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數位人文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109 年獲補助課程計畫執行須知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 日修訂 

 

執行期程 

109 年上學期（109/08/01-110/01/31） 

109 年全學年（109/08/01-110/07/31） 

109 年下學期（110/02/01-110/07/31） 

 

壹、經費請領、核結相關作業說明 

一、計畫經費核撥 

(一)本計畫係部分補助，各受補助學校應提撥本部核定計畫金額 10%以上之自籌經費。 

(二)單一學期與全學年課程計畫撥付方式不同，請於指定期程內備妥相關資料，函送教育部，俾

憑辦理撥付，領據請註記徵件計畫名稱「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及計畫編號，說

明如下表： 

類別 辦理日期 所需文件 經費撥付方式、條件 

109 年上學期計畫 核定後至 109 年 9

月 30 日 
1.公文 

2.領款收據一紙 

3.著作利用授權

契約書一式

二份 

一次撥付 

109 年下學期計畫 110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 

一次撥付 

109 全學年計畫 

  第 1 期經費 

核定後至 109 年 9

月 30 日 

分 2 期撥付，第 1 期撥付經常

門經費 50％及資本門全額 

  第 2 期經費 建議 110年 3月 10

日前 

1.公文 

2.領款收據一紙 

3.經費請撥單一

份 

繳交期中報告後，經總計畫辦

公室檢核上學期課程完整典

藏，且第 1 期經費使用率達 70

％，撥付經常門經費 50％ 

 

（三）請至計畫網站下載著作利用授權契約（亦提供 ODT 檔）並閱讀著作利用授權契約簽署注

意事項。 

 

二、經費編列支用注意事項 

(一)支用標準：各項經費項目及支用標準，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經費要點）、行政院相關規定及本計畫徵件須知相關規定編列支用。各項規定若

有變更，如行政院如頒布新的標準，如出席費、稿費、講座鐘點費、國內旅費，則以新規定

為準。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235JMD7wbPvPqLGO-bUO3iG1nobL-Y1/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855oEocca0g0JcRi6r8wRl8S6zculFQn/view?usp=sharing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二)支用期限：以計畫執行期程為原則，計畫期程前、後一個月內所發生與計畫相關之必要支出，

且該項支出無需辦理經費流用者，得敘明原因，循其內部行政程序辦理（請先向校內主計單

位確認），其中所稱必要支出，應依補(捐)助或委辦計畫所定執行事項認定。 

(三)已領有固定薪資之計畫成員（主持人、教學助理）不得支領出席費、稿費、審查費、工作費、

主持費、引言費、諮詢費、訪視費及評鑑費等相關酬勞。 

(四)經費變更流用與勻支：請詳閱經費要點第 8 點，及經費核定表之備註第 5 點。重點如下： 

1. 有流用需求者應於計畫期程內辦理，已逾計畫期程者，恐難受理。 

2. 人事費未依學經歷(職級)或期程聘用人員致剩餘款不得流用，除因政策調薪、依法令規

定外，得循校內程序自行辦理。 

3. 本計畫並未核定「行政管理費」，如學校配合款用於此項，不得將本部補助款流入。 

4. 設備費不得流出至業務費或人事費，報部亦不會核准；但業務費或人事費可流入設備費，

惟依徵件須知規定，設備費補助金額上限為 10 萬元，不足處需由配合款支應。 

5. 如涉及一級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及設備及投資)互相流用、補(捐)助比率變更、補(捐)

助或委辦金額之變更，應報本部同意後辦理。如為人事費或業務費流入設備費，應於該

會計年度辦理，逾期歉難受理。（109 年上學期及全學年之上學期計畫如確有流入需

求，應於 109 年 12 月中之前報部申請） 

6. 報部流用所需文件(可接受電子公文)： 

(1) 申請流用公文（請敍明變更原因及必要性） 

(2) 教育部補(捐)助委辦計畫經費調整對照表(須核章並彩色掃描) 

