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 

111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 

申請書 
 

《實用醫護台語 CD光碟》 
醫學系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申請資料確認清單】 (請逐項勾選) 遞交申請資料時，請依下列順序裝訂或為電子檔案命名。 

 項 目 紙本(請列印再親筆簽名、蓋章)一份 電子檔(email) 

申 

請 

書 

封面(此頁) （單面列印）  (勾選欄位可空白) 

一、 基本資料 申請者及單位主管簽章(單頁列印)  (簽章欄位可空白) 

二、教材特色概述  (若超過一頁，請盡量雙面列印)  

三、應用課程的相關資料  (若超過一頁，請盡量雙面列印)  

四、聲明暨同意書 右下角欄位需親筆簽名(單面列印)  (簽章欄位可空白) 

五、共同作者授權書(多人合著才須檢附) 表格各列皆需親筆簽名(單面列印)  

附 

件 

六、教材 原始資料，一份 

 數位教材，請將內容壓印成一張光碟。 

 其他形式之教材請提供原樣。如：已出版之專書、裝訂成冊的講義 

 若為改版改良之教具、或得獎後再版者再次申請，請同時提供原版

教具或上次得獎的教材版本。 

 

 

-------------------------------（以下部分由收件單位填寫）------------------------------- 

教務處收件日期：2022 年    月    日                             收件編號：111                      

 

承辦人簽章 教發中心主任簽章 教務長簽章 

 

 

 

 

  

【說明】教材的命名原則：盡量簡明易懂，不易與本校其它課程的教材名稱有所重複。 
 學術專書或教科書：請直接填寫書名。［例］邏輯學的故事 
 課程講義：「課程名稱(簡稱)」＋講義形式。［例］臨床護理學實習手冊、助聽輔具原理及運用操作手

冊、藥理學實驗手冊、108-1 醫學系 3 年級 PBL 教案：Case 7…… 
 教具：「課程名稱(簡稱)」＋教具形式。［例］牙科實務課之聰明版教學牙模…… 
 數位教材：「課程名稱(簡稱)」＋教材形式。［例］創意思考與創新磨課師影片、失能者音樂律動及體

適能 PPT 簡報、實用醫護台語 CD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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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資料 ★此為必備資料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單位 

醫學系 護理學系 聽語學系 生醫所 

長照所 福科所  全人中心  
 

職稱 專任教師 / 專案教師 
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 
聯絡電話 

校內分機 ________ 

個人手機 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方式 
□個人申請    

共同申請：請檢附「共同作者授權書」(見本檔末尾)； 

每件教材限以一位為代表提出申請，並於「共同作者授權書」註明每位作者的貢獻部分。 

 

教 

材 

基 

本 

資 

料 

教材名稱 （請再次填入此次申請之教材的名稱） 

類別屬性 

□學術專書或教科書：著作並出版與所授課程相關之學術專書或教科書。 

□課程講義：獨立編纂之課程講義(含實驗手冊及 PBL、CBL教案等) 

□教具：因應實驗、實習、課程及教學需求製作具創意性之教具(非投影片及掛圖)； 

 有明顯之重大修訂或改進的模型、標本及多媒體教材等（請於申請書第三項第(三)點陳述）。 

數位教材：透過影音、簡報或動畫等多媒體方式呈現並實際應用於課程之自製教材               

學習方式 

□ 課堂學習；□ 實驗課程；□ 模組課程；□ PBL課程； 

□ 遠距教學(同步)；□遠距教學(非同步) ； 

□ 課堂學習+小組討論； 課堂學習+遠距輔助教學(同步、非同步) ； 

□ 磨課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相同教材，獎勵以一次為原則。 

 已獲獎勵之教材經改版可再提出申請，惟其內容須與前版之差異達三分之一以上。 

申 

請 

次 

數 

□初次申請（先前申請過本獎勵但未獲通過者，亦請填選此項） 

得獎後改版再次申請(請於下方簡述此次改版與前次獲獎版本的差異)  

