學習情形 

 

104 年 6 月 29 日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成果發表會 
 

 

 

 

105 年 1 月 11 日第 27 期外語自學小組成果發表會 

 

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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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即時通  

 
（中級） 

每週一 

13:30 
∣ 

15:20 
 

G202 

阮怡蓁 

中三 B 

「說」與「寫」是與人溝通很重要的一環，本組著重於

口說與寫作的部分。 

【說】培養能夠對於雜誌中的議題，用英文口說的方式

與他人分享。每週讀一篇雜誌，組員輪流負責講解單字

片語的用法，增加自己的閱讀速度以及對英文的熟悉

感，並用英文討論與文章主題相關的議題。 

【寫】透過每週主題式的英文寫作技巧分析，介紹英文

寫作的常用文體，循序漸進地介紹英文寫作的常用規

則，增強寫作能力。 

【主題式會話】隔週會進行主題式生活英語會話，每次

主題皆不同，可以接觸到更多不同情境下的英文會話，

提升口說的能力。 

【Song Time】利用英文歌曲的欣賞與朗讀，提升對聽力

1. 東吳英檢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聽說英文

TED 了沒」自學小組。 

3. 英文輔系並修習實用英語學

程。 

4. 學習興趣：(1)透過唱誦英文

歌，學習發音。(2)看各類英文

影集，了解 native speakers 對

話情境。(3)休閒時於網路上閱

讀與生活有關的有趣英文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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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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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練習，矯正發音，分享對歌曲情境的感覺，進而加強

口說技巧。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各類英文雜誌: 互動英語、實用/活用空中美語、空

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英語、CNN 互動英語、EZ TALK 美

語會話誌等 

 與寫作相關的書籍 

帶著英文 

去旅行 

Let’s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中級以上） 

每週一 

15:40 
∣ 

17:20 
 

G202-1 

錢承楨 

中四 C 

★主要著重「口說能力」，以「雜誌」及「電影」作為討

論教材。 

☆活動一【電影分享】：練習以全英文闡述心得，發表介

紹自己喜愛的電影。（安排 Presentation） 

☆活動二【環遊世界 Let’s Go】：從雜誌中挑選介紹國家

的文章來分享，並製作學習單，帶領全組身歷其境！（講

究創意） 

★本組帶您透過「自評」及「互評」活動，看見自己的

成長。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DVD 電影、英文雜誌、有聲書等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1 期「歡樂合唱

團」、第 22 期「英文花路米」、

第 23 期「推理行不行」、第 24

期「推理一定行」及第 25 期「英

文開麥拉」等自學小組。 

2. 擔任 103 學年第一學期雙溪外

語自學室講座「認識外語自學

室」主講人。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

員。 

4. 東吳英檢通過。 

5. 修讀實用英語學程。 

6. 學習興趣： 

(1) 喜歡看美國影集、電影，藉

此練習發音及語調。 

(2) 常聽英文歌曲，以增進聽力   

與字彙之能力。 

(3) 利用課餘時間至外語自學

室，翻閱雜誌及做線上測驗

等。 

多益讀書會 

TOEIC Study 
Group 

 
（中級以上） 

每週一 

15:30 
∣ 

17:00 
 

G402 

張郁文 

英延 B 

☆活動內容: 

【聽】每週組員從雜誌中選擇喜歡的且和多益主題相關

的文章，製作學習單，帶領其他組員做聽力練習並講解。 

【多益讀書會】藉由每週小組聚會，目標為讀完一本

「NEW TOEIC 多益題庫大全」，每位組員必須製作重點整

理和學習單並出相關的題目，帶著其他成員導讀、寫題

目並檢討。 

【口說練習】會依照多益口說測驗的形式做練習，從朗

讀、生活對話、照片解說到意見發表，循序漸進的練習

語感，進而培養口語表達能力。此外，可從練習記錄他

人對話內容增進聽寫能力唷！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各類多益教材: 

黃金認證 NEW TOEIC 新多益口說題庫解析 

NEW TOEIC 新多益閱讀題庫大全 

NEW TOEIC 新多益題庫解析 

NEW TOEIC TEST 金色證書 模擬測驗 1、2、3 

TOEIC 多益常考字彙&片語 

 各類英語雜誌: 

CNN 互動英語 新聞 

BIZ 互動英語 職場 

1. 多益 830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3 期「學英文

趣」、第 24 期「大家學英語」

及第 25 期「進擊的多益」等自

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

員。 

4. 擔任 102 學年第一學期及 103

學年第一學期雙溪外語自學室

講座「如何準備多益測驗」主

講人。 

5. 目前擔任補習班國、高中英文

老師。 

6. 曾任東吳大學 2013 寒假菲律

賓 Olango 國際志工服務隊教

育閱讀組組長、第三、四屆國

際志工社副社長。 

7. 學習興趣：看電影和影集、英

語雜誌、翻譯文學、英文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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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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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ALL+ 中高級 

哈拉會話英語 

 
（中級） 

每週二 

13:30 
∣ 

15:20 
 

G202-1 

盧鈺婷 

中四 C 

1. 透過資源的運用訓練日常口說能力。 

2. 以多元有趣的進行方式提升組員自我學習的興趣。 

3. 日常生活對話→自我想法表達 

4. 每週不同主題，依照組員喜好提升學習興趣。(電影、

時尚、旅遊、娛樂、歌曲…..等) 

(1) 影集運用：劇情討論，重點摘要。 

(2) 歌曲演唱：字彙學習，用語表達。 

(3) 讀有聲書：訓練聽力，學習發音。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電影 /影集、有聲書、雜誌

(LiveABC,ALL+,彭蒙惠英語)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影集趣味

學」自學小組。 

2. 學習興趣： 

(1) 歐美影集與電影--學習發音

和語調 

(2) 閱讀英文雜誌與小說--閱讀

能力、字彙補充 

(3) 喜愛聽英文歌曲 --聽力技

巧、字彙表達 

爆米花俱樂部 

Popcorn Club 

每週三 

10:10 
∣ 

12:00 
 

G202-1 

黃湘芸 

英四 C 

本組使用字幕學習法，將英文對白嵌入生活! 

學習目標: 

1. 看影片不用字幕，就能聽懂! 

2. 建立生活英語對白手冊，作為可信手拈來的

database! 
3. 不只欣賞影片，還要創造屬於自己的劇本! 

P.S. 字幕學習法主要是針對聽力和口說的訓練，組員自 

行擷取對白片段後，會作實際的對談練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影集、影片 

1. 多益 820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播 FUN

影音 NEWS」自學小組。 

3. 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

詢員。 

4. 現任國際人權組織新聞翻譯志

工。 

5. 2014 台北國際拳擊公開賽賽

會轉播組志工。 

6. 2013-2014 台北城市盃 Hills 

Junior Open 青少年高爾夫球

公開賽賽會司儀。 

7. 2013 高雄國際現代五項競賽

賽會轉播及隨身翻譯志工。 

8. 曾任職兩年家教補習班英語老

師。 

9. 學習興趣： 

(1) 喜歡看美國影集、外語電

影、英文小說，增進字彙及

會話能力。 

(2) 常利用 ICRT、英語雜誌、

YouTube 作聽力練習。 

聽力多一點 

 
（初級） 

每週三 

13:30 
∣ 

15:20 
 

G202 

許詩婕 

中碩二 

 學習主題 

以多益聽力的模擬題目學習技巧，並搭配主題性活動

與練習，增強聽力。 

 活動規劃 

1. 多益聽力的「技巧學習與練習」 

(1) 每一種聽力題型，會安排兩次聚會來進行。 

(2) 「技巧學習」由當週負責組員準備學習單(第二週

決定)。 

(3) 「練習題目」由其餘組員來挑選，每人選出聽力

2 題（其中 1 題為複習題）。 

2. 主題性的閱讀、會話與活動 

(1) 確定 5-10 個主題，組長會安排每週的主題(第一週

決定)。 

(2) 組員事先各自挑選雜誌短文 1 篇，並分享閱讀時

所查出的 5 個單字。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19 期「Have 

Fun」、第 20 期「閱讀大作戰」、

第 21 期「英文歡樂行」、第 22

期「多益 Try and Go」、第 23

期「電影齊步 GO」、第 24 期

「多益尋寶去」及第 25 期「英

檢尋寶趣」等自學小組。 

2. 東吳英檢通過。 

3. 學習興趣： 

(1) 在日常生活中，會利用英文

歌曲來練習聽力技巧，並且

以線上英檢測驗檢驗成果。 

(2) 以自己喜歡看的影集、電

影，來學習發音語調、單



【104 年度 R 表附檔－  強化國際化外語課程－「共同英語與主修日語」】 
 

 -21- 

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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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平日練習」 → 延伸聚會時「對話練習」 

(4) 小活動：聽力-我唸你聽、記憶大考驗；閱讀-單

字試一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外語自學室的多益模擬考題、聽力技巧練習教材，

如：CDET329.SB、CDET285.SB、CDET30902.SB 

2. 英文雜誌（中級、中高級）的文章 

3. 英文文法、單字書 

字、文法，例如：Friends

影集、CSI 影集、達文西密

碼等電影。 

(3) 培養主動學習英文的態

度，喜歡輕鬆而不隨便的心

態。 

英倫兵工廠 

IELTS Arsenal 
 

（歡迎計畫考

IELTS 或 TOEFL

的同學參加，

中級以上。） 

每週四 

10:20 
∣ 

12:00 
 

G202 

林怡廷 

中四 C 

【本組專攻英檢考生的弱點，沒有懶惰的藉口】(IELTS、

TOEFL 也適用！) 

口說：一對一口說練習，練習全英文播報現場情況。 

聽力：打造全英文環境。 

閱讀：閱讀長篇文章。 

字彙量：每週背至少 20 個單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雅思  IELTS 核心字彙大全

(CDEI08202.SB)、IELTS 聽力測驗(CDEI116.SB)，以及所有

雅思相關教材。 

1. 多益 820 分，東吳英檢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1 期「英文補救

小組」、第 22 期「『簡』單『愛』

英文」、第 23 期「初遇法文」、

第 24 期「你說法文嗎？」及第

25 期「英倫衝鋒隊」等自學小

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

員。 

4. 學習興趣： 

(1) 自學英文及法文有許多心

得。曾在地球村補習英文，

覺得許多上課、訓練方式透

過自學小組可以更有效訓

練。 

(2) IELTS 目標 7.0。 

哈拉輕鬆談 

English Chat 
Time 

 
（中級） 

每週四 

10:20 
∣ 

12:00 
 

G202-1 

林庭鈺 

工二 A 

1. 採用「主題式」學習，不僅介紹相關主題之單字與片

語，同時搭配兩題相關口說題目，將所學運用於口說。 

2. 每週與不同夥伴進行口說練習，除了培養聆聽能力，

透過口頭對話達到提問與回答的能力，更藉由記錄文

字，進行文法與用詞修正。 

3. 每週安排課餘時間前往外語自學室，尋找與每週主題

相關的延伸閱讀，進行筆記與心得紀錄，達到完整學

習的成效！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雅思[口說聽力]高分指南、各類英

文雜誌、各類文法書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閱讀多益

點」自學小組。 

2.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3. 曾擔任 2014 富邦文教基金會

「青少年發聲創意影像工作

坊」隊輔。 

4. 學習興趣：英文雜誌、電影、

VOICETUBE-看影片學英語、喜

歡自組讀書會。 

旅行者們 

The Travelers 
 

（中級） 

每週四 

13:30 
∣ 

15:10 
 

G202-1 

劉宣欣 

英二 C 

一邊學習旅遊相關英文，一邊了解各國文化風情… 

藉由組員之間的交流介紹，我們像是遨遊各地的旅行者

們，從出發到抵達，由我們一手規劃，走訪世界。 

<聽>--聆聽他人並吸收精進 

<說>--上台介紹旅遊行程及情境式對話 

<讀>--旅遊相關文章閱讀 

<寫>--每週心得分享回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類雜誌 

1.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多益 730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聽說心電

影」自學小組。 

3. 2014.08.14-16 參加 AIESEC 全

球青年領導力會前高峰會。 

4. 學習興趣：喜歡藉由參加活動

拓展視野，喜歡聽歌、看電影

練習英文聽力！ 

物語系日文 

 
（適合程度：

N4-N3） 

每週一 

15:30 
∣ 

17:10 

吳昇卉 

日二 C 

主要內容： 

1. 藉由網路資源(福娘故事網)，以朗讀及填空方式由組

員介紹與分享自己所喜歡的日本經典故事。 

2. 以簡短對話編寫，刺激的日語詞彙接龍和形容大挑戰

1. 日檢 N3 通過。 

2. 曾接待日本來台之夏令營學

生。 

3. 學習興趣：藉由音樂、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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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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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2 

等小遊戲，促進組員間的學習動力。 

3. (單週)大家說日語：組員自由編寫對話稿，實際應用

詞彙，並進行錄音練習。(雙週)歌曲分享：組員介紹

自己所喜歡的日文歌曲。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大家說日語系列 

連續劇和各類書籍學習日文。 

小小主播 

大進擊 

 
（適合程度：

N3 以上） 

每週二 

13:30 
∣ 

15:00 
 

G202 

徐愛婷 

日三 B 

藉由分享新聞剪報、觀賞影音新聞、編寫新聞來增進日

文「聽」、「說」、「寫」的技巧。 

【剪報分享】：每週每位組員至外語自學室借閱日文新聞

資料，選擇一篇剪報，小組聚會時在 1 分鐘之內介紹新

聞內容。(讀+說) 