(3) 變更後經費表 

(4) 計畫核定公文（含經費核定表） 

注意事項： 

(1) 變更後經費表：請向總計畫辦公室索取原核定經費表電子檔，以原核定經費表電子

檔進行經費項目修改，並將標題加註(第 1 次變更)」。 

(2)為利公文時效，建議請先將上述文件電子檔 email 予教育部承辦人確認後再發函。 

(五)人事費注意事項： 

1. 每一課程計畫得有主持人一名，可請領計畫主持人費，惟僅限一名。 

2. B類得編列總計畫主持人一名，可請領總計畫主持人費；各課程得有主持人一名，可請領

計畫主持人費。 

3. 每課程得補助研究生教學助理1名，修課學生人數滿20人得配置第2名，滿30人得配置第

3名，本部至多補助3名教學助理薪資，其餘教學助理薪資由學校自籌經費支付。 

4. 實際修課學生人數未達本部配置教學助理標準，超編教學助理經費需繳回。如申請時預

計30名學生修課，編列3名教學助理薪資，但加退後實際僅超過20人未達30人，則不得

以本部補助經費繼續聘用第3名助理，餘額繳回本部。得以學校配合款續聘該助理。 

5. 教學助理需為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者每人每月 10,000 元，碩士班研究生者每人每月 

7,000 元，如未依該學(經)歷聘用人員所致之剩餘經費不得流用，須依本部補助比率繳回。 

6. 教學助理如已編列勞保、勞退而不需使用者，則此兩項經費為未執行項目，需依本部補

助比率繳回。 

(六)業務費注意事項： 

1. 講座鐘點費：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授課、演講或專題之講座，其總時數以不超過每學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QbwqZ9GdwX3Ch4kuPm8Cke_uESb5xjpD/view


期1/3為原則，如超過須報本部同意。 

2. 膳費：如帶領學生外出參訪或辦理工作坊，第1日不提供早餐，以200元/日為上限，午、

晚餐每餐單價須於80元、茶點40元範圍內供應。

(七)設備費注意事項：如欲局部調整原核定設備之單價、數量、品項可循校內程序辦理，惟全部

品項皆變更時，視同一級經費項目變更，須報本部核定。所編列購買之課堂教學所需設備最

遲請於開課後三個月內購置完畢。

(八)彈性經費

1. 本計畫係教育部科技計畫衍生之補助案，且為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列管之計

畫，適用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計畫彈性經費支用規定。

2. 所稱「彈性經費」之額度，係以核定計畫總額百分之二核計，且不超過新臺幣二萬五千

元。計畫執行中如有核定追(加)減經費者，彈性經費額度不予調整。

3. 得用於校內人員之出席費、稿費、審查費、計程車資及講座鐘點費等項目支出。（一般

計畫之同單位人員不得支領）

4. 彈性經費是一種經費使用方式，不是一項經費項目，不必在經費表或者收支結算表中獨

立列出一個項目。

5. 本計畫非研究計畫，不宜購買郵政禮券回饋學術研究之問卷或田野調查受訪者。

三、補助經費核結方式 

(一)經費核結前須辦理：「課程實錄典藏」、「期中、結案報告繳交」、及「獲補助計畫成果發表」及

「學生課程意見調查問卷」（請詳參「貳、計畫執行期間須注意事項」）。上述工作完成後，

須辦理「經費收支結算表之繳交」及「結餘款之繳回」，以上工作皆完成後，經費核結方算

完成。 

(二)經費核結：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109 年上學期計畫於 110

年 3 月 31 日前，109 年全學年及 109 年下學期計畫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前，備妥「教育部補

(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正本一份、原核定公文及經費核定表，逕送教育部承辦窗口結報（收

支結算表撰寫完成後建議先將電子檔寄送總辦公室確認）。收支結算表範本請至計畫網站獲

補助計畫專區下載。 

(三)餘款處理方式：計畫結餘經費，請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1. 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國立學校)，如無未執行項目，結餘經費以納入基金方式處理；如有

未執行項目，仍須依補助比率繳回。

2. 非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私立學校)，結餘經費按本部補助比率繳回(餘款支票抬頭請寫「教

育部」)。

3. 繳回之餘款支票請於上款所訂定之日期前，連同「教育部補(捐)助經費收支結算表」逕

寄至教育部承辦窗口，俾憑辦理經費核結。

四、教育部承辦窗口寄件資訊 

收件人：廖東杉先生 

email：etree@mail.moe.gov.tw 

地址：1063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106號12樓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綜合企劃及人文教育科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mUE-OVA3N-7RU8fF7blEkQfWFzWt3hGJ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uE3lecD5rLlzkW4wPXcr7rco_UwVAoo/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uE3lecD5rLlzkW4wPXcr7rco_UwVAoo/view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html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html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guE3lecD5rLlzkW4wPXcr7rco_UwVAoo/view