   前次得獎學年度：101學年   當時申請之教材名稱：實用醫護台語錄音帶 

1. 播放與儲存形式由錄音帶改為 MP3光碟。 

2. 全套教材原有 15個單元，改版後：原第 1 至 5單元改編；第 13單元更新主題與內容；刪除第 10單元；增

加附錄「單字快查表」。 

3. 全套教材重新配上背景音樂與音效以增添臨場感。   (陳述請盡量精簡，以便維持此頁為「完整的單頁」) 
 

申請人 

      簽章(請手寫蓋章日期) 

審請人所屬教學單位主管 

   簽核(請手寫蓋章日期) 

 
 

 

 

 

【說明】
電子檔的申請書，簽章/主管簽核的欄位直接保留空白即可； 
印出的紙本申請書，這兩欄請手寫簽名（蓋職章者，請加寫蓋章時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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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數位教材獎勵申請表 
數位教材之申請，請加填此頁表單並盡量維持單頁形式。 

其它類別的申請，請直接刪除此頁。 

單  位 醫學系 

申請教師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開課學期 108學年度第 2學期 

科目名稱 106-2醫學系 7年級牙科實務Ｍoocs影片 學分數 2 

課程授課形式 課堂講授   實驗      實習       分組討論 

數位教材應用

(可複選) 

課前預習   課堂授課   互動討論 

課後複習   補救教學   其它： 

使用平台 

本校教學平台（馬偕醫學院-數位學習平台， http://moodle.mmc.edu.tw） 

其 它 平 台（ewant 育網，https://www.ewant.org） 

             （e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http://www.tocwc.org.tw） 

教 材 說 明 

教材製作人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張聰明 

教材形式 □圖文瀏覽 影音串流 多媒體動畫 

錄製及後製 
□隨堂錄製 螢幕錄製 □攝影棚錄製 

有後製 □無後製 

教材檔案格式 建議採用 mp4格式。其它格式可能與本校Ｍoodle平台指定之影片存放點不相容。 

單元數及時間 
本科目數位教材單元數：  10   

本科目數位教材時間總長度： 2小時 30 分  00  秒 

數位教材內容簡述 （此欄位免填；改用整份申請書「二、教材特色概述」那五點內容來代表） 

附  件 

（此處僅條列附件項目名稱；實際的附件內容，請於整份申請書的「二、教材特色概述」或
「三、應用課程的相關資料」相關項目底下提供。） 

1. 期末學生回饋意見

2. 課程評鑑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說明】此為馬偕博士另一套數位教材「牙科實務」的填寫範例，跟這
份申請書的其它例子不同。 

【說明】此處的「製作人」包含了 
1.教師(規劃教材架構或細節內容)、 
2.實際錄製的技術人員(可為教師本人或助理)、 
3.製作動畫的技術人員(可為外聘人員)。 
★參與演出(肢體畫面或聲音等)不列為製作人。 

【說明】「教材形式」、「錄製及後製」這
兩列可複選。 
例如，Ｍoocs 影片可能會帶有動畫圖解
+真人情境示範演出+教師講解 PPT 內
容…若表達形式較多元，那就將符合事實
的項目都勾選。 
「錄製及後製」這項目亦然。若您這套
教材的製作方式不只一種，那就勾選那
幾個符合事實的項目。 

【說明】課程有在哪幾個校內外平台上
架，就列出那幾個平台(名稱+網址)。 

【提醒】這裡的『單元』，請列出您這套教材的實際單元數量與所有影片累加的總播放時間。 

根據《馬偕醫學院數位教材獎勵審查準則》，學校只獎勵播放時間長度超過 15 分鐘的單元。若您教材
裡面的單元影片總長並非都達標，這些播放時長未達標的單元就只當成評審的加分項目，而沒法列入
獎金計算的範圍。 

每個單元通常會由多支短片組成。 
假設這門「牙科實務」的數位教材有個單元名為『感染控制實務』，它可能就有好幾支短片組成：介
紹常見的牙科感染病菌病毒（動畫）、介紹常用到的器械與藥劑（真人情境演出短片＋教師旁白說明
PPT 影片）、相關的藥理學概念（隨堂錄製:主要指利用資訊講桌 Evercam 錄製的側錄影片）等等。 
 

https://www.ewan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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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特色概述 ★此為必備資料 

 