【影音新聞】：每週一位組員在網路上搜尋一篇影音新

聞，在小組聚會時分享影片及單字文法，其他組員在影

片結束後輪流說一句影片大意及感想，最後節選一段進

行跟讀。(聽+說) 

【新聞製作】：以兩週為一單位，第一週先設定新聞主

題，討論播報內容與製作方式(例如：播放 PPT、拍攝影

片或照片說明)，提供相關單字或文法，最後抽籤分配工

作，第二週進行錄製。 

【描述遊戲】：小組長出題，所有組員分成兩組。第一位

組員用日語描述題目給第二位組員，第二位用日語描述

給第三位，依此類推，最後一位猜題目，時限內答對最

多的組別為贏家。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新聞剪報 

1. 日檢 N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複試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3 期「遊戲學日

文」、第 24 期「『聽』『說』日

文超有趣」及第 25 期「我說，

我寫，我征服」等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

員。 

4. 2014 東吳國際超級馬拉松播

報組日文播音。 

5. 高中曾接待日本來台交流學

生。 

6. 曾到日本自助旅行三次。 

7. 學習興趣：大量觀賞全日文節

目，聽日文歌，閱讀日文網路

新聞。 

雜誌延伸讀 

 
（適合程度：

日檢 N3） 

每週二 

15:30 
∣ 

17:20 
 

G202 

李奇峯 

日二 A 

1. 以閱讀和口說的訓練為主要活動。 

2. 使用外語自學室日文雜誌，由組員自選雜誌文章做閱

讀練習。 

3. 每週由指定組員介紹文章，並延伸文章內容報告。 

4. 依照當週雜誌的主題由組長帶領全體組員進行自由

會話。 

5. 每週指派一位組員記錄重點筆記，上傳至臉書，其他

組員則須至臉書完成造句小作業。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地球村等日文雜誌、CD 

1. 日檢 N3 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看日劇，

學聽說」自學小組。 

3. 學習興趣：使用日本影片或歌

曲來學習。 

日語動起來 

 
（適合程度：

必須看得懂五

十音，並能書

寫以及知道五

十音的發音。） 

每週三 

10:10 
∣ 

11:50 
 

G202 

陳姿均 

日二 B 

讀：透過文法講解，了解日文動詞的用法。  

說：講解日常生活會話的基本句型，再以兩兩問答練習，

使其了解會話、句型的運用。  

聽：透過日文動畫，練習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大家的日本語 

2. 新文化日本語 

3. N4 文法書 

4. 影片-櫻桃小丸子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第 25 期英

語自學小組長，領導「職場英

文—我想成為接班人」自學小

組。 

2. 大一時，擔任班級文書長以及

日聽小老師。 

3. 學習興趣：喜歡到外語自學室

觀看英文影集以及練習日檢模

擬試題。 

日語 RPG 

 
（適合程度：

學過一年以上

日文者） 

每週三 

13:30 
∣ 

15:10 
 

G202-1 

袁夢蓮 

日二 C 

藉由影片，精進多方面日語能力(聽力、文法、單字)。 

影片：挑選一部外語自學室的影片，選擇大約 20 分鐘長

的片段給大家觀賞後討論，自行設計填空學習單且詳細

解釋劇情內容。 

劇本：透過創造自己的角色，建立故事的時代背景，構

成人物間的關係，去完成屬於我們自創的故事！透過此

1. 日檢 N1 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學吧！日

本語」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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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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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可以加深對日本各個時代的了解，也可學習平時不

會接觸的單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日劇 DVD 

2. 任何日語相關雜誌、書籍 

4. 曾參加東吳大學高中職日語演

講比賽，獲得「流利獎」。 

5. 具多次日本商品展打工經驗。 

6. 具日本短期留學經驗。 

7. 學習興趣：透過動畫、遊戲、

小說增加自己對於日文聽、讀

能力，也常透過網路活動練習

口說和撰寫文章。 

看日劇 

挖寶趣 

 
（適合程度：

學習日文滿一

年者） 

每週四 

13:30 
∣ 

15:10 
 

G202 

李俞慧 

日二 B 

1. 培養定時關注日本時事的習慣。  

2. 藉由時事討論，增進口說能力。  

3. 利用觀賞日劇及聆聽歌曲，增進日文聽力。  

4. 培養觀賞日劇的興趣，增加置身於全日文環境中的機

會。 

5. 練習上台發表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影片 DVD、書籍教材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日文聽說

大突破」自學小組。 

2. 學習興趣：看日劇學日文。 

日語起步走 

 
（適合程度：

學過五十音的

初學者） 

每週四 

15:40 
∣ 

17:20 
 

G202 

張家瑜 

日二 C 

1. 輕鬆愉快學會五十音。 

2. 常用單字及問候語學習。 

3. 日常用語教學。（例如：到日本旅遊時能夠派上用場

的會話） 

4. 讓日文初學者培養學習日本語的興趣，並且能夠輕鬆

開口説日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課本、日檢 N5 教材、日文

DVD 

1.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日檢

N4 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看我聽我

說雜誌」自學小組。 

3. 曾擔任美語補習班輔導老師。 

4. 學習興趣：透過日劇、動畫增

進日文聽力。喜歡看外國影集

與實境節目，藉此學習發音與

生活用語。 

 

 

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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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認證 

多益班 

 
*程度不拘 

星期二  

13:30 
∣ 

15:20 
                 

教室：5411 

鍾昕翰   

會二Ｃ 

增進多益考試之應考能力(聽力、閱讀) 

1. 每週固定練習多益考題，並於練習後檢討，強化英文

實力。 

2. 透過影集欣賞或慢速新聞英語方式，從生活化教材加

強英文聽力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式 TOEIC 相關教材、影集、電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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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來自『昕昕』的英文」小組

長。 

3. 通過 TOEFL-IBT 82 分。 

4. 參加過辯論社團活動、英國及

美國自助旅行。 

5. 學習興趣：旅行、看電影、看

美國影集。 

開卷有益! 

TOEIC! 
 

*程度不拘 

星期二  

15:30 
∣ 

17:20 
 

教室：5311 

沈婷勻     

法五 B 

1. 學習目標：加強「聽力」與「口語表達能力」，並兼

顧閱讀能力。 

2. 學習方式： 

(1) 固定練習多益試題，打鐵趁熱!當週立即檢討改正!

並整理常考單字和答題技巧，提升組員應考程度。 

(2) 每週輪流分享、介紹英文新聞或文章，以「強化

聽力、發音、口條流暢度與台風」，並激發組員主

動接觸國際英語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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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期「新聞!多『多

益』善!!」小組長、第 22 期「新

聞多益一起 GO!!」小組長、第 

23 期「熱線多益!!」小組長、 

第 24 期「多益!停『看』『聽』!!」

小組長、第 25 期「TOEIC!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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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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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題式分組討論活動，練習英語「對話與口說」，

提高組員學習興趣與成就感，增進組員交流。 

3. 以「趣味無成績壓力」之方式學習英文，無制式化，

組員可主動提出、建議學習方法，使學習更活潑彈

性!! 

4. 「FB 自學週記」，作為組員平時交流平台，希望大家

多多利用，「互相鼓勵」，交換學習方法、心得，或推

薦英文好書、好歌，一同進步!!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CNN、BIZ)、測驗教材

(TOEIC) 、影集、線上資源等等 

『益』良『多』」小組長。 

3. 通過多益英文檢定。 

4. 曾參加國際標準舞社活動、時

代盃國際標準舞比賽、國標舞

世界大賽工作人員。 

5. 東園國小聯課活動、國語日報

助理教師、高中英文家教班導

師。 

6. 暑期英國、歐洲自助遊學經驗 

7. 學習興趣：旅遊、享受美食、

閱讀書籍、看電影、雜誌、英

語新聞、聽外文音樂學習英

文。 

new 旅行生活

多益趣! 

 
*程度不拘 

星期二  

15:30 
∣ 

17:20 
 

教室：5411 

曾莨恩    

法五 B 

每週一次的自學小組讀書會，一起做多益練習，提升作

答能力。穿插文章閱讀和影片欣賞活動，一同聊聊生活、

聊聊時事。 

1. 固定練習多益，藉由練習為考試作準備。 

2. 發放閱讀測驗或是有趣的文章，彼此討論，培養閱讀

的能力。 

3. 在雙週的聚會中，由組員上台分享有趣的旅行經驗、

欲前往的旅行地點，或是個人的興趣介紹，用生活和

旅行的故事來交換彼此的故事。 

4. 穿插英文旅遊節目頻道、新聞、TED，除了欣賞各地

景點以外，讓組員觀察時事、討論議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雜誌（CNN、常春藤…）、英

文相關參考用書、各類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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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期「環遊世界 80

天!!!」小組長、第 24 期「老電

影,新戲迷!」小組長、第 25 期

「旅行生活多益趣!」小組長。 

3. 學習興趣：閱讀、看電影、旅

行。 

世界新聞英語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5311 

王雅慶 

財三 A 

透過導讀「經濟學人」英文版的內容，跟隨世界趨勢脈

動了解政治及商業時事新聞，並同時加強組員的英語聽

說表達能力。 

1. 每週分配 1-2 位組員以簡報或是其他口頭導讀方

式，介紹經濟學人期刊或是其他文章議題，亦可以視

頻網站影片做連結，並以專業科目所學與大家分享或

延伸相關議題。 

2. 組員進行提問討論當週時事主題。 

3. 學期中間會穿插一、兩部電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式報章期刊雜誌、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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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商業新聞英語」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檢定。 

4. 參加過財精系排球隊、模擬聯

合國社、證券研習社、創新事

業協會財務長等社團活動。 

5. 曾赴美國自助旅行。 

6. 學習興趣：欣賞西洋電影及音

樂、聽讀外語報章雜誌。 

奧斯卡英文講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5317 

許愷恩        

法三 B 

本小組除了影片欣賞外，還有會話討論時間，希望大家

在聽方面的能力進步後，口說的方面也可以一起增進，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影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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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冰與火的英文體驗」小組長。 

3. 通過英檢中高級檢定。 

4. 參加過「英文會話」社團活動。 

5. 學習興趣：唱歌、看影集。 

輕鬆學英文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5411 

郝珮雯     

財三 A 

1. 從 CNN、BBC 網站上找報導且有朗讀音訊檔，可以聽

其發音，增強聽力和認識一些時事相關單字，培養閱

讀英文新聞的能力，看看不同的觀點，並且還會請小

組員念報導，培養口說能力，有時間則會討論新聞，

抒發自己的觀點。 

2. 藉由看影片來增進聽力，並且輕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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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EIC 考試。 

3. 日本、新加坡、上海自助旅行。 

4. 曾擔任第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新聞英語看這裡!」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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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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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互動雜誌、線上資源、影片 

5. 學習興趣：看電影聽英文對

話、看英文小說。 

FUN 心「說」

英語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5:30 
∣ 

17:20 
 

教室：5311 

陳韻安   

企四 A 

1. 每個禮拜用英語分享一週趣事，練習口說。 

2. 從閱讀文章中學習新單字，增加單字量。 

3. 每位組員會有上台發表自己喜歡主題的機會。 

4. 運用線上資源交流其他自學英語的方法。 

5. 藉由看影集學習英文。 

6. 此小組以練習口說為主，所以會有許多開口分享自身

經驗的機會。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雜誌、影集、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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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救救菜英文」

小組長、第 24 期「英語自學 so 

funny」小組長、第 22、23 期

組員。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 

4. 曾至美國自助旅行。 

5. 學習興趣：拍照、欣賞攝影作

品、看美國影集、看日劇、自

助旅行。 

時事英文 

一把罩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5:30 
∣ 

17:20 
 

教室：5314 

侯妤嬛 

貿三 B 

1. 學習關心社會時事及分享發表自己的觀點，不論是

CNN、BBC 或 Taipei Times 等，都是學習英文的題材。

因此每周會讓組員以輪流發表的方式，上台報告自己

感興趣的主題，藉由分享時事，增長英文知識，也訓

練口說表達。 

2. 除了英文時事學習，也會分享任何有關英文的題材

(如短片欣賞)，並讓組員有討論的機會，延伸出另一

個主題多元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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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有趣電影學英文」小組長。 

3. 參加過2014暑期美國打工旅遊 

4. 學習興趣：喜歡學語言，曾學

過德文、西班牙文、日文。英

文方面，則喜歡透過看 TLC 聽

外國人講英文也學習外國文

化。 

一起來討論！ 

 
*程度不拘 

星期三  

15:30 
∣ 

17:20 
            

教室：5317 

劉珞亦 

法五 C 

1. 運用新聞和雜誌來了解最近的社會議題或重大選

舉，組長也會向組員介紹各個議題的細節。 

2. 學習用英文做簡報。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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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25 期外語自學

