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立 政 治 大 學 數 位 學 習 作 業 及 獎 勵 補 助 要 點 

一、 本要點依據「國立政治大學數位學習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九條及第十

二條規定訂定之。 

二、 遠距教學課程之開課流程 

（一） 開課教師應依本校所訂格式提出課程計畫提報大綱，並敘明開課方式。 

（二） 前揭課程須先經系、所、院逐級陳報轉送，並配合本校教務處開課程

序及時間，將資料送交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提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

審查，審查標準另定之。 

（三） 遠距教學課程審查通過後，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始得開授。 

三、 獎勵補助原則 

（一） 鐘點加計 

開授同步視訊主播通識課程每一學分計為一點五個鐘點數。原已簽

准加計鐘點之科目，其遠距課程加計鐘點計算方式為：原授課鐘點數

計一點五倍後再加上原加計鐘點數。 

（二） 課程助理補助 

遠距教學課程之學生選課人數達三十人以上者，得申請一位課程助

理協助課程之進行，由授課教師自行聘請本校在學學生擔任為原則；

補助經費以每人每月新台幣六千元為原則，每學期核發以四個月為

限。選課人數若超過七十人之科目，補助經費得核加零點五倍，超過

一百二十人得核加一倍；每科至多核給二位課程助理。本課程助理補

助經費，與本校其他助理薪資應擇一領取。 

（三） 優良數位學習課程獎勵 

為鼓勵本校教師投入數位學習，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得於每學期預

算經費額度內辦理優良數位學習課程之評選活動，經評選為優良課

程者得給予獎勵，其經費來源為政府補助款或本校自籌收入，獎勵額

度視該年度經費預算而定。 

有關優良數位學習課程獎勵之金額、評選方式及評選標準，由數位學

習推動委員會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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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國立政治大學數位學習實施辦法」等相關法規

及會議決議辦理。 

五、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國立政治大學數位學習作業及獎勵補助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政治大學數位學

習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九條及第十

二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據「國立政治大學數位

學習實施辦法」第六條、第十一條

及第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二、遠距教學課程之開課流程 

(一) 開課教師應依本校所訂格式提出課

程計畫提報大綱，並敘明開課方式。 

(二) 前揭課程須先經系、所、院逐級陳報

轉送，並配合本校教務處開課程序

及時間，將資料送交教務處教學發

展中心，提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審

查，審查標準另定之。 

(三) 遠距教學課程審查通過後，須經教

務會議通過後始得開授。 

 

二、數位學習課程之開課流程 

(一) 遠距教學課程 

開課教師應依本校所訂格式提出

課程計畫提報大綱，並指明開課方

式（同步視訊課程或網路教學課

程）。前揭課程須先經系、所、院

逐級陳報轉送，並配合本校教務處

開課程序及時間，將資料送交教務

處課務組，提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

審查，審查標準另定之。遠距教學

課程審查通過後，須再經教務相關

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始得開授，並公

告於網路。 

(二) 網路輔助學習課程 

依一般課程開課規定辦理。授課教

師除例行性面授外，得視網路輔助

學習需要隨時提出數位學習平台

使用之申請。 

一、因「國立政治大

學數位學習實施

辦法」修正，故刪

除第二點第一項

（同步視訊課程

或網路教學課

程）及部分文字

修正。 

二、為使辦法與時俱

進，刪除第二點

第二項網路輔助

學習課程。 

三、承上，第二點第

一項標題不需單

獨另立，故刪除。 

四、承上，第二點更

名為遠距教學。 

 

 

三、獎勵補助原則 

(一) 鐘點加計 

開授同步視訊主播通識課程每一學

分計為一點五個鐘點數。原已簽准加

計鐘點之科目，其遠距課程加計鐘點

計算方式為：原授課鐘點數計一點五

倍後再加上原加計鐘點數。 

(二)課程助理補助 

遠距教學課程之學生選課人數達三

十人以上者，得申請一位課程助理協

助課程之進行，由授課教師自行聘請

本校在學學生擔任為原則；補助經費

以每人每月新台幣六千元為原則，每

三、獎勵補助原則 

(一) 鐘點加計 

開授同步視訊主播通識課程每一

學分計為一點五個鐘點數。原已簽

准加計鐘點之科目，其遠距課程加

計鐘點計算方式為：原授課鐘點數

計一點五倍後再加上原加計鐘點

數。 

(二)課程助理補助 

遠距教學課程（外校主播課程視同

本校課程）之本校學生選課人數達

10 人以上者，得申請一位課程助

理協助課程之進行，由授課教師自

一、 因本校課程經營

助理員額不足，擬

修改第三點第二

項，人數達 30 人

以上者，始得申請

一位課程助理協

助課程進行。 

二、 文字修正，刪除

第三點第二項:外

校主播課程視同

本校課程。 

三、 第三點第二項文

字修正:工作費更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學期核發以四個月為限。選課人數若

超過七十人之科目，補助經費得核加

零點五倍，超過一百二十人得核加一

倍；每科至多核給二位課程助理。本

課程助理補助經費，與本校其他助理

薪資應擇一領取。 

 

(三)優良數位學習課程獎勵 

為鼓勵本校教師投入數位學習，數位學

習推動委員會得於每學期預算經費額

度內辦理優良數位學習課程之評選活

動，經評選為優良課程者得給予獎勵，

其經費來源為政府補助款或本校自籌

收入，獎勵額度視該年度經費預算而

定。有關優良數位學習課程獎勵之金

額、評選方式及評選標準，由數位學習

推動委員會另訂之。 

行聘請本校在學學生擔任為原則；

補助經費以每人每月新台幣六千

元為原則，每學期核發以四個月為

限。選課人數若超過七十人之科

目，補助經費得核加零點五倍，超

過一百二十人得核加一倍；每科至

多核給二位課程助理。本課程助理

補助經費，與本校其他助理工作費

應擇一領取。 

(三)優良數位學習課程獎勵 

為鼓勵本校教師投入數位學習，數位

學習推動委員會得於每學期預算經

費額度內辦理優良數位學習課程之

評選活動，經評選為優良課程者得給

予獎勵，其經費來源為五項自籌收入

及學雜費收入，獎勵額度視該年度經

費預算而定。有關優良數位學習課程

獎勵之金額、評選方式及評選標準，

由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另訂之。 

改為薪資。 

四、 第三點第三項，

經費來源修改為

政府補助款或本

校自籌收入。 

(未修正) 四、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國立政治

大學數位學習實施辦法」等相關

法規及會議決議辦理。 

 

(未修正)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由校

長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