項 目 說明欄位 

(一) 教材內容與規劃

符合校、系、課

程以及教學單元

之教學目標。 

本課程與學系教育目標相關者 

1.素養一：敬天愛人 

2.素養二：社會與環境責任 

3.素養三：團隊精神 

4.素養四：人文關懷 

 

本課程與學系之學生核心能力目標相關者 

1.終身學習與全人開展  

2.語言溝通與合作精神  

3.批判思考與價值判斷  

4.多元文化與全球視野 

(二) 教材有創新設

計，或品質提升

而與過往教材不

同之處。 

 有大量的情境對話範例考供參考。 

 每個單元皆會附上同一字詞在漳泉後裔發音的異同比較。 

(三) 教材能有效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

進而增進學生之

核心能力。 

 學生可於課前與課後自行聆聽教材；並於課堂在教師指導

之下糾正發音或用語。 

 模擬真實情境的對話可提高學生對台語醫護詞彙的理解。 

(四) 教材有提供多元

教學模式，引發

學生學習動機。 

 對話範例皆從醫護前線常見的情境出發，生動、實用。 

 

(五) 其他未列於前之

貢獻。 

 全台首件醫護台語用語教學 CD。 

 

(表格高度可自行增減。內容若超過一頁，請盡量雙面列印。) 

 

  

【建議】這項的說明內容，直接引用或改寫自您

在每學期開課之前填報的開課資料即可。 

【說明】教材特色概述，請依事實來凸顯您這套教材的優點。 

 填寫內容越簡明易懂越佳。 

 審查委員將按照您填報的內容去對照您的教材來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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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材特色概述之附件 
請視實際狀況提供相關資料；不需提供之項目，請直接刪除! 

  

此教材曾獲其它獎補助 ★此為加分選項，亦可不提供。 

一、104年台語促進協會影音出版特優獎 

 

 

二、108年文化部本土語言創作及應用補助 

 

  
 得獎的佐證資料，直接掃描或拍攝先前您得獎的講座、獎狀，得獎名單都可。 

 若 提供的獲獎的資料很 提供 代表性的 個畫 就夠了  

【提醒】請提供其它獎補助的名稱(含年份或第幾屆/期)，

下方插入影本或截圖的圖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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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具類的模型、標本及多媒體教材的「明顯之重大修訂或改進」★此為「改良現有教具」的必備資料！ 

原版教具名稱：  HST_A1牙模型   

原版教具出版商： 齒科專家 

原版教具出版年月：101年 1月 1日 

(請於下方此簡述此次申請之教具在市售原版的基礎上有哪些「明顯之重大修訂或改進」。請條列式說明) 

 

  

本教具「牙科實務課之聰明版教學牙模」明顯之重大修訂或改進項目如下: 

1. 左半側改為可拆式 

2. 左半側牙齦處改為透明，可顯示白色修復體 

3. 兩側後方齲齒改為雙側對比 

 

 

  

【說明】此填寫範例為馬偕博士「牙科實務」另一項改良類教具『牙科
實務課之聰明版教學牙模』，跟這份申請書其他範例不同。 

【提醒】 
1. 申請時要遞交的實體資料，應同時附上原版教具以及您改良的教具。 
2. 這裡的條列式說明，目的是幫助評審快速理解原版與改良版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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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課程的相關資料 ★此為必備資料 
 申請之教材須為 111學年度前兩年內完成，且累計使用達 4小時以上。 
 本屆(111 學年度)受理之優良教材，應實際使用於 109-1、109-2、110-1、110-2或 111-1 的課程。 
 若應用該教材的課程不只一門，請提供上述這幾個學期有用到該教材達 4小時以上的課程資料。 
 每門課程的相關資料，請依以下（一）（二）（三）的項目依序提供；同一門課的這三項資料，請勿拆開提供。 

 

============以下是【每一門應用課程】的完整相關資料。若有多門課程，請自行複製格式再依序提供============ 

應用課程：台語(一) 

選別：選修  /  必修 

開課學期：109-1 

開課系所 開課年級 
醫學系 
護理學系 
聽語學系 
全人中心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五年級 
六年級 
七年級 

 

（一）實際使用課程之授課時數★此為必備資料 

若應用於不同班級、不同個期或不同課程，請提供每個版本的授課進度表。並於該表加註應用到該教材的週數與授課時間。

（您可複製本校網站全校課程查詢的「授課進度表」或更新的正確版本，於該表加註應用到該教材的時間點/週數） 

請於該班級的授課進度表下方提供該班該學期的授課時數 

 