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4. 參加過辯論社，跳馬社等社團

活動。 

5. 學習興趣：討論政治或社會議

題，看書，參與社會座談會，

打球運動。 

英文輕鬆學 

 
*程度不拘 

星期四   

13:30 
∣ 

15:20 
  

教室：5411 

趙靖萱      

法四 B 

1. 每週一篇 CNN 新聞，訓練閱讀能力並與世界接軌。 

2. 隔週抽考單字，增加字彙量與短句寫作。 

3. 組員輪流分享 TED 影音，藉此訓練聽讀能力與台風。 

4. 配合電影與影集播放，使學習英文趣味多元化。 

5. 不定期演練多益試題，熟悉大考方向。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雜誌、測驗教材、多媒體影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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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25 期外語自

學小組小組長。 

3. 學習興趣：堅信學習即是另一

種享受生活的方式，喜歡將學

習與生活結合，比起理論更傾

向以實作學習。熱愛旅行、音

樂、電影。 

聽說很有「益」

思！ 

 
*程度不拘 

星期五 

10:10 
∣ 

12:00 
 

教室：5412 

孟欣達      

法五 B 

1. TOEIC 聽力練習。 

2. TED 網站聽力練習練、討論。VOA 慢速新聞英語 

我們的學習內容以聽力訓練為主，小組聚會有 2 節課的

時間，第一節課會有 TOEIC 聽力模擬測驗，第 2 節課會

要求組員輪流分享 TED 或其他來源的演講，文章，並練

習朗讀加強口說的流暢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雜誌、朗文 TOEIC 聽力模擬

測驗、挑戰金牌 TOEIC 聽力模擬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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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3 24 25 期外語自

學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英文檢定。 

4. 學習興趣：瑜伽、慢跑、西洋

音樂、華語音樂、電影、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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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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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益」趣同功

之妙 

 
*程度不拘 

星期五   

13:30 
∣ 

15:20       
 

教室：5317 

李宜儒    

會二 C 

1. 第一節課為聽力練習，將使用模擬例題來訓練聽力能

力，並鼓勵夥伴們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方式聊

天，分享彼此的生活。 

2. 第二節課議題討論，或是任何想分享的事物，呈現方

式不拘，可以是簡報、文章，甚至影片都可以，希望

能同樣以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的表現方式，藉此訓練

夥伴們在眾人面前開口講英文的膽量及自信。 

3. 小組活動期間，會有一到兩次不等的多益實戰練習，

一次做足兩個小時的測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相關參考書籍、多益學習用

書、雜誌新聞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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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多益貳點零」小組長。 

3. 2014 暑假國際志工社柬埔寨自

組隊隊員。 

4. 2015 寒假國。際志工社台灣隊

隊員 

5. 學習興趣：電影、音樂。 

英文聽說讀寫

輕鬆學 

 
*程度不拘 

星期五   

13:30 
∣ 

15:20       
 

教室：5311 

林筠喬    

會二 C 

每次聚會分為聽說讀寫四個部分，目的為維持對英文的

熟悉度： 

1. SPEAKING:組員彼此用英文分享生活趣事，利用簡單

的英文會話交流，提高口語流暢度！ 

2. READING:每周輪流由組員剪輯英文文章並講解內容

及單字，藉由閱讀 CNN、BBC 新聞稿或 CNN 新聞雜

誌，掌握時事並認識專業新聞用語 

3. LISTENING:影集欣賞或電影欣賞 

4. WRITING:寫下當天學習心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新聞雜誌、影集、線上資源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英文加油站」小組長。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檢定。 

4. 參加過一個月英國遊學團。 

5. 學習興趣：看電影、聽音樂、

旅行。 

英文歌唱 

嘉年華 

 
*程度不拘 

星期五 

15:30 
∣ 

17:20 
 

教室：5317 

許笠祺 

企三 C 

1. 學習目標：透過英文歌曲去培養大家對英文的興趣，

同時可以增加英文聽力、閱讀和口說。  

2. 學習方式： 

(1) 每個人提供自己喜歡的歌曲在聚會中分享，同時

利用口說報告的方式介紹自己喜歡的歌手或是電

影歌曲，增強大家用英文報告的能力，也提升在

台前報告的能力。 

(2) 閱讀英文雜誌，像是 LIVE ABC 互動英語、BIZ 應對

照，穿插一些英文文章、影集或小短片，使自學

活動可以活潑有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CNN、BIZ)、影集、線上資源

等等 

1. 現擔任自學小組城中校區外語

自學室學習型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一個人的旅行」小組長。 

3. 考過企業電子化規劃師、會計

丙檢、金融常識、東吳英檢…

證照。 

4. 學習興趣：聽英文歌、看英文

短片或電影、唱歌、以輕鬆的

方式學英文、寄明信片到國外

交筆友。 

日文生活秀 

 
*學習日文一

段時間者 

星期三 

10:10 
∣ 

12:00 
 

教室：1408 

劉文菁 

貿三 B 

學習目標: 

每周都會安排一個生活上可能會用到的日文主題，並欣

賞其相關文章、聽力及影片等，同時不定時練習日檢題

目，讓組員既可透過題目學日文，也可透過日常生活運

用日文。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線上資源、日本語能力試驗對策

項目整理-4 級問題集、進學日本語初級二、跟我學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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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擔任第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日文初體驗」小組長。 

3. 多益測驗金色證照。 

4. 雙主修日文系同時選修外文為

日文已有兩年。 

5. 學習興趣：喜歡學語言，除了

英文也學過日文和法文。 

日本趴趴

GO！大丈

夫！ 

 
*程度不拘 

星期五 

15:30 
∣ 

17:20 
 

教室：5311 

陳重仁        

法五 C 

小組將透過每次的活動設計，介紹並練習日本自助旅行

的簡單實用會話；為了協助沒有日文基礎卻想去日本自

助旅遊的同學，小組活動從五十音開始進行，讓你學會

基本旅遊會話，小組長分享如何規劃日本自助計畫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雜誌及相關教材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曾擔任第 21 期「說說唱唱學日

文」小組長、第 22 期「說說唱

唱學日文 PART II」小組長、第

23 期「あの花的感動」小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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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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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期「日文聽聽看」小組長、 

第 25 期「法學英文自學班」小

組長。 

3. 通過日文檢定 N3，並曾參與台

日學生交流活動。 

4. 2014 暑假日本自助旅行。 

5. 學習興趣：音樂、寫作。 

 

 

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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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多益 

 
（中級） 

每週一 

13:30 
∣ 

15:10 
 

G202 

阮怡蓁 

中四 B 

【Guess what?!】利用 10~15 分鐘的時間，聯想多益第一

大題題目中可能出成題目的 5W。 

【聽】：利用有聲書練習聽力。每週 4 人於聚會前至外語

自學室聆聽一本有聲書，在聚會時分享故事內容，其他

組員則負責提出問題，並進行討論。 

【說】：分享有聲書故事內容，每週並有主題式 FREE 

TALK，形式有生活會話、主題式討論、有聲書角色扮演

等。 

【讀】：針對多益閱讀的部分，利用小組的力量，在一週

內練習更多的多益題目。每週由 4 人負責，共整理出 20

題題目詳解，由負責的組員規劃講義，方便組員了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多益教材：New TOEIC 金色證書系列、多益閱讀題庫大

全等書 

英文雜誌：互動英語、實用/活用空中美語、空中英語

教室、彭蒙惠英語、CNN 互動英語 

各類有聲書：懸疑偵探類、旅遊類、經典文學類 

1. 東吳英檢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聽說英文

TED 了沒」以及第 26 期「英文即

時通」等自學小組。 

3. 英文輔系並修習實用英語學程。 

4. 曾任 2014 年 TEDxDongWuU 行

銷組組員。 

5. 學習興趣： 

(1) 透過唱誦英文歌，學習發音。 

(2) 看各類英文影集，了解 native 

speakers 對話情境。 

(3) 休閒時於網路上閱讀與生活

有關的有趣英文新聞。 

一起讀故事 

 
（初級） 

每週一 

15:35 
∣ 

17:15 
 

G202-1 

許詩婕 

中碩三 

 學習主題：藉由經典故事延伸出閱讀、會話、編寫等

活動，並搭配每週聽寫或單字練習，讓學習不只是單

向進行，而是相互輔助、分享的團體學習。 

 活動規劃：運用分配學習的競賽模式，讓大家選擇每

週所負責的活動任務： 

1. 介紹&帶讀故事：每週上台以中、英文的方式介紹故

事概要，帶領大家閱讀精彩章節。 

2. 分享閱讀策略/文法/單字：每週製作閱讀策略/文法

練習/單字群（選擇一種即可），上台分享自我學習的

精華與學習單。 

3. 主題式的練習：每週各自事先找尋 1 篇小文章，於社

群網路上分享所查出的 5 個單字，聚會時進行聽寫或

單字遊戲。 

4. 單字接龍：運用每週學習的單字，編寫 100 字的故

事。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指定書籍：CDEL069.SB、CDEL083.SB、CDEL071.SB 

2. 參考書籍：外語自學室的英語雜誌、有聲書、文法書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19 期「Have Fun」、

第 20 期「閱讀大作戰」、第 21

期「英文歡樂行」、第 22 期「多

益 Try and Go」、第 23 期「電影

齊步 GO」、第 24 期「多益尋寶

去」、第 25 期「英檢尋寶趣」及

第 26 期「聽力多一點」等自學

小組。 

2. 東吳英檢通過。 

3. 學習興趣： 

(1) 在日常生活中，會利用英文

歌曲來練習聽力技巧，並且

以線上英檢測驗檢驗成果。 

(2) 以自己喜歡看的影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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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培養主動學習英文的態度，



【104 年度 R 表附檔－  強化國際化外語課程－「共同英語與主修日語」】 
 

 -28- 

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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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輕鬆而不隨便的心態。 

世界大富翁 

The World 
Millionaire 

 
（初—中級） 

每週二 

15:40 
∣ 

17:20 
 

G202 

林庭鈺 

工三 A 

【活動 1：國家介紹】 

以英文簡報的方式，介紹不同國家的文化、美食、旅遊

景點...等，並由簡報者發想兩個題目，讓組員以英文進

行討論。 

【活動 2：雜誌分享】 

組員分享在外語自學室閱讀的國家雜誌文章，分享文章

大意、優美句子、單字，用單字玩 Bingo。 

【活動 3：Free Talk】 

每週使用外語自學室各式口說書籍，練習不同類型的題

目，增加接觸不同教材的廣度；並與不同夥伴進行口說

練習，除了培養聆聽能力，透過口頭對話達到提問與回

答的能力，更藉由文字紀錄，進行文法與用詞修正。 

【活動 4：培養自學習慣】 

每週安排課餘時間前往外語自學室，從各式雜誌中尋找

有興趣的文章來閱讀，養成自學好習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雜誌、口說書籍 

1.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閱讀多益

點」及第 26 期「哈啦輕鬆談」

等自學小組。 

2.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3. 曾擔任 2015 暑期東吳大學國際

志工社西帝汶隊隊員。 

4. 學習興趣： 

(1) 觀賞歐美電影─學習發音、

語調和口說用語。 

(2) 閱讀英文雜誌─培養語感、

增加字彙量。 

(3) 聽英文歌曲─增進聽力能

力。 

英文溜 E 下 

Let’s Talk  
in English 

 
（中級） 

每週二 

15:40 
∣ 

17:10 
 

G202-1 

莊宜瀞 

英二 C 

1. 接觸各領域文章，養成每週閱讀習慣。 

2. 訓練責任承擔力、合作力：分組負責小組上課內容。 

3. 提升聽力、口語表達能力：透過不同主題的電影，簡

短介紹影片內容，並討論其中帶出之議題。 

4. 主題深入討論：利用心智圖輔助，進行議題聯想，不

僅訓練表達能力，亦培養批判思考力。 

5. 筆記欄運用：記錄課堂提到的單字、片語、句子，以

利組員加深印象及複習，提升學習成果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英文 DVD 

2. 各類英文雜誌 

3. 讀本:美國人每天說的話；職場大紅人；Hemisphere 3 

1. 多益 825 分。 

2. 學習興趣：樂於用電影和閱讀學

習英文，透過故事內容加深印象

及提升學習成效。 

英文 FUN 輕鬆 

Have Fun  
Learning 
English! 