五、其他注意事項 

(一)相關表格、文件請至教育部網站或本計畫辦公室網站下載。 

(二)其他未盡事宜，依據「教育部辦理補助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徵件須知」及「教育部

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辦理。 

 

貳、計畫執行須注意事項 

以下各點請獲補助計畫主持人及課程主持人切實遵守，若經提醒仍未依此執行須知執行者，將視

同計畫未執行，本部得要求受補助單位繳回部分或全部補助經費。 

一、期初說明會 

本計畫將於每學年度上下學期各舉行一場獲補助計畫期初說明會，說明執行計畫須知之相關

事項，並簡介本計畫所提供之平臺、工作坊等資源。課程主持人須參加獲補助學期之期初說

明會。詳細時間、地點將公告於計畫網站獲補助計畫專區，並由計畫總辦公室寄信通知各獲

補助課程主持人。 

 

二、課程開設須知 

(一)開設之課程名稱須同於計畫申請書內課程大綱上所寫之課程名稱，並須依核定之計畫申請書

與附表執行。計畫申請書與附表原列之各項內容，如欲做任何變更，須於正式授課前一個

月向計畫總辦公室提出申請，經同意後始得變更。 

(二)回報開課情形： 

各計畫應於開學第一週回報該學期是否確實開課，並於第三週回報學生人數、進用助理人數。 

(三)其他課程開設應注意事項，請詳閱本計畫之徵件須知。 

 

三、課程實錄典藏 

(一 )所有獲補助課程皆須典藏其課程實錄於本計畫所指定之典藏平臺「中華開放教育平臺

openedu.tw」，操作方式請見計畫網站獲補助計畫專區下之<典藏平臺-OPENEDU 簡介及課程

編輯說明>。教師須依據教學進度，自行上傳課程實錄影片及講義至 OpenEdu.tw。實錄之完整

程度，以學生足以自學為原則。如未達下述實錄標準者，本計畫總辦公室將於計畫執行期間

寄信提醒，若經提醒仍未依以下規定修正完成者，視同計畫未完成，須繳回部分或全額補助

經費。詳細要求如下：  

1. 期程： 

（1）當週實錄須於課堂結束兩週內上傳。 

（2）上學期實錄須於 110 年 2 月 28 日前全數完成；下學期實錄須於 110 年 7 月 31 日前全數

完成。 

2. 課程大綱及章節名稱： 

（1） 課程大綱之教學進度應以 CH 區分各章節，如標示為：CH1、CH2…；避免以週次或

日期表示，造成線上學習者混淆。 

（2） 實錄之章節標題應與教學進度各章節標題相一致，且應含有授課教師，如： 

CH1.  Python 操作演練  xxx 教授 

（3） 課程大綱中之「先備、延伸、相關」課程、教師個人網頁及參考網站應提供連結。課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html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109%E5%B9%B4%EF%A5%A9%E4%BD%8D%E4%BA%BA%E6%96%87%E7%A4%BE%E6%9C%83%E7%A7%91%E5%AD%B8%E6%95%99%E5%AD%B8%E5%89%B5%E6%96%B0%E8%A8%88%E7%95%AB%E5%BE%B5%E4%BB%B6%E9%A0%88%E7%9F%A5%20_%E5%85%AC%E5%91%8A%E7%89%88.pdf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8371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html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html