109-1 全人教育中心 1 年級台語(一) 

課程進度 日期 內容 應用時數 

1 09/14 1.1、課程介紹，說明為何要學台語 2、向學生介紹上課方式與學期評量方式  

2 09/21 2.介紹台語起源、族群分佈、台灣文化 2、趣味台語笑話  

3 09/28 3.1、台語音標教學（一）2、台語歌曲欣賞 
 

4 10/05 4.1、台語音標教學（二）2、台語歌曲欣賞  

5 10/12 5.1、台語音標教學（三）2、台語歌曲欣賞  

6 10/19 6.台語詩創作  

7 10/26 7.期中考  

8 11/02 8.常見植物、動物、日常用品台語說法教學  

9 11/09 9.台語單位量詞教學（數數目）  

10 11/16 10.台灣各大醫院介紹  

11 11/23 11.人體器官台語說法教學-1 1 

12 11/30 12.人體器官台語說法教學-2 1 

13 12/07 13.人體器官台語說法教學-3 1 

14 12/14 14.台灣美食文化介紹  

15 12/21 15.台灣節慶文化介紹  

【說明】假設這套教材應用的課程是每一年上學期都會開
課的；那麼，請提供這屆收件範圍期限的 108 學年、109
學年與 110-1 學期的課程資料。 
以此案來說，由於每年上學期都有開課，故應提供 108-
1、109-1 與 110-1 通識課程『台語(一)』的資料。 

【建議】非相關的選項，建議標成５％淺灰以便凸顯您要勾選的項目。 

【建議】灰色小字的說明性敘述，也可直接刪除。 
總之，每一門應用課程的授課進度表，請盡量維持在同
一頁，以免表格被切割而不易閱讀。 

1. 【說明】此表改編自本校官網的全校課程查詢刊載之課程進度表。 
從網頁複製該表格，轉貼到 WORD檔， 

2. 修改表格最右欄的「教師」改為「應用時數」； 
3. 在這一欄，選擇有應用這套教材的那幾週填入使用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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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28 16.台灣俗諺語教學-1  

17 01/04 17.台灣俗諺語教學-2  

18 01/11 18.期末考  
 

該學期該班級，應用本教材之時數為 3小時 

 

 

（二）課程評量：無。 

 

（三）其它相關資料：無。 

 

  

【提醒】請於授課進度表下方提供該班該學期的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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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每一門應用課程】的完整相關資料。若有多門課程，請自行複製格式再依序提供============ 

應用課程：台語(一) 

選別：選修  /  必修 

開課學期： 108-1、108-2、109-1、09-2、110-1 

開課系所 開課年級 
全人中心 一年級  

 

（一）實際使用課程之授課時數 

109-1 全人教育中心 1 年級台語(一) 

課程進度 日期 內容 應用時數 

1 09/14 台語文基礎觀念、網路相關資源介紹  

2 09/21 醫學台語短句 100  

3 09/28 台語的特色：濁入輕、趣味的聲調語言  

4 10/05 生活會話：招呼  

5 10/12 生活會話：親戚稱呼  

6 10/19 生活會話：交通  

7 10/26 生活會話：買菜  

8 11/02 生活會話：爬山  

9 11/09 期中考  

10 11/16 生活會話：在銀行  

11 11/23 生活會話：在醫院  

12 11/30 醫病對話：一般內科 2 

13 12/07 醫病對話：胃腸內科 2 

14 12/14 醫病對話：皮膚科 2 

15 12/21 醫病對話：耳鼻喉科 2 

16 12/28 醫病對話：精神科 2 

17 01/04 醫病對話：骨科 2 

18 01/11 期末考  
 

該學期該班級，應用本教材之時數為 12小時 

 

（二）課程評量：無。 

（三）其它相關資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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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每一門應用課程】的完整相關資料。若有多門課程，請自行複製格式再依序提供============ 

應用課程：台語(一) 

選別：選修  /  必修 

開課學期： 108-1、108-2、109-1、09-2、110-1 

開課系所 開課年級 
全人中心 一年級  

 