 
（中級） 

每週三 

13:30 
∣ 

15:10 
 

G202 

安沛蓉 

英三 B 

1. 從英語雜誌中挑選有趣的文章，整理重點並閱讀文

章，學習實用的英語用法及單字，閱讀文章後並撰寫

學習單，包含克漏字、問答題，再口頭發表讀後感。 

2. 使用全英文方式討論及發表心得，可以訓練英文口說

的流暢度。 

3. 觀賞指定電影，採用有趣的方式幫電影角色另創台

詞，模擬情境對話，從電影中學到實用生活用語或練

習聽力。 

4. 用英語歌曲學習英文，以填寫克漏字的方式，使英文

學習變得簡單且有趣，除了促進英文聽力外，更能加

深對英文生難字的印象。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CNN 互動英語、Live 互動英語、ALL+互動英語、BIZ 互

動英語、彭蒙惠英語、空中英語教室、經濟學人、

TIME、空中美語、常春藤解析英語、讀者文摘 

2. 外語自學室電影或影集資源。 

1. 全民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2. 擔任 104 學年第 1 哩外語自學室

導覽解說員。 

3. 曾任美語補習班英文試卷出題

員。 

4. 曾參加 99 學年度高中瓊斯盃歌

唱比賽。 

5. 曾參加 103 學年度政大<神鬼奇

韓>歌唱比賽韓語組。 

6. 學習興趣：目前修讀英、日文等

語言，休閒時喜歡看電影、影

集，聽英文歌曲來培養對英文的

熟悉感。 

輕輕鬆鬆 Hold

住英文 

 

每週三 

13:30 
∣ 

林真如 

英三 B 

1. 透過閱讀雜誌和有聲書，培養英語語感、字彙量並且

增進寫作的能力。 

2. 每週欣賞不同的影片來增加英語聽力的能力，並搭配

1.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 

2. 擔任 104 學年第 1 哩外語自學室

導覽解說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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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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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級） 15:20 
 

G402 

情境對話的方式，讓組員練習不同場合的英文用語。 

3. 每週有小組遊戲，讓組員在學習英文上顯得更加有趣

與自在。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雜誌（Live ABC、Biz、All+、

活用空中美語…等）+互動光碟、小說電影類有聲書(蜘蛛

人 3、X 戰警:最後戰役、福爾摩斯短篇集)、文學類有聲

書(綠野仙蹤、坎特伯里故事集) 

3. 現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

詢員。 

4. 曾任職兒美補習班助教一年。 

5. 學習興趣：看電影和影集來訓練

聽力和學習道地的美式或英式

口語，閱讀小說和雜誌來增加字

彙量和寫作能力。 

電影萬花筒 

Movie 
Kaleidoscope 

 
（初—中級） 

每週三 

15:30 
∣ 

17:20 
 

G202-1 

黃馨平 

工四 B 

1. 課程主要分成三大部分，報告能力、討論口說及聽寫。 

(1) 透過每週組員的電影簡介，訓練英文報告能力，

並培養生活用語字彙量及文法。 

(2) 用日常生活及個人相關的電影議題進行口說討

論，培養同學開口說英文以及如何清楚表達想法

的能力。 

(3) 以歌曲填空等方式訓練聽寫能力。  

2. 課程中加入小遊戲與積分賽，以提高同學自學興趣。 

3. 每週會以遊戲的方式介紹外語自學室教材，結合可用

資源，增加學習樂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電影、英語有聲書、英文雜

誌及相關檢定考教材 

1. 曾參加國際志工團至柬埔寨服

務。 

2. 學習興趣： 

(1) 收看各類型英文影集及電

影，學習英文單字及常用片

語。 

(2) 聽英文歌曲培養對英文的熟

悉感。 

多多益善 

 
（中級或中級

以上） 

每週四 

13:30 
∣ 

15:10 
 

G202 

劉宣欣 

英三 C 

1. 主題式字彙-每週分享重點主題字彙，以扎實字彙量

基礎。 

2. 聽-著重多益聽力練習，每週 one part 實戰訓練+有聲

書趣味學習 

3. 說-Free Talk 練習口語表達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多益練習題、有聲書 

1. 全民英檢中級通過、多益 730 分。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聽說心電

影」以及第 26 期「旅行者們 The 

Travelers」等自學小組。 

3. 2014.08.14-16 參加 AIESEC 全球

青年領導力會前高峰會。 

4. 學習興趣：喜歡看影集及有聲書

來訓練聽力及語感，利用空閒時

間看展覽及舞台劇開拓視野。 

What Is Your 
Favourite 
Dessert? 

 
（初—中級） 

每週四 

13:40 
∣ 

15:20 
 

G202-1 

余芷瑩 

哲學二 

 藉由甜點來激發同學們學習英語的動力。 

 著重口說及聽力的練習: 

(1) 每週介紹一個國家的甜點，內容有食譜、國家介

紹、故事等等。 

(2) 單雙週會進行影片欣賞與討論和經典美食分享。 

 將每週所學搭配美食遊戲大比拚，透過小組競賽增加

趣味性。 

 每週也會藉由閱讀雜誌加強閱讀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英語雜誌、DVD 影片 

1. 現任國際志工社活動長。 

2. 2015 寒假到印尼西帝汶擔任國

小英文老師。 

3. 2014 暑假曾到澳洲遊學 3 週。 

4. 學習興趣： 

(1) 喜歡看美國影集或電影，學

習較生活化的用語。 

(2) 閱讀不同風格的雜誌來增加

自己學習的動力。 

(3) 與外國朋友透過聊天來維持

英文語感。 

悅讀趣 

 
（中級） 

每週四 

15:40 
∣ 

17:20 
 

G202 

陳品潔 

英二 A 

本組著重「閱讀」，透過閱讀各類文章增進對文章的分析 

與閱讀能力，並透過全英語交流，回答開放性問題，提 

升口說流利度。同時也運用聽英文歌曲增加樂趣也增強 

聽力。「寫作」部分，小組長會要求組員寫下對文章 

的心得與感想,並和其他組員一起分享,藉此磨練寫作能 

力與流暢度。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書籍、雜誌 

1. 英檢中級複試通過。 

2. 學習興趣：喜歡藉著看電影聽音

樂來學習英文，記錄喜歡的俚語

或慣用語。 

Listen and Talk 每週五 羅晏涵 1. 以雅思口說題目與外語自學室 ICQ 問題集和課堂同儕 1. 多益 885 分、日檢 N2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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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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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級以上） 

10:10 
∣ 

11:50 
 

G202 

日三 A 討論→練習聽解和口說 

2. 觀賞 Jeffrey 英語新聞及講稿填空聽寫→練習聽解 

3. 閱讀分享雜誌篇章→培養閱讀習慣、練習朗讀、上台

發表 

＊勇敢開口說英文 ＊培養自學習慣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All+雜誌、空中英語教室、雅思檢

定書籍、ICQ 問題集、英文新聞剪報、Jeffrey 英語新聞 

2. 2014 年美國加州短期留學 10

週，獲得 straight A 及全勤證書。 

3. 擔任 104 學年第 1 哩外語自學

室導覽解說員 

4. 學習興趣： 

(1) 選擇自己有興趣的教材、篇

章學習。 

(2) 準備檢定考試：維持學習動

力並從檢定書籍中學英日

文。 

(3) 美 國 影 集 FRIENDS 、 TED 

TALK：訓練英文聽力。 

(4) 閱讀英、日文書籍、雜誌：

訓練外文熟悉度、閱讀理解

能力、閱讀速度。 

時事追擊 

News Catchers 
--  

News Go! Go! 
Go! 

 
（適合程度：

全民英檢中級

以上） 

每週五 

10:10 
∣ 

12:00 
 

G402 

蕭英華 

英三 A 

★活動內容主要著重於「口說能力」,以「新聞報章雜誌」

及「新聞廣播」為主要討論題材。 

☆活動一:【聽+讀 新聞】:以當週中外重要時事討論為開

頭導入主題,每次小組活動安排兩則聽的新聞以及一則

讀的新聞，相輔訓練聽力速度,以及閱讀文章抓重點的能

力;並且做單字及片語的討論。 

☆活動二:【新聞導播】:人人都可以成為小主播!每週 2~3

人上台,對於當次小組的聽+讀 新聞用自己的話朗讀或

重新擬新聞稿,除了可訓練膽量及自信;也可訓練英語口

說流暢度和組織架構能力。活動全程錄影,記錄他人的播

報內容能訓練聽力也可彼此學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雜誌及互動光碟 CD, Taipei  

Times 剪報。 

1. 全民英檢中高級通過。 

2. 現任高中生國文英文家教。 

3. 曾任佳音英語兼職助教、國中鮭

魚返鄉寒暑期課業輔導志工。 

4. 學習興趣：定期觀看 TED、 

VOA,、Breaking News English 等線

上英文學習網站，欣賞美、日影

集、音樂劇，閱讀英文經典小說

及有聲書。 

いらっしゃい

ませ！ 

 
(N2 – N3) 

每週一 

13:30 
∣ 

15:00 
 

G202-1 

袁夢蓮 

日三 C 

透過文章學習旅館、餐廳、洽商時所使用的商用日文，

加強組員對敬語與謙讓的使用方法，說出一口漂亮的日

文！同時會做情境模擬，練習臨場反應應對進退，並以

紙本和錄音方式記錄學習成果。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 DVD、書籍教材 

1. 日檢 N1 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學吧！日

本語」以及第 26 期「日語 RPG」

等自學小組。 

3.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

員。 

4. 曾參加東吳大學高中職日語演

講比賽，獲得「流利獎」。 

5. 具多次日本商品展打工經驗。 

6. 具日本短期留學經驗。 

7. 學習興趣：透過動畫、遊戲、小

說增加自己對於日文聽、讀能

力，也常透過網路活動練習口說

和撰寫文章。 

日文高處爬 

 
（適合程度：

N4 以上，懂日

文五十音和基

礎日文單字。） 

每週三 

13:30 
∣ 

15:20 
 

G202-1 

李奇峯 

日三 A 

1. 根據組員程度選擇適合教材。 

2. 組員需利用空堂以外語自學室單字文法教材學習。 

3. 組員上台分享學到的單字文法並做延伸，共同學習。 

4. 每週閱讀一篇日文新聞，了解日本時事。 

5. 每週進行主題式會話，用日文表達想法。 

6. 以小遊戲親近日文。 

 

1. 日檢 N1 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看日劇，

學聽說」以及第 26 期「雜誌延

伸讀」自學小組。 

3. 學習興趣：喜歡看日劇、動畫及

遊戲實況學習日文，從興趣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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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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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新日檢絕對合格單字大全、考上

日檢的文法筆記本...等單字文法教材 

習外文。 

日檢 N3，パス 

 
（適合程度：

學習日文 1-2

年者） 

每週三 

15:30 
∣ 

17:10 
 

G202 

李俞慧 

日三 B 

1. 每週做一回 N3 模擬試題練習，然後在小組聚會時間

檢討與討論，培養日檢實力。  

2. 透過分享日本文化，對日本能有更深的了解。  

3. 與組員用日文一同討論日本文化，增進口說能力。  

4. 利用歌曲聆聽，增進日文聽力。  

5. 練習上台發表的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  

1. 日檢 N3 模擬試題  

2. 聽解、文法教材  

3. 樂勝 N3 單字總整理 

1. 日檢 N3 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日文聽說

大突破」以及第 26 期「看日劇 挖

寶趣」等自學小組。 

3. 學習興趣：看日劇學日文。 

日檢 N2 出擊! 

 
（適合程度：

N3 以上） 

每週五 

10:20 
∣ 

12:00 
 

G202-1 

陳姿均 

日三 B 

1. 以日檢 N2 模擬試題做為小組教材，透過每週練習題

目，熟悉日檢 N2 考題方向、答題技巧，並提升作答

速度。 

2. 學習製作學習單講義，分享解析題目。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檢 N2 模擬試題 

1. 日檢 N3 通過。 

2.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小

組長，領導第 25 期「職場英文—

我想成為接班人」以及第 26 期

「日語動起來」等自學小組。 

3. 大一時，擔任班級文書長以及日

聽小老師。 

4. 學習興趣：喜歡到外語自學室觀

看英文影集以及練習日檢模擬

試題。 

 

 

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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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雜誌學英語 

 
程度不拘 

星期一 

10:10 
∣ 

12:00 
                 

教室 5412 

柳柔安 

會三 C 

1. 小組目標：透過雜誌的閱讀，增加單字量，提升對英

文文章的理解力。 

2. 課程規劃： 

(1) 第一次聚會讓組員認識彼此並於了解大家的想法

後決定所要閱讀的雜誌；之後課程分為兩部分進

行，第一堂課進行雜誌文章的閱讀與講解，第二

堂課由小組員以英文分享最近閱讀的文章或欣賞

的電影。 

(2) 不定期分享外語自學中心資源，讓小組員活用這

些資源提升外語能力。 

(3) 和小組員在輕鬆的氛圍中一起提升英文實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文雜誌、線上資源、其他外語

自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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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試，多益 

850 分。 

3. 曾參加第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

「來自昕昕的英文」、「多益貳點

靈」。 

4. 曾參加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

「黃金認證多益班」。 

5. 擔任故宮博物院志工。 

6. 學習興趣：電影、影集欣賞、閱

讀雜誌、小說。 

英文雜誌 

Easy Go！ 

 
程度: 基礎 

星期一 

13:30 
∣ 

15:20 
                 

教室 5412 

高筠蓁 

會三 A 

小組以互動英文雜誌為主，挑選有趣及程度適合的主題

文章，以增進閱讀量及聽力練習為前題，並延伸與雜誌

相關的基礎生活會話、單字及文法等。另外，每週將有

3 分鐘進行簡單英文分享，漸進式提高個人口說能力。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CNN 互動英語、LIVE 互動英語、

空中英語雜誌、DVD 及其他相關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現擔任東吳大學國際與兩岸學

術交流事務處志工。 

3. 學習興趣：很喜歡結交朋友，近

程目標希望能成為交換學生到

美國，目前有在補習英文，雖然

英文並不是特別好，但是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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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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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一起努力進步！  

