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全英語授課(EMI)課程
學習心得影片競賽說明
一、 活動宗旨
為推動本校學生雙語化學習，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擬舉辦全英語授課(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課程學習心得影片競賽，希冀以賽促學，鼓勵大
學部和研究所同學分享過去 2 年期間，修讀全英語授課(EMI)課程之心得和經
驗，以利傳承 EMI 修課經驗、提升全英語課程(EMI)能見度和優化 EMI 課程內
容。
二、 承辦單位
主辦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
協辦單位: 中國醫藥大學雙語教學推動資源中心
三、 競賽活動時間
(1)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10 日(五)止。
(2) 人氣投票日期: 111 年 6 月 13 日(一)~111/6/17(五)止
(3) 獲獎名單公告：111 年 7 月初，於醫學院網站公告 https://cm.cmu.edu.tw

四、 申請資格
競賽將分為「一般組」和「進階組」:
(1)「一般組」參賽資格: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在學學生曾於最近 2 年內，修讀至少 1 門全英語授課(EMI)課
程(含各學院系所大學部、研究所本籍生、僑生、外籍生)。採個人或團體(3 名
以內)報名參賽。
(2) 「進階組」參賽資格: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在學學生，曾於最近 2 年內修讀: 大學部至少 2 門全英語
授課課程(EMI); 研究所至少 5 門全英語授課課程(EMI) (含本籍生、僑生、外
籍生)。採個人或團體(3 名以內)報名參賽。

註 1: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課程係指在英語非母語的教育機構
(non-English speaking institutions)，例如臺灣大專校院，提供全英語授課的
專業領域課程。課程的內容傳遞、師生互動、學習及學術支持教材、學習
成果展示與評量 100%使用英語。學生在分組時之互動，可使用其他語言，
以利彼此間的理解與創意發想，確保至少 70%班級溝通是以英文進行。
註 2:英文課程不歸類為 EMI 課程。但全英語通識課程，例如: 生活中的生物化
學、西洋文學與醫學、知性的呼喚:探索自然與科學革命的故事、TED
Talks 與公共演說藝術等，可算為 EMI 課程。
註 3: 一支影片僅能報名一個組別。

1

五、 影片規格
1) 影片長度：1 至 3 分鐘。（影片時間未滿 1 分鐘或超過 3 分鐘，將斟酌扣
分）
2) 影片格式: 格式請轉為 MP4。
3) 影片語言: 參賽者須全程以英語分享 EMI 修讀心得。所有參賽者均需入鏡。
未露臉者視同放棄參賽。因應防疫，建議以個人參賽為主。可使用創意輔具
或是簡報分享 EMI 修課心得。
4) 檔案名稱: 【EMI 影片競賽_參賽者姓名(/或隊長姓名)】
5) 每部心得影片可分享至少一門，至多五門 EMI 課程。每位參賽者至多可提交
2 部 EMI 心得影片。
6) 除心得影片外，也請提供逐字稿電子檔(參附件一)。

六、 參賽方式
(1) 敬請於 6 月 10 日(五)前，將參賽影片上傳至 Youtube，上傳影片以「中
國醫 EMI 心得影片競賽_(參賽者姓名/或隊長姓名)」方式命名，且設定為
「非公開」。
(2) 填寫網路報名表單 https://forms.gle/1NJCAGazQxtMNZ9fA (含基本資料及
影片 Youtube 連結，團體報名請以隊長代表報名)
(3) 並請將影片逐字稿 WORD 檔(附件一)寄送至 shuen@cmu.edu.tw 並請將影
片逐字稿檔(附件一)寄送至 shuen@cmu.edu.tw

七、競賽規則和時程
1. 競賽方式：總分 100 分，包含影片內容呈現(30%)、剪輯和創意(30%)、英
文表達能力(20%)、人氣投票(20%)。競賽者需以全英語分享 EMI 修課心得
和經驗。影片須全程以英語進行。
2. 評審委員: 由醫學院院長推選校內教師和校外專家學者，組成競賽評審小
組
3. 除資格不符之參賽作品外，所有作品將進行人氣投票。
4. 獲獎學生，須於公告得獎後，提供: (1)EMI 課程修課證明掃描檔(例如:成
績單)、及(2)影片授權聲明書掃描檔(附件二)
5. 獲獎影片於比賽結束後將公布於影音網站(例:YouTube)或校內電視牆供師
生參考。
6. 參加選拔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勞或違反本活動相關規定，且
有具體事實者，則追回得獎資格與獎勵。
7. 參賽者於參加此競賽同時，即同意接受上述各項規範。本活動如有未盡事
宜，主辦單位保有修改辦法之權益。活動辦法以醫學院網頁公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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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評分項目說明:
評分項目
影片內容呈現

比重
30%

剪輯和創意

30%

英文表達能力

20%

人氣投票

20%
100%

評分重點
 主題明確
 具有整體性
 片頭和片尾
 影片流暢度
 時間掌握
 創意力
 流利度
 發音
 語速

九、獎勵辦法
一、參與競賽之學生均頒予參賽證書乙紙。
二、獎項評定及頒發由評選委員會議決議之，必要時得以「從缺」辦理。
一般組 (全校學生)
第一名: 獎金 8,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獎金 6,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獎金 4,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人氣獎 4 名: 獎金 2,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進階組 (限醫學院學生)
第一名: 獎金 10,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獎金 8,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獎金 6,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人氣獎 4 名: 獎金 3,000 元整及獎狀乙紙。

十、聯絡窗口
承辦人：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雙語化學習計畫專案辦公室 陳小姐
電話：04-22053366 分機 2191
電子郵件：shuen@c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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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影片逐字稿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
全英語授課(EMI)課程學習心得影片競賽
影片逐字稿
姓名
系所年級
EMI 課程名稱
逐字稿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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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影片授權聲明書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全英語授課(EMI)課程
學習心得影片授權聲明書

EMI 課程名稱
修課學年度
學生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系所年級
學號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遵守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全英語授課(EMI)課程學習心得
影片競賽規則，在此聲明下列事項：
1、 本表單所填各項資料均屬實。
2、 本人享有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若獲獎，同意提供中國醫藥大學醫學院
雙語化學習計畫辦公室作為存檔、備查及非營利宣傳使用。。

授權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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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