（一）實際使用課程之授課時數★此為必備資料 

110-1 全人教育中心 1 年級台語(一) 

課程進度 日期] 內容 應用時數 

1 09/09 1、課程介紹，說明為何要學台語 2、向學生介紹上課方式與學期評量方式    

2 09/16 1、台語音標教學（一） 2、台語歌曲欣賞    

3 09/23 1、台語音標教學（二） 2、台語歌曲欣賞    

4 09/30 1、台語音標教學（三） 2、台語歌曲欣賞    

5 10/07 國定假日  

6 10/14 全國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台語說法教學   

7 10/21 期中考    

8 10/28 家訪對話及護理師安慰病人情境對話教學   

9 11/04 醫護台語實用辭彙(一)人體器官部位名稱教學  2 

10 11/11 醫護台語實用辭彙(二)常見症狀名稱教學  2 

11 11/18 醫護台語實用辭彙(三)常見疾病名稱教學 2 

12 11/25 醫護台語實用辭彙(四)醫學名詞或醫療行為名稱教學  2 

13 12/02 牙科用詞教學 2 

14 12/09 內科-感冒症狀情境劇本教學 2 

15 12/16 心臟內科-高血壓情境劇本教學  2 

16 12/23 期末考試   

17 12/30 國定假日  

18 01/06 期末考試    

該學期該班級，應用本教材之時數為 14小時 

 

（二）課程評量：無。 

（三）其它相關資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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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 111 學年度優良教材申請作品 

聲明暨同意書 
★此為必備資料 

 

聲明人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下稱聲明人)申請馬偕醫學院(下稱本校)109學

年度優良教材獎勵，針對申請作品符合智慧財產權、學術倫理以及得獎後之義務，同

意暨聲明如下： 

 

1. 聲明人聲明並擔保所授權之教材內容均為自行創作。 

2. 若本教材有共同作者時，聲明人聲明並擔保對本教材具完整權利或具代理權限授權

簽署本同意書，並已取得本教材內容各權利人之授予代理權限。 

3. 聲明人擔保審請之教材並無侵害任何第三人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營業祕密

或其他智慧財產權。 

4. 如有違反前述事項，聲明人願自負法律責任。本校並得要求聲明人返還全數獎勵。

於授權教材及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如因可歸責於聲明人之事由致本校受有損害

者，聲明人願對本校負損害賠償責任。 

5. 若申請作品得獎，聲明人應配合教務處辦理之相關研習進行經驗分享與傳承；並得

視教務處要求，提供獲獎教材於教務處相關活動時展示、提供乙份供本校圖書館典

藏。 

 

 此  致 

馬偕醫學院 

        聲  明  人：(此欄在電子版可為空白；紙本，請親筆簽名) 

    地  址：新北市淡水區真理街 1號  

電  話：02-123-456 

 

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0 月 3 1 日 

【建議】電子檔就預先填入同意書內容裡的作者(聲明人)的姓名，右下角的
地址與電話，以及底端的日期， 
再於印出之紙本『必須親筆簽名處』補上手寫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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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偕醫學院 111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申請作品 

共同作者同意書 
★合著之教材，請務必獲得共同作者同意、簽名並提供這份文件。 

 

 

茲同意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先生代表以下 2位共同作者，將共同著作之作品

【實用醫護台語 CD光碟】向馬偕醫學院教師發展中心申請 111學年度優良教材獎

勵，具名同意如下表，並簡述各共同作者對本作品負責之內容與貢獻度。 

(請自行增減填寫列數) 

 

共同作者姓名 身份證字號 申請作品負責內容 
簽名或蓋章 

(請手寫簽蓋的日期) 

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 

A132456781 全套教材內容企劃 
情境對話示範錄音 

 

張聰明 A132456782 情境對話示範錄音  

【說明】請依照您的生理性別，直接刪掉不需要的性別稱謂。 
此處就刪除了空白版申請書裡面的「/女士」。 

【說明】 
電子版，每一列都請預填前三欄的內容：作者姓名、身分證字號、負責之內容。 
第一列預設要填寫申請者的資料（理論上，申請者應為第一作者或為主要作者，故第一列填
寫申請者的）姓名、身分證字號、負責之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