「益」起

「FUN」輕

「Song」 

學英文 

星期一 

15:30 
∣ 

17:20 
                 

教室 

5311 

鄭翰博 

企四 C 

1. 學習目標：本組主要以準備多益考試為主，每次活動

都會準備少許多益題目，以培養大家未來就業的競爭

力。另外，每週也會介紹 2-3 首英文歌給大家認識，

除了可以讓大家體會英文的樂趣之外，也可以順便練

習聽力和口說的能力。 

2. 學習方式： 

(1) 每次活動都會先寫部份多益的聽力題目，寫完後

立即檢討，和組員一起討論題目，並解決問題。 

(2) 為了提高組員對於英文的學習興趣，會在第二堂

上課聽一些英文歌曲，並適時補充一些有趣的英

文影片給大家欣賞，以提高大家對英文的樂趣和

對美式文化的了解。 

(3) 每位組員都須上台報告喜歡的英文歌或其他相關

主題。 

(4) 其中一次活動觀賞一部英文電影並請組員繳交心

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多益測驗教材、雜誌、影集、線

上資源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參加過 EF 暑期 LA 遊學團 

3. 學習興趣：平常我喜歡聽英文

歌、看外國影集，也喜歡觀看

NBA 美國職籃，藉此來提高自己

學習英文的興趣。 

跟著 TED 

學英文 

 
程度: 不拘  

星期一 

15:30 
∣ 

17:20 
                 

教室 5313 

張心瑜 

會三 D 

每週會帶一個小活動或由一個主題延伸讓大家討論，並

讓大家分享自己的意見與看法，之後一起欣賞相關的TED

影片。 

構想是 21 世紀的貨幣，TED 裡有世界上傑出的人所做的

分享與演講，ideas worth spreading！是我們最好的教

材！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各類雜誌（CNN、常春藤…）、英

文相關參考用書、各類影音、有聲書 

1. 曾參加過第 24,25,26 期外語自

學小組。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 

3. 學習興趣：美國影集、閱讀、電

影、單車、美食。 

大家學英文 

 
程度: 不拘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 5412 

李宜儒 

會三 C 

每週第一節課以課外的形式學習英文，主要是以英語系

國家的節慶、習俗或是有別於我們的習慣等等內容來分

享，或是著名的電影、音樂，想以輕鬆的方式讓大家更

了解他們的文化；第二節課讓大家分享自己最想去的國

家，或是在曾經去過的地方等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影集、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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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多

益貳點零」小組長。 

3. 曾擔任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益

趣同功之妙」小組長。 

4. 參加過 2014 暑假國際志工社柬

埔寨自組隊隊員。 

5. 2015 寒假國際志工社台灣隊 隊

員。 

6. 學習興趣：喜歡看電影、聽音樂。 

旅遊英文 

easy get! 
 

程度: 不拘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 

5311 

翁子鈺 

法三 C 

1. 組員每週由英文雜誌中找一篇旅遊文章並簡要介紹

當地景點特色，小組長會指導大家做成簡報或樹狀圖

等等，以訓練對英文的統整能力與口說能力。 

2. 摘錄每週生字並附上佳句，隔週抽考一次，增進字彙

量與短句寫作。 

3. 學期中會欣賞有關旅行的電影，學習如何應對旅行所

會遇見的問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雜誌、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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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播

Fun 影音 News」組員。 

3.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英文檢

定。 

4. 學習興趣：閱讀小說、欣賞英文

影集 

看電影吧! 

 

星期四 

10:10 

孫育慧 

法二 C 

1. 藉由電影練習英語聽力。 

2. 從電影中熟悉英語日常生活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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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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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不拘 ∣ 

12:00 
                 

教室 5312 

3. 看完電影後進行心得分享，著重於組員之口語發音，

希望提升組員自信，並鼓勵勇於自主發言。 

4. 本組希望藉由輕鬆的環境，讓組員主動開口說英文，

並藉由電影帶動話題，讓組員暢談生活、旅行等各種

經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英語電影、影集。 

2.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檢定。 

3. 參加過 LTTC 學術英語寫作閱讀

班、射箭社團活動。 

4. 曾赴美擔任交換學生。 

5. 學習興趣：聽西洋音樂、看電

影、旅行。 

「益」起來 

聽英文 

 
程度: 預備報

考多益者 

星期四 

10:00 
∣ 

12:00 
                 

教室 

5311 

呂遠宏 

法三 C 

1. 以多益聽力測驗為主軸，每次練習 50 題(一半)，然

後大家互相檢討，增進聽力的敏銳度。(視組員程度

調整多寡) 

2. 每次小組穿插 TED 演講一則或新聞英文兩則，由成

員輪流負責每週主題，然後互相討論，盡量引導大家

英文為主、中文為輔為終極目標。(當週負責組員提

供 TED 網址或新聞英文文字稿) 

當週若是 TED 則以聽力為主；若為新聞英文則以閱讀跟

口說為主。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TOEIC 教材使用、線上資源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多益 730 分。 

3. 曾至香港、韓國自助旅行，馬來

西亞國際交流 

4. 學習興趣：增進英文聽力、學習

日文、法文，目標能出國留學。 

我在 UC 

Berkeley 的兩

個月 

星期四 

13:30 
∣ 

15:20 
                 

教室 5412 

方祐聆 

法三 B 

1. 介紹美國的文化，分享在美國的生活。 

2. 提供想要就讀暑期學校或是考研究所的人方法及經

驗。 

3. 以輕鬆的方式用英文進行課堂分享及對話。 

4. 希望其他學員也能分享其餘異國的點滴。 

5. 出國旅遊必學單字。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互動英語雜誌，旅遊英文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通過中級英檢/多益 830。        

3. 參加過法律服務社及美國、日本

自助旅行。 

4. 學習興趣：喜歡閱讀英文的課外

讀物，拉小提琴，做點心給別人

吃。 

一起畢業吧! 

 
程度: 未達畢

業門檻皆可 

星期四 

15:30 
∣ 

17:20 
                 

教室 5412 

郝珮雯 

財精 

四 A 

1. 每週帶多益練習題，增加對多益考題的熟悉度，閱讀

部分將於下周進行檢討，針對回家再次閱讀後仍不了

解的題目進行討論。 

2. 英文文章閱讀，將有新聞、國家地理雜誌旅遊介紹、

英文雜誌等。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線上資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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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6 期外語自學小

組小組長。 

3. 參加過多益檢定。 

4. 學習興趣：小說閱讀、慢跑。 

英聽的 

益想世界 

 
程度: 初中級 

星期五 

13:30 
∣ 

15:20 
                 

教室 5313 

許笠祺 

企四 C 

1. 加強英文聽力。 

2. 聽力當中會搭配口說做練習。 

3. 搭配多益測驗聽力和閱讀練習。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BIZ 雜誌、ALL+雜誌、多益測驗練

習本、電影，相關英文聽力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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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一

個人的旅行」小組長。 

3. 曾擔任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英

文歌唱嘉年華」小組長。 

4. 日本(大阪、京都、奈良)自助旅

行 

5. 學習興趣：平時喜歡聽英文歌，

並了解歌詞內容、看電影，希望

跟我有相同興趣的同學可以加

入，並一起學習，加強聽力。 

日檢初級 

輕鬆過！ 

 
程度：50 音 

星期三 

10:10 
∣ 

12:00 
                 

教室 5412 

沈玹逸 

會四 C 

主要為初級文法介紹，配合許多工具書、文章的閱讀，

帶領組員一起熟悉文法的應用和認識單字，並透過聽力

練習提升日文聽解的能力，最後搭配著日檢模擬題的練

習，帶領大家輕鬆通過日檢 N4、N5。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檢學習用書：善用 30 分鐘日檢

1. 通過日文檢定 N3。 

2. 在校學習日文已有三年。 

3. 取得多益測驗金色證照。 

4. 曾至東京自助旅行。 

5. 學習興趣：閱讀、看電影、旅行、

聽音樂。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55308?TIH_TYPE=B&TIH_NS=1&TIH=%E5%96%84%E7%94%A830%E5%88%86%E9%90%98%E6%97%A5%E6%AA%A2N4%E6%A8%82%E6%A8%82%E9%81%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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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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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 樂樂過、完全掌握文法問題對策 3 級、新制日檢絶對

合格 N1,N2,N3,N4,N5 文法大全日文雜誌 

歌!単語! 

日本語勉強

会! 

 
程度：50 音 

星期三 

13:30 
∣ 

15:20 
 

教室 5313 

林子峰 

法四 B 

1. 實際聆聽日本人的對話或歌曲，無形中即能了解單字

正確念法與使用時機，本組主要透過各種管道和方式

記憶使用率最高之日文單字。 

2. 以片語、完整對話來記憶單字，節錄簡單日劇對話或

歌詞，讓大家在影片中除了看之外也能聽聽道地講法

並跟著練習勇敢說出口。 

3. 主要流程: 

(1) 觀看及聆聽影片(日劇及動畫)、雜誌(或日檢考題)

等練習聽力。 

(2) 找出關鍵單字及對話大家一起念。 

(3) 教學歌曲單字正確發音及念法。 

(4) 一起唱日文流行歌。 

 
使用外語自學室資源：日文雜誌 

1. 現擔任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學

習型工讀團隊成員。 

2. 通過 N4 日文檢定。 

3. 於推廣部學習日文中。 

4. 學習興趣：喜歡透過各種方式學

習日文與了解日本文化，包括電

視劇、日本節目、語言雜誌、動

畫、日文音樂歌曲等，除了學習

也是一種消遣方式。 

  

(2) 舉辦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 

a. 雙溪校區辦理情形－ 

雙溪校區 104 年度舉辦講座活動共 28 場，參加人數達 1,366 人，相較 103 年度成長 28%，各

類講座活動舉辦情形說明如下： 

(a) 雙溪外語自學室每學年舉辦導覽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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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第 1 學期自 9

月 1 日至 25 日為期 19 天，每日提供 11 小時外語自學室導覽，計有 464 人參加。 

(b) 為協助學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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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檢定講座及應試技巧訓練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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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語檢定方面，邀請高分通過多益的自學達人分享讀書計畫，並舉辦

「多益閱讀學習團」，由教師親授應考策略並分析解題，依據參與學員的前後測試紀錄，

72%的學生平均進步 30 分，其中更有進步達 175 分者。另外，104 年度共舉辦 4 次多益聽

力閱讀完整試題試做會，參加者平均總分為 685 分，並反應此類活動可體驗連續 2 小時完

成 200 題試題，並希望持續舉辦。在日語檢定方面，則蒐羅模擬試題教材，並舉辦 3 次完

整模擬試題試做會，提供同學練習。總計 104 年英、日語檢定系列的講座活動，574 人參

加，執行成果相較 103 學年成長 53%，活動滿意度平均約為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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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舉辦留學

說明會，藉以鼓勵學生提升英語能力，以培育國際移動力。104 年度舉辦「美國加拿大留

學申請須知」、「如何準備英國碩士課程申請」以及「英國留學面面觀」，活動滿意度平均

有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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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畫舉辦「大學生如何自學英語—規劃與資源運用篇」，教導學生「學習如

何學」（learning how to learn），活動滿意度亦有 88%。 

(e) 除了舉辦講座，雙溪外語自學室亦提供一對一英、日、德語言學習諮詢服務，可以和自學

達人討論文法課業或練習口說，總計 104 年度共提供 491 小時諮詢服務，接受諮詢及口說

練習服務的人數達 282 人，平均每人每次可有 2 小時與自學達人或老師討論練習的時間，

學生反應此項服務可協助低程度學生減輕外語學習焦慮。 

 

b. 城中校區辦理情形－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55308?TIH_TYPE=B&TIH_NS=1&TIH=%E5%96%84%E7%94%A830%E5%88%86%E9%90%98%E6%97%A5%E6%AA%A2N4%E6%A8%82%E6%A8%82%E9%81%8E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55493?TIH_TYPE=B&TIH_NS=1&TIH=%E5%AE%8C%E5%85%A8%E6%8E%8C%E6%8F%A1%E6%96%87%E6%B3%95%E5%95%8F%E9%A1%8C%E5%B0%8D%E7%AD%96%202%E7%B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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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校區 104 年度舉辦講座活動共 8 場，參加人數達 261 人，執行成果較 103 年度成長 10%，

各類講座活動舉辦情形說明如下： 

(a) 城中校區外語自學室安排各式英文檢測說明會包括 104 年 5 月 20 日「認識 TOEFL 托福及

備考策略」、104 年 5 月 22 日「如何準備 IELTS 雅思聽說讀寫大進擊！」、104 年 5 月 27

日「新制 TOEIC 多益測驗說明會」，邀請雅思官方考試中心主任 Mr. Lucas Tsai、ETS 台灣托

福資源中心陳怡樺主任專案講師，IDP 國際教育中心雅思考試部丁欣瑋經理及美國 ETS 台

灣區代表林宜樺專業講師進行校園系列專題講座說明會，讓同學了解職場上多種英文能力

指標之重要性以及檢測題型準備方向，鼓勵學生充分利用學校語言學習資源，自學提升英

文能力，及早規劃英文能力檢測目標。兩校區各學系同學報名踴躍，有經濟、法律、會計、

國貿、企管、資管、英文、日文、社會、中文、物理等學系之學生參加，尤其以商學院學

生居多。 

(b) 為配合城中校區「TOEIC 多益說明會」之相關題型解說活動，語言教學中心為學生體驗考

場氛圍，於 104 年 11 月 18、27 日舉行二場「TOEIC 多益模擬測驗」活動。模擬測驗成績

結果分別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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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參加活動聽取專業講師提供解題技巧，更鼓勵同學需要投入時間自學，提升加強個人英