程如無網站連結，則須註明開課學校及系所。 

3. 典藏方式： 

（1） 實錄影片之畫面必須清晰，建議使用螢幕錄影或高畫質攝影機。影片皆須先上傳至

YouTube ，再將連結上傳至 Openedu.tw 所提供之網路空間。相關使用方法可參考計

畫網站獲補助計畫專區之〈典藏平臺-OpenEdu 簡介及課程編輯說明影片〉、〈課程實錄

教學影片（Evercam、U 簡報〉、<課程錄製方式介紹影片（Premiere、威力導演剪輯、

ppt、apowersoft、loom 錄影>。 

（2） 實錄影片之聲音必須清晰，建議教師授課及學生發言時皆使用麥克風。 

（3） 任何放於 OpenEdu.tw 平臺上之連結，須確保其能長期使用；如課堂上使用其他平臺

進行課程討論或資料儲存，亦須於 Openedu.tw 上提供連結並加以說明，以供線上使用

者觀看。 

4. 典藏內容： 

（1） 每週實錄進度應與核定之課程大綱之教學進度相吻合。 

（2） 每章節皆須提供實錄影片及授課講義。 

（3） 學生實作作品請取優良者上傳至 OpenEdu.tw 中，並加上簡介，以供線上使用者觀摩。

若實有困難無法上傳者，請附於期中、結案報告（詳情請見期中、結案報告中之說明）。 

（4） 業師、來賓及共授教師之演講皆需錄製實錄影片並提供講義。為避免日後糾紛，建議

事前請講者簽署同意書。 

（5） 每週課程都應錄製實錄影片，若該週為分組討論等實難進行錄影之課程，則須於課前

或課後另行錄製能系統性串接全課的指南或提供指導語。 

5. 其他： 

（1）非儲存於 OpenEdu.tw 內之資料，經本計畫總辦公室要求，課程主持人須將影片檔案以

MP4 的格式、講義檔案以 PDF、MS Office、或 Openrtf 格式郵寄一份至計畫總辦公

室： 

11605 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國立政治大學綜合院館南棟 14 樓 271439 室 

（2）課程實錄典藏時，請注意肖像權、著作權等法律問題，適時簽署錄影授權書。 

 

(二)典藏平臺聯絡方式：  

E-mail：mandayel515@gmail.com  

電話：(02)2939-3091#51439 

承辦人：黃歆宇小姐 

 

四、期中、結案書面報告繳交 

(一)撰寫格式及繳交方式： 

期中、結案報告撰寫格式請至計畫網站獲補助計畫專區下載，報告繳交方式一律採電子檔

（含文字、影音等數位化形式），請寄至總辦公室電子郵件信箱 tcdh.moe@gmail.com，如

檔案過大，請上傳於雲端，再以 email 通知總辦公室下載。 

 

(二)撰寫內容要求：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html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html
https://youtu.be/XqWOtSWy38w
https://youtu.be/ppGLbxZSAGg
https://youtu.be/ppGLbxZSAGg
https://youtu.be/OkUiXrtRVQg
https://youtu.be/OkUiXrtRVQg
http://www.dhcreate.nccu.edu.tw/area.html


請依期中、結案報告內之說明，逐項撰寫。如報告內容過於簡略，無法窺見計畫執行之全貌

者，總辦公室將寄信通知教師補強後再次繳交，否則將視為未繳。 

 

(三)繳交期限： 

1. 109 年上學期計畫： 

期中報告：109/11/30 

結案報告：110/02/28 

2. 109 年下學期計畫： 

期中報告：110/05/15 

結案報告：110/07/31 

3. 109 年全學年計畫： 

第一次期中報告：109/11/30 

第二次期中報告：110/02/28 

第三次期中報告：110/05/15 

結案報告：110/07/31 

 

五、獲補助計畫成果發表 

本計畫之考核尚包含成果發表。該活動之目的除協助總辦公室及教育部實際了解各計畫之執

行情形外，亦提供教師彼此間交流的機會。成果發表預計於每學期結束前後擇日辦理，詳細時

間、地點及發表方式將於日後通知。於該學期執行獲補助計畫之課程主持人皆須參加成果發表

會，並於會前提交一部約 20 分鐘之成果影片，供總辦公室上傳至計畫網站。 

 

六、學生課程意見調查問卷 

 為了解學生對課程之看法，總辦公室將約於學期結束前三週將電子學生課程意見調查問卷連

結及 QR Code 寄給課程教師。敬請課程教師收到後，將該連結或 QR Code 轉告學生請其填答

問卷，並應於學期結束前一週完成填寫。如填答人數過少，總辦公室將適時通知教師再次要

求學生填答。建議教師於學期結束前一或二週之課堂中預留五分鐘時間，請學生以智慧型手

機等工具統一填答問卷，以增加回收率。 

 

七、計畫聯絡方式 

(一)計畫總辦公室 

E-mail：tcdh.moe@gmail.com  

電話:(02)2939-3091 轉分機 51477 

(二)資源中心 

E-mail：rc.tcdh@gmail.com   

電話:(02)2939-3091 轉分機 514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