文能力。 

(c) 為提供學生有關歐美、澳洲及紐西蘭之留學、打工資訊，於 104 年 5 月 8 日舉行「拿獎學

金留學澳洲+畢業後 2 年澳洲工作機會」、104 年 10 月 16 日「海外打工遊學趣」講座，邀

請 IDP 國際教育中心留學部主任朱家郁、菁英國際文教日本留學顧問王舒平及歐美留學顧

問黃芳瑤講解說明，現場學生踴躍諮詢個人案例，以利個人學涯規劃。 

(d) 104 年 10 月 6 日舉行「校園名人講座-旅遊英文 FUN 輕鬆」活動，邀請藝人嘉賓夏克立先

生經驗分享、他鼓勵同學「想做什麼就去做，抓住機會學習語言，旅遊就是一個很棒的選

擇」，趁年輕多體驗、多累積，勇敢出國打工，讓自己的視野和別人不一樣！許多喜愛夏

克立及對旅遊英文有興趣的同學們參加這場難得的講座活動，現場搶答踴躍及反應熱絡。 

雙溪校區辦理情形 

  

每學年第一學期前 3 週為新生舉行外語自學室定時導覽，協助學生開始規劃英語自學。 

  

舉辦英語系國家留學說明會，藉以鼓勵學生積極提升英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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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校區辦理情形 

  

自學達人分享如何高分通過多益。 

  

舉辦多益聽力閱讀完整題套試做會，提供學生練習模擬的機會。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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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3.11 
13:00-15:15 
戴蓀堂 G102 

多益聽力閱讀模擬試題試做會 劉宣欣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聽說心電影」

自學小組。 

104.03.18 
13:00-15:15 
戴蓀堂 G102 

美國加拿大留學申請須知 鄭士維 

IDP 國際教育中心 美國留學顧問 

104.03.25 
12:15-15:10 
戴蓀堂 G102 

日檢 N2 模擬試題試做會 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104.04.08 
13:00-15:20 
戴蓀堂 G102 

如何準備英國碩士課程申請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104.04.27 
∣ 

104.05.25 
每週一 

10:10-12:00 
戴蓀堂 G102 

多益閱讀學習團 5 次課程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104.04.29 
13:00-14:40 
戴蓀堂 G102 

想考多益並不難～我的多益準

備心得～ 

黃湘芸 

 多益820分。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25期「播FUN影

音NEWS」以及第26期「爆米花俱樂部」等自學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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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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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擔任國際人權組織新聞翻譯志工、2014台北國際拳擊公開賽

賽會轉播組志工、2013-2014台北城市盃Hills Junior Open青少

年高爾夫球公開賽賽會司儀、2013高雄國際現代五項競賽賽

會轉播及隨身翻譯志工。 

林怡廷 

 多益 820 分。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外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 21 期「英文補

救小組」、第 22 期「『簡』單『愛』英文」、第 23 期「初

遇法文」、第 24 期「你說法文嗎？」、第 25 期「英倫衝鋒

隊」及第 26 期「英倫兵工廠」等自學小組。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104.06.03 
12:30-13:20 
戴蓀堂 G102 

看電影學英文 盧鈺婷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影集趣味學」

以及第 26 期「哈啦會話英語」等自學小組。 

104.09.01 
∣ 

104.09.25 

外語自學室定時導覽 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104.09.23 
13:30–14:30 
戴蓀堂 G102 

認識外語自學室 許詩婕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 19 期「Have Fun」、

第 20 期「閱讀大作戰」、第 21 期「英文歡樂行」、第 22 期「多

益 Try and Go」、第 23 期「電影齊步 GO」、第 24 期「多益尋寶

去」、第 25 期「英檢尋寶趣」及第 26 期「聽力多一點」等自學

小組。 

104.09.30 
13:30-15:20 
戴蓀堂 G102 

大學生如何自學英語—規劃與

資源運用篇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104.10.07 
13:30-15:20 
戴蓀堂 G102 

英國留學面面觀 周柏伶 

IDP 國際教育中心 英國資深顧問 

104.10.14 
12:15-15:10 
戴蓀堂 G203 

日檢 N2 模擬試題試做會 李奇峯 

 日檢 N1 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看日劇，

學聽說」、第 26 期「雜誌延伸讀」以及第 27 期「日文高處

爬」等自學小組。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員。 

104.10.21 
13:00-15:15 
戴蓀堂 G102 

多益聽力閱讀模擬試題試做會 雙溪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104.11.16 
∣ 

104.12.21 
每週一 10:10-12:00 

戴蓀堂 G102 

多益閱讀學習團 6次課程 施雅俐 

語言教學中心專任編審暨兼任講師 

104.11.18 
12:30-13:20 
戴蓀堂 G102 

TOEIC必勝—如何準備多益 經

驗分享會 

羅晏涵 

 多益 885 分，日檢 N2 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英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 27 期「Listen & 

Talk」自學小組。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英語諮詢員。 

104.11.25 
13:00-15:15 
戴蓀堂 G102 

11月多益模擬試題試做會 雙溪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104.12.02 日檢 N1模擬試題試做會 袁夢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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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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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5-15:10 
戴蓀堂 G102 

 日檢 N1 通過。 

 擔任語言教學中心日語自學小組長，領導第 25 期「學吧！

日本語」、第 26 期「日語 RPG」以及第 27 期「いらっしゃ

いませ！」等自學小組。 

 擔任雙溪外語自學室日語諮詢員。 

104.12.16 
13:00-15:15 
戴蓀堂 G102 

12 月多益模擬試題試做會 雙溪外語自學室服務團隊 

 

 

城中校區辦理情形 

  

   

「TOEFL 托福、TOEIC 多益、IELTS 雅思測驗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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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校區辦理情形 

  

「TOEIC 多益模擬測驗、考生專注情境」 

 
 

  

「名人講座：夏克立－旅遊英文 FUN 輕鬆」 

 

 

 

「海外打工遊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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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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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5.08 
12:30-13:20 

5311 語言教室 

拿獎學金留學澳洲+畢業後 2年

澳洲工作機會 

朱家郁 

IDP 國際教育中心留學部主任 

104.05.20 
12:30-13:20 

5311 語言教室 
認識托福測驗及備考策略 

陳怡樺 

ETS 台灣托福資源中心主任 

104.05.22 
12:30-13:20 

5312 語言教室 

如何準備 IELTS 雅思 聽說讀寫

大進擊！ 
Mr.Lucas Tsai  
IELTS 雅思官方考試中心主任 

104.05.27 
12:30-13:20 

5312 語言教室 
TOEIC 多益測驗說明會 

林宜樺 

ETS 大專院校 TOEIC 校園講座專案講師 

104.10.06 
13:30-15:20 

5311 語言教室 
「旅遊英文 FUN 輕鬆」 

夏克立 

加拿大裔，活躍於台灣的節目主持藝人 

王妍今 

菁英國際文教 教育顧問 

104.10.16 
13:30-15:20 

5311 語言教室 
海外打工遊學趣 

王舒平 

菁英國際文教日本留學顧問 

黃芳瑤 

菁英國際文教歐美留學顧問 

104.11.18 
15:30-17:30 

5312 語言教室 
免費體驗多益模擬測驗 

許笠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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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一個人的旅行」、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

「英文歌唱嘉年華」小組長 

3. 參加過青年領袖社路跑活動、東吳城中轉聯企管負責人 

4. 日本(大阪、京都、奈良)自助旅行 

5. 考過會計丙級、社團經營師、企業規劃師等證照 

104.11.27 
15:30-17:30 

5313 語言教室 
TOEIC 多益模擬測驗 

許笠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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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期外語自學小組「一個人的旅行」、第 26 期外語自學小組

「英文歌唱嘉年華」小組長 

3. 參加過青年領袖社路跑活動、東吳城中轉聯企管負責人 

4. 日本(大阪、京都、奈良)自助旅行 

5. 考過會計丙級、社團經營師、企業規劃師等證照 

 

 

4. 推動「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 

(1) 每學期共 2 期課程，每期上課 5 週： 

103 學年第 2 學期「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第 1 期課程表 

教師姓名 

Instructo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課程時間 

Day/ Time 

教室 

Classroom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課程說明 

Course Description 

劉凱莉老師 

English Speaking 

週一 Mon 

 12:30-13:20 

雙溪 G201 

課程主要讓同學多開口說英文，練習

口語表達能力和增加流暢度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讀、字彙 

每週藉由生活化和時事主題，綜合聽力

練習、閱讀和討論活動讓同學開口說英

語。 

建議學生程度：初、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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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Instructo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課程時間 

Day/ Time 

教室 

Classroom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課程說明 

Course Description 

陳淑芳老師 

實用情境英語 

Real life English  

週二 Tue 

 12:30-13:20 

雙溪 G201 

小組模擬實際情境對話，讓同學進行

聽力填寫、組織內容、整理重點。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 

五週主題包括： 

1. Campus Tour & Student Clubs 

2. Registration & Class Enrollment 

3. Chatting about Cultural Differences 

4. Resumes & Auto-biographies 

5. How to Get Ready for Interviews 

建議學生程度：初、中級 

林香美老師 

文法 workshop 

週四 Thu 

 17:30-18:20  

城中 5312 

根據學生程度，製作每週不同主題之

文法講義，以收深耕英文語法，強化

寫作能力之目標。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讀、寫、

翻譯 

五週準時出席 

確實完成指定作業 

課前預習 

課後複習 

積極參與 

認真學習 

師生互動，同儕砥礪。 

建議學生程度：中、高級 

呂信老師 

English 

Conversation 

Patterns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204 

Help students improve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One or two topics 

will be introduced in each class 

meeting and students can use what 

they learn in daily conversations and 

prepare for the oral tests.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conversation 

practice and Q&A practice. For each 

topic, after introducing the culture notes, 

the instructor will provide students with 

sample conversations and conversation 

tools.  Next, several questions will be 

asked based on the topic.  Students will 

practice conversation and answer 

questions in group. 

Level of students: Low to Mid level 

蔡佩如老師 

English language 

listening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302 

In this course you will develop your 

vocabulary while you build listening 

skills. You will learn to listen to and 

understand the main ideas and 

significant relevant details in various 

contexts. 

This course can improve your listening 

skills. 

The course will expose students to a 

variety of listening situations.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tasks. 

Level of students: Low-intermediate and 

intermediate 

趙佳音老師 

Learning by doing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102 

本期課程目標有二： 

(1) 加強練習實用英語句型 

(2) 加強運用網路免費資源 

本課程可以增進：說、寫、翻譯 

learning by doing 

建議學生程度：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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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Instructo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課程時間 

Day/ Time 

校區/教室 

Classroom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課程說明 

Course Description 

葉靜娥老師 

口譯簡介與 

演練 

週一 Mon 

 12:30-13:20 

城中 5317 

以 5 次上課、一次 50 分鐘，讓同學認

識口譯、進行基礎簡單的演練。內容希

望能涵蓋：跟述、回想、視譯、筆記技

巧、數字轉換、逐步口譯、同步口譯。

由於時間極其有限，所以只能定義為

「口譯簡介」，稱不上「入門」，同學期

望值不要太高。但若能「準時、完整上

完 5 堂課」，必定讓你從此「認識口

譯」，可以向別人介紹口譯為何。 

 *備註：「跟述、回想、視譯、筆記技

巧、數字轉換」等技巧為「逐步、同步

口譯」的前置或內建練習。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讀、翻譯、

臨場反應、抗壓力 

五週的課程： 

1.口譯簡介 

2.同步口譯一 

3.同步口譯二 

4.逐步口譯一 

5.逐步口譯二       

「口譯」顧名思義需要「不錯的聽力和口說能

力」，加上同學不習慣「在時間壓力下雙語切

換」，上課「很容易有挫敗感，要有心理準備」。 

建議學生程度：中高級 

江逸琳老師 

生活英話通 

週一 Mon 

 12:30-13:20 

雙溪 B611 

引導同學大方開口說英語，並學到實用

的英語會話。利用練習的機會，強化口

語能力。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 

1.主題式：課程著重在常見的生活用語，如點餐、

購物、衣著等基本會話，介紹相關字彙與句型，

並讓同學分組練習。 

2. 情境式：讓同學模擬真實情形對話 

建議學生程度：初、中級 

邱美和老師 

All about Food 

週一 Mon 

 12:30-13:20 

雙溪 G201 

加強學生口語能力練習而設計的課

程，希望藉由學生自訂之主題，而提升

口語表達能力並加強其主動開口說英

語之勇氣。 

本課程可以增進：說 

W1  Order breakfast in a restaurant 

W2  Order meals and drinks in a restaurant 

W3  Talk about cooking 

W4  Describe Chinese snack food 

W5  Discuss table manners 

建議學生程度：初、中級（非英文系主修生） 

余綺芳老師 

看影片學 

英文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102 

給他魚不如教他學會釣魚！ 

五週時間很短暫，想要深入學習英語技

能，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本課程介紹比較各類互動影音教材，學

生如果能夠善用這些資源，必定能夠寓

教於樂，從生活影片中學習道地英文及

應用知識，Learning can be great fun。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 

本課程利用五週時間，分別介紹比較「Voice 

Tube、TED Talks、TED-Ed、CNN Student News、

看 BBC 學英文」五種很夯的互動影音教材，每

週於電腦教室上課時，讓同學上網實際操作，

以便選擇最合適自己需求者。此外並選取合適

教材建置連結於網路學園教室，提供同學課程

結束後自行學習。同學如果學會利用這些資

源，每天把握零碎時間學習，日積月累，必有

很大成效。 

建議學生程度：初、中級 

李玉華老師 

英語學習健診

與處方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201 

同學從做中學習，透過老師的糾正及提

醒，找出自己英語學習的錯誤，提升使

用英語的信心。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 

每堂課由同學準備 3 分鐘不看稿演講，輔以 ppt 

檔案或精彩圖片，學習以全英語方式表達，彼

此觀摩學習，並透過老師糾正發音、用字、文

法，討論常犯錯誤，強化使用英語能力。 

建議學生程度：中、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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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姓名 

Instructor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課程時間 

Day/ Time 

校區/教室 

Classroom 

課程目標 

Objectives 

課程說明 

Course Description 

李玉華老師 

學英語該知道的

543 

週一 Mon 

 12:30-13:20 

雙溪 G201 

本課程旨在幫助同學歸納整理 

英語自然發音、重要文法概念、 

常用英文縮寫、實用片語等不

同主題之重點，提升英文能力。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讀、

寫 

每週談論英語自然發音、重要文法概念、常用英

文縮寫、實用片語等不同主題，並藉由同學的提

問與討論，分享學習，強化英文能力。 

建議學生程度：程度不拘 

[因 9/28 放假，本班自 9/21 開始上課。] 

陳淑芳老師 

實用情境英語 

Real Life English 

週二 Tue 

 12:30-13:20 

雙溪 G204 

學生根據主題描述個人學習經

驗及所遭遇類似的問題，進而

探討中外文化差異及應對之

道。密集 30 分鐘聽力練習，大

多數同學同意聽力不管是速度

或技巧上均有進步；同時因非

正式課程，學習上較無壓力也

較勇於開口表達與討論。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翻

譯 

選取平日課堂較少接觸的主題，讓同學進行聽力

填寫、組織內容、整理重點以及小組模擬實際情

境對話。五週主題包括： 

1.Class situation: Speech Anxiety 

2.Business situation: Small Talk with Business 

Associates 

3.Campus situation: Youth Culture–Decisions 

4.Career plan situation I: Study Abroad 

5.Career plan situation II: Choosing A School 

建議學生程度：初、中級 

余綺芳老師 

看影片學英文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402 

引導幫助學生利用「Voice 

Tube、TED Talks、TED-Ed、CNN 

Student News、看 BBC 學英文」

五種很夯的互動影音教材來自

學英語。重點是讓學生在英語

的環境內自然學習。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讀、寫 

本課程利用五週時間，分別介紹比較「Voice 

Tube、TED Talks、TED-Ed、CNN Student News、看

BBC 學英文」五種很夯的互動影音教材，每週於

電腦教室上課時講解如何有效使用，並選擇合適

教材讓同學觀看，最後在網路學園班級討論區用

英文寫心得。教師會針對每位學生的寫作給予回

饋，此外並選取合適教材建置連結於網路學園教

室，提供同學課程結束後自行學習。 

建議學生程度：初、中級 

趙佳音老師 

Learning by 

Doing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102 

學習者能夠針對自己的狀況與

目標，運用各種網路資源，增

加練習英語的機會。 

運用免費網路資源 

運用本校語言教室設備 

運用有效率的英語學習策略 

根據學員所需方向，訂定每週學習單元目標。 

建議學生程度：程度不拘 

劉凱莉老師 

看影集學英文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204 

同學觀看英語影集，歡樂學英

文，並加強英文聽力練習。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文

化敏感度 

內容取材於生活化的英語影集，讓同學學習新的

單字與詞彙，並熟悉常用的日常用語與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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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說明 

Cours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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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逸琳老師 

生活英語通 

週一 Mon 

 12:30-13:20 

雙溪 B611 

此課程著重在聽與說，讓同學

熟悉日常用語，並能勇於開口

說英語。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 

課程著重在常見的生活用語和會話，介紹相關

的字彙與句型，讓同學分組練習，在互動中模

擬以英文進行各種生活情境的對話。 

建議學生程度：中~初級 

林香美老師 

英文文法家教班 

週一 Mon 

 17:30-18:20 

城中 5312 

落實英文基礎，增加繼續升學

或就業籌碼。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讀、

寫 

準時出席 

每週上課前作業確實完成 

英語教學 

邱美和老師 

Travel English 

週四 Thu 

 12:30-13:20 

雙溪 G201 

Able to make a reservation 

Able to getting necessary 

information at the airport 

Able to get necessary 

information at the hotel 

Able to order food in a 

restaurant 

Able to get around in the city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 

針對學生出國觀光時，面臨各種場面所需之基

本能力與技巧，並加強學生對中西文化差異之

理解。 

建議學生程度：中、初級 

呂信老師 

English for Careers 

週五 Fri 

 12:30-13:20 

雙溪 G201 

This 5-week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acquire a better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of 

workplace and career,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in their 

learning.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說、讀、

寫 

This course focuses on beginning a career and 

business meetings.  It consists of five units: Jobs 

and Requirements, Preparing for a Job 

Application Package, Attending a Job Interview, 

Preparing a Meeting, and Making a Proposal. 

Level of students: mid to high level 

蔡佩如老師 

English language 

listening 

週五 Fri 

12:30-13:20 

雙溪 G102 

The 5-week sessions aim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strategies to 

cope with various listening tasks. 

本課程可以增進：聽、單字 

Each session will comprise three steps: 

pre-listening warm-up, listening to texts and 

follow-up. Listening texts will feature daily life 

topics and different accents.  

Level of students: Low-intermediate and 

intermediate 

 

(2) 學生滿意度問卷調查  

各期課程結束前皆發放問卷，請參與的學生填寫，以了解學生對於「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的課

程滿意度、建議或感想及 5 週的學習心得。103 學年第 2 學期及 104 學年第 1 學期調查結果（請參見

附圖一、附圖二）顯示 98%學生對「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課程感到滿意、94%學生認同本計畫提

供的主題能引發個人英語學習動機，並且九成以上的學生會考慮繼續參加本計畫的課程，亦願意推薦

其他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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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各教師活動照片 

余綺芳老師《看影片學英文》 

 

李玉華老師《英語學習健診與處方》 

 
 

(3) 搭配「外語學習護照」集點活動等獎勵措施 

參與「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的學生，每週出席皆可獲得「外語學習護照」學習認證 1 點，五週課程全

勤者可得到 5 點外，還可至本中心領取學習證明一紙，以資獎勵。 

持有學習證明的學生，可在當期「外語學習護照」獎勵申請期間，另加贈 5 點。104 年度共 107 位學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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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其中 31 位領取學習證明。 

 

(4) 教師繳交輔導報告 

參與本計畫之教師須於每期課程結束後，繳交「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輔導報告，報告中介紹各教師的

課程與實施方式、預期達到教學目標，同時鼓勵老師於報告內分享輔導過程中遭遇之困難，或依據學生

的反應，是否適時調整課程內容等，可作為未來規劃新課程的參考。 

 

103 學年第 2 學期輔導報告範例：  

教師姓名 Name：余綺芳  時間 Time：星期四 12 點 30 分～13 點 20 分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看影片學英文 

報告內容 Evaluation Report 

輔導人次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75  人次 

課程介紹與實施方式 

Course description & design 

本課程利用五週時間，分別介紹比較「Voice Tube、TED Talks、TED-Ed、

CNN Student News、看 BBC 學英文」五種很夯的互動影音教材，每週於電腦

教室上課時講解如何有效使用，並選擇合適教材讓同學觀看，最後在網路學

園班級討論區用英文寫心得。教師會針對每位學生的寫作給予回饋，此外並

選取合適教材建置連結於網路學園教室，提供同學課程結束後自行學習。 

預期達到教學目標 

Teaching objective & Learning 

expectation 

同學參與相當熱烈，如必須缺席，也會寫電郵請假，並積極閱讀其他同學分

享的意見。他們多認為觀賞這些真實生活的影音教材，讓學習英語更為有趣、

更具意義。此外這次較為成功的因素是教師上課以及和同學在網路學園互動

多用英語，每週同學寫心得也必須用英語，學生覺得真正進入英語環境，更

增加參與意願。 

改善機制 

Problem solving & 

Improvements 

新學年考慮第一學期即開始實施，鼓勵同學第二學期繼續參與，可持續追蹤

學生的學習。 

 

104 學年第 1 學期輔導報告範例：  

教師姓名 Name： 呂信 時間 Time：星期五 12 點 30 分～13 點 20 分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English for Careers 

報告內容 Evaluation Report 

輔導人次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58   人次 

課程介紹與實施方式 

Course description & design 

為提升學生進入職場的競爭力，此課程介紹最基本職場工作者所需的實用英

文：如何符合徵才條件、準備申請工作文件、工作面試及安排會議等主題。

藉由解釋重要用語、閱讀文章、結合影片的討論和口語練習等方式，讓學生

了解職場英文的重要性。 

預期達到教學目標 

Teaching objective & 

Learning expectation 

學生能看懂徵才廣告，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工作。其次知道如何申請工作、參

加面試及安排會議等。由於介紹的內容過多，互動練習時間不夠，有些活動

就成為課後作業。 

改善機制 

Problem solving & 

Improvements 

參與學生以大一新生居多，顯示他們非常關心自己未來的發展。鼓勵他們要

廣泛閱讀，觀看新聞或影片，以提升背景知識，日後能順利加入討論。 

 

5. 編修「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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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施滿意度問卷調查 

為了解使用者對「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各單元的想法，以幫助語言教學中心更新手冊內容，於 104

年 12 月實施滿意度問卷調查，藉由了解使用心得，持續收集更新手冊資訊，以達到貼近使用者需求之最

大效益。 

(2) 編修「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 

語言教學中心持續更新「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內容，並參考使用者滿意度問卷結果，重新編撰「東

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特別區分以英文課程、英文畢業標準及各種檢定考試、英文學習資源及師生經

驗分享園地等四大單元來介紹，方便大一新生在東吳學涯中了解相關英語學習的資訊及資源；另外在美

術編輯設計方面，以青春色彩及活潑圖樣來呈現各單元主題。 

 

6.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 

(1) 考試成績作為「英文（二）」分班標準  

每學年第 2 學期於「英文（一）」各班舉行「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並於考試成績彙整完成後

由語言教學中心主任會同「英文（二）」初、中、高各級召集人召開「英文（二）」切分點會議，依照

學生「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閱讀及聽力考試成績將約 2400 名學生分入適合其程度的「英文（二）」

初、中、高級數。 

考試日期  
考試

別  

考試

班數  

監考

老師  

考試  

學生數  

「英文（二）」切分點會議 

召開時間 參加老師 

104 年 4 月 27 日

～5 月 8 日 

聽力

測驗  
73 班 

37 位

老師  

2441 名

學生 
104 年 

5 月 28 日 

語言教學中心李玉華主任 

「英文（二）」總召集人林香美老師 

「英文（二）」高級組召集人陳淑芳老師 

「英文（二）」中級組召集人邱美和老師 

「英文（二）」初級組召集人劉凱莉老師 

閱讀

測驗  
73 班 

2442 名

學生 

 

(2) 驗收學習成效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屬於 proficiency test，透過大型統一測驗之施行（初、中、高級各班皆使

用同一套考題），能有效評估學生的語言能力，檢視修習為期近一學年，每週聽、說及閱讀訓練的「英文

（一）」課程學習效益。由於考試參與人數多（每次考試約有 70 多個班級參與，考生人數約 2400 人），

老師可透過班級平均分數、落點結果，分析學生的成績在初、中、高三種級數當中的定位及分數所代表

的意義，並參考學生閱讀及聽力考試成績的差異，作為調整教學方向或加強授課重點的參考。此統一測

驗不僅提供學生模擬東吳英檢及校外大型英文考試之經驗，同時也增加學生對於自我英語程度認知。測

驗結果提供語言教學中心作為制定教學計畫、授課大綱之參考，可讓教學更臻完善，提升教學品質。 

 

7. 編製「外語學習護照」： 

(1) 發放「外語學習護照」 

104 學年第 1 學期加退選結果確定後於 10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6 日，針對「英文（一）」、「日文（一）」、

「德文（一）」班級發放「外語學習護照」。此外，未修課學生也可直接至兩校區外語自學室索取「外語

學習護照」，運用學習資源或參加學習活動累積學習點數。 

(2) 多樣化的學習活動 

為鼓勵學生善用學校外語學習資源，以及養成自我學習的好習慣，語言教學中心結合利用課餘時間讓英

文老師幫你英文充充電的「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實用的「外語自學講座」、外語自學室廣受學生歡迎

的「多媒體教材」和內容多樣的「有聲書籍」四大類學習活動，方便學生透過護照的指引，依照個人外

語學習需求擬定並實行個人外語自學計畫，經由參加語言教學中心所舉辦的各類學習講座、輔導活動、

至外語自學室使用學習教材等方式充實外語能力，隨時記錄，掌握外語自學歷程，豐富自己的外語學習

履歷。 

a. 「多媒體教材」、「有聲書籍」： 

語言教學中心提供了內容豐富、題材多元的語言學習教材，包含影音教材、線上學習、測驗

和有聲書籍，學生可依照個人學習型態、學習興趣、語言程度挑選合適的學習資源，增進聽、

說、讀、寫能力，提升字彙能力並同時培養外語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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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 

為勉勵學生持續參加每週的「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課程，完整吸收學習內容，凡參加 5 週

課程全勤者，可多獲贈學習點數，作為鼓勵。 

c. 「外語自學講座」： 

語言教學中心為服務學生廣大的外語學習需求，每學年舉辦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內容

包含外語檢定考試、學習策略、語言學習資源介紹等，與學習者分享語言考試資訊、自主學

習技巧，或推廣語言學習資源，讓學生能夠透過演講了解學習方法和趨勢，開拓學習視野。 

 

「外語學習護照」活動相關宣傳 

 

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網 

 

語言教學中心網頁 

 

 

外語學院通訊報 

 

外語學習護照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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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獎勵申請 

為鼓勵學生實踐外語自學規畫並強化學習動機，語言教學中心每學期舉辦「外語學習護照」獎勵活動，

獎勵學生一學期以來在外語自學上的努力不懈，並期許能繼往開來，繼續朝向自學目標邁進。104 年分別

於 6 月 8 至 12 日及 11 月 23 至 27 日及受理「外語學習護照」獎勵申請，總計共有 39 名學生獲得外語學

習護照獎勵。 

 

「外語學習護照」獎勵申請 

     

   

學生受獎照片 

(4) 滿意度調查 

為了解學生實際透過「外語學習護照」學習後的想法，實施「外語學習護照」滿意度調查，根據調查結

果，87%學生認為「外語學習護照」能增進學習動機，92%學生願意繼續參加下一期的「外語學習護照」

活動，活動整體滿意度為 90%。質化之回饋則有學生表示透過此活動能更加了解豐富的外語學習資源，獎

勵則能提升學習動力，期望做檢定題目也能積點。 

 

8. N1、N2「日檢輔導班」與日語能力檢定模擬測驗 

            104 年 4、5 月之 N1、N2「日檢輔導班」安排了 16 門課程以及 4 次日語能力檢定模擬測驗。16 門課

程的出席人次達到了 240 人次。104 年 11 月之 N1「日檢輔導班」共安排了 4 次課程，出席人次達

到了 180 人次。此外，根據課後之成果回饋單支統計成果顯示， 104 年 4、5 月開設之 N1、N2「日

檢輔導班」，滿意學生人數達到了 93.3%；而 104 年 11 月開設之 N1「日檢輔導班」，滿意學生人數

更達到了 100%。由此可見本輔導班已達到了預期之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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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費收支結算（及學校配合款） 

計畫名稱 

本年度核定經費（單位：元） 實際執行數（單位：元） 
執行率（％） 

學校 

配合款 

備

註 

經常門 

資本門 

（軟硬體

設施費）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軟硬體

設施費） 

合計 
人事費 業務費 

其他 

（請說明） 

此欄為 

雜支 

人事費 業務費 

其他 

（請說明） 

此欄為雜支 

經常

門 

資本

門 
合計 

強化國際化外語課程- 

「共同英語與主修日語」 

580,779 200,844 
 

7,400 437,500 1,226,523 582,871 349,446 7,396 429,800 1,369,513 119% 98% 111% 22,000 
（執行 2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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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預期成效指標及評估機制達成狀況 

 預期成效 說明 

辦理「實用英語

學程」 

400 人修讀「實

用英語學程」 

語言教學中心為能幫助學生增進職場英語能力，強化學生英文專業知能，辦理實用英語

學程，開設包含聽、說、讀、寫、譯等內容多元的英文課程，每學期亦舉辦學習講座，

幫助學生提升英語即戰力。103 學年第 2 學期總計共有 300 人次學生選讀「實用英語學

程」課程，104 學年第 1 學期共有 361 人次學生選讀課程，總計選讀課程人數達 661 人。 

本學程於每學期末執行課程問卷評量，從課程規劃、課程授課品質、資源提供、看法與

建議等四方面進行調查。104 年共舉辦 2 次課程問卷評量，調查結果顯示 73%受測學生

認為每學期輪流於兩校區舉辦講座，邀請業界師資前來講演，可增加對業界現況的瞭解。

74%的學生會推薦其他同學修讀「實用英語學程」課程。 

舉辦 2 場「實

用英語學程」

講座 

「實用英語學程」103 學年第 2 學期舉辦學習講座 1 場，共有 25 名師生參加，主題著重

於職場英語之應用技巧與學習策略、求職態度及在學期間之個人能力自主培養。104 學

年第 1 學期舉辦學習講座 1 場，共有 41 名師生與會，主題著重於英語翻譯技巧及職場中

之相關應用。 

本年度共舉辦 2 場「實用英語學程」講座，並於會後進行滿意度問卷調查，平均結果顯

示 98.3%學生認為主題內容對他有幫助，96.5%對活動內容感到滿意、有幫助。82.7%學

生願意再度參加本學程舉辦之類似活動。 

充實外語自學

軟體 

《SOSA英語影

音學習資源

網》平均每月

累計點閱

10000 人次 

為打造優質的英語學習環境，提供豐富而多元的學習素材，語言教學中心購置持續添購

《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線上外語學習教材，讓學習者能夠自由運用，增進英文實

力。《SOSA 英語影音學習資源網》內容包含《空中英語教室》、《大家說英語》、《彭蒙惠

英語》，以結合新聞時事、熱門話題、社會現象等多元觀點，讓學生可透過閱讀文章或觀

賞解說影片過程中培養英文能力，同時增進對時事的了解，且由於文章內容與現實生活

貼近，也能增加學生學習的興趣。根據統計，104 年 1 月至 12 月《SOSA 英語影音學習

資源網》之點閱人次，每月平均點閱人次約 14275 人次，顯見學生已習慣使用《SOSA 英

語影音學習資源網》作為增進英文的管道。 

推動學生自學

方案   

籌組外語自學

小組 40 組 

語言教學中心致力於推廣外語自學活動，注重培養學生「學習如何學」（learning how to 

learn）的能力，運用兩校區外語自學室的資源與環境，舉辦外語自學活動，鼓勵學生於

課餘主動進行語言精進自學計畫，輔導學生善用大學資源並享受學習，以強化學生學習

成效。104 年 1 至 12 月共計成立 61 組外語自學小組，448 人次學生參加，97%的學生自

評參與自學小組後在外語方面有進步。 

舉辦學習加油

站及資源體驗

會等講座活動

12 場 

為能幫助學生了解各項語言學習資源、學習方式、語言能力測驗，增加外語實力，語言

教學中心舉辦學習加油站及資源體驗會等講座活動。104 年度共計舉辦學習加油站及資

源體驗會等 36 場講座活動，總計參加人數達 1627 人，整體滿意度約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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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主題式英

語輔導計畫」 

參與「主題式

英語輔導計

畫」學生人次

達 700 人次，

總計輔導時數

100 小時 

為協助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精進個人英語能力，語言教學中心 11 位專任教師開設「主題式

英語輔導計畫」，每學期共 2 期課程，每期開設 5～6 門課程，上課 5 週，提供多元化的

英語學習課程。103 學年第 2 學期共有 558 人次參加；104 學年第 1 學期共有 545 人次參

加，104 年度總計參與學生共 1103 人次，總輔導時數達 105 小時。 

課程主題活潑多元，並開設於中午或第 9 堂，學生可以依照自己想增進的學習項目，安

排課餘時間參加，另課程性質突破一般的大班教學模式，採小班教學，讓老師更能協助

並照顧到學生英文學習上的問題。本中心也於每期課程結束前進行滿意度問卷調查，根

據調查結果，整年平均 98%的學生對整體的課程感到滿意，94%的學生覺得課程主題能

引發學習英語的動機（請參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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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效 說明 

 

編纂「東吳大學

英語學習手冊」 

印製及發放

「東吳大學英

語學習手冊」

2700 本 

東吳大學提供了實用的英語學習課程、多元的學習活動、豐富的實體及線上英語學習資

源，為幫助學生了解並善加運用，語言教學中心編纂「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內容

包含英文課程介紹、英文能力畢業標準、英文學習資源及師生經驗分享四大單元。為了

讓新生一進入東吳大學便能知道各項學習資訊，方便學生隨時參考，語言教學中心邀請

「英文（一）」老師協助發放並推廣使用手冊，「英文（一）」76 班授課老師與學生、

各學系及一年級導師，總計 2655 名師生領取；同時開放全校師生至兩校區外語自學室領

取。而為能了解師生對於「東吳大學英語學習手冊」的建議及想法，語言教學中心於 104

年 12 月進行滿意度問卷調查，共有 24 位老師及 537 學生參與問卷施測。調查結果顯示

94%授課教師認為手冊幫助學生了解英文課程相關規定、東吳英文能力畢業標準、學校

英語學習資源，會推薦學生使用手冊以了解英語學習環境，提升英文能力；兩校區 95%

的東吳新鮮人認為能透過本手冊的介紹了解東吳英文課程、東吳英文畢業標準及英文學

習資源等重要資訊，95%的學生推薦繼續印製給學弟妹使用，相當肯定本手冊的參考價

值。 

大一新生英文

能力分班檢測 

受測學生數

2300 人 

每學年第 2 學期舉行「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並透過考試成績將修讀「英文（一）」

課程學生分入合適其英語程度之「英文（二）」初、中、高級別班級。考試分為閱讀及

聽力兩種考題，於兩校區「英文（一）」舉行，考試為期兩週。成績佔「英文（一）」

課程學期總成績 10%。103 學年「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測」於 104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8 日舉行，共計有「英文（一）」73 班，2443 名學生參加「大一新生英文能力分班檢

測」閱讀、聽力考試。考試結束後進行讀卡及考試成績彙整，語言教學中心主任會同「英

文（二）」召集人、初、中、高各級召集人召開大二英文切分點會議，依照學生閱讀及

聽力考試成績將學生分入適合其程度的「英文（二）」初、中、高級數。 

編製「外語學習

護照」 

印製「外語學

習護照」500

本 

為方便學生依照個人外語學習需求規劃自學進度，語言教學中心編製外語學習護照，內

容包含「多媒體教材」、「有聲書籍」、「主題式英語輔導計畫」及「外語自學講座」四大

學習方向，讓學習者能透過護照的指引，規劃並實行個人外語自學計畫，經由參加學習

活動的記錄，掌握外語自學歷程。104 學年於加退選結果確定後針對「英文（一）」、「日

文（一）」、「德文（一）」班級發放，總計發給 84 班，2523 名學生領取。而為鼓勵學生

積極參與「外語學習護照」活動，特別提供學習獎勵，於每期末開放申請，總計 104 年

1 至 12 月共有 39 名學生獲得外語學習護照獎勵。 

日語能力檢定

模擬測驗 

參加日本語能

力試驗模擬測

驗 N1 級數人

數上半年45人

/下半年 45 人 

參加日本語能

力試驗模擬測

驗 N2 級數人

日本語文學系設有日本語檢定 N1 畢業門檻，為提供學生檢視自身實力之機會，日

本語文學系於 104 年舉辦了 2 次日語能力檢定模擬測驗。參加日本語能力試驗模擬

測驗 N1 級數人數為 3 人；參加日本語能力試驗模擬測驗 N2 級數人數為 13 人，與

預期指標落差頗大。原因可能有二：首先，模擬測驗非強迫性質，多數同學希望能

自我練習，且參加完日檢輔導班之課程後大多已習得自學之能力，因而未報名參

加。其次，日檢模擬考之舉辦時間恰巧為無排課之系會時間，由於全校活動多半在

該時段，因此分散了參加本模擬考的人數。日本語文學系會善加檢討未達預期成效

之原因並加以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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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成效 說明 

數上半年45人

/下半年 45 人 

N1.N2 日檢輔

導班 

通過日本語能

力試驗(JLPT) 

N1 級數人數 

上半年 25 人/

下半年 25 人 

通過日本語能

力試驗(JLPT) 

N2 級數人數 

上半年 25 人/

下半年 25 人 

日本語文學系設有日本語檢定 N1 畢業門檻，故報考日本語檢定之同學人數眾多。104

年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 N1 級數人數上半年為 27 人，下半年為 10 人；通過日本語

能力試驗(JLPT) N2 級數人數為 7 人。由上述之統計數字可看上半年通過日本語能力試驗

N1 人數已達到預期指標，下半年未達標原因可推測可能因設有畢業門檻之故，同學大都

集中在畢業前登記，導致上學期登記人數較不踴躍。N2 通過人數未達標原因可歸因於

104 年度起畢業生皆須通過畢業門檻 N1，故報考人數相對 N1 較不踴躍。對此，日本語

文學系會善加檢討未達到預期指標之原因並加以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