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 
                                                         

97.5.15 第5次主管會報會議通過 
98.7.16 第 8次主管會報會議修正通過 

102.6.20 第 17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17第22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 依據 

依據行政院 105年 12月 19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2475號函，及教育

部人事處 97.4.1日台人處字第 0970047605A號函訂定。 

 

貳、願景 

善用資訊科技，營造不受時空限制之優質數位學習環境與機制，激發

公務人員學習動機，開發公務人力無限潛能，以透過數位學習提升服務品

質與效率。 

 

參、 目標 

一、 塑造本校數位學習文化，提升公務人員運用數位學習能力與意願。 

二、 有效運用數位學習工具，快速、便捷之學習管道以降低研習訓練

之時間與成本。 

三、 達成行政院規定，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每人每年學習時數規定，

業務相關學習時數仍維持 20 小時，其中 10 小時必須完成當前政

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價值觀等課程，並以數位學習為優

先。 

 

肆、適用對象 

本校編制內職員（含人事人員及主計人員）。 
 
伍、實施策略與具體措施 

利用相關會議（主管會議、行政會議等）及電子郵件提供最新數位學

習相關資訊與數位學習資源介紹，以提升本校職員對數位學習的使用率。 

 

陸、獎勵措施及績效考核 
一、當年度學習時數達 80小時，與業務相關學習時數達 40小時，且數位學

習時數達 100小時者，嘉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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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年度未達學習時數 20小時，列入年終考績之參考。 

    三、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規定，公 

務人員每年參加學習時數（含最低學習時數、數位學習時數及業務相關 

學習時數）均超過規定，且平時服務成績具有優良表現者，得由各機關 

酌予獎勵。其參加學習時數之多寡，並作為公務人員年終考績及升遷之 

評分參據。 

 

 柒、本方案提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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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公務人員數位學習推動方案部分條文修正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壹、 依據 

依據行政院 105年 12

月 19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2475號函，及教

育部人事處 97.4.1日

台人處字第

0970047605A號函訂

定。 

壹、依據 

教育部 96.9.26日台人

(二)字第 0960140802B

號函轉行政院 96.7.11

日院授人考字第

0960062703號及教育部

人事處97.4.1日台人處

字第 0970047605A號函

訂定。 

一、查行政院於 96年 7月 11

日 院 授 人 考 字 第

0960062703號規定，各

機關（構）公務人員每

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 40

小時，其中數位學習時

數不得低於 5 小時規

定，自 106 年起不再實

施。 

二、次依行政院 105年 12月

19 日院授人培字第

1050062475號函，自106

年 1 月 1 日起，各機關

（構）公務人員每人每

年學習時數規定，業務

相關學習時數仍維持 20

小時，其中 10 小時必須

完成當前政府重大政

策、法定訓練及民主價

值觀等課程，並以數位

學習為優先。 

貳、願景 

善用資訊科技，營造不

受時空限制之優質數位

學習環境與機制，激發

公務人員學習動機，開

發公務人力無限潛能，

以透過數位學習提升服

務品質與效率。 

貳、願景 

善用資訊科技，營造不

受時空限制之優質數位

學習環境與機制，激發

公務人員學習動機，開

發公務人力無限潛能，

以透過數位學習提升服

務品質與效率。 

未修正。 

參、目標 
一、 塑造本校數位學

習文化，提升公務
人員運用數位學
習能力與意願。 

二、 有效運用數位學
習工具，快速、便
捷之學習管道以
降低研習訓練之
時間與成本。 

三、 達成行政院規
定，各機關學校公
務人員每人每年
學習時數規定，業

參、目標 
一、 塑造本校數位學

習文化，提升公務
人員運用數位學
習能力與意願。 

二、 有效運用數位學
習工具，快速、便
捷之學習管道以
降低研習訓練之
時間與成本。 

三、 達成行政院規定
各機關學校公務
人員每年最低數
位學習時數（每人

依行政院 105年 12月 19日

院授人培字第1050062475號

函修正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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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相關學習時數
仍維持 20小時，
其中 10小時必須
完成當前政府重
大政策、法定訓練
及民主價值觀等
課程，並以數位學
習為優先。 

每年不得少於 5
小時）。 

 

肆、適用對象 
本校編制內職員（含人
事人員及主計人員）。 

肆、適用對象 
本校編制內職員（含人
事人員及會計人員）。 

修正部分文字。 

伍、實施策略與具體措施 
利用相關會議（主管會
議、行政會議等）及電
子郵件提供最新數位學
習相關資訊與數位學習
資源介紹，以提升本校
職員對數位學習的使用
率。 

伍、實施策略與具體措施 
強化網路行銷：利用相
關會議（主管會議、行
政會議等）或辦理該方
案說明會及電子郵件提
供最新數位學習相關資
訊與數位學習資源介
紹，以提升本校職員對
數位學習的認知及需
求。 

一、刪除「或辦理該方案說
明會」、強化網路行銷等
文字。 

二、修正部分文字。 

陸、獎勵措施及績效考核 
一、當年度學習時數達

80小時，與業務相
關學習時數達 40
小時，且數位學習
時數達 100 小時
者，嘉獎 1次。 

二、當年度未達學習時
數 20小時，列入年
終考績之參考。 

三、依「行政院及所屬
機關學校推動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實施
要點」規定，公務
人員每年參加學習
時數（含最低學習
時數、數位學習時
數及業務相關學習
時數）均超過規
定，且平時服務成
績具有優良表現
者，得由各機關酌
予獎勵。其參加學
習時數之多寡，並
作為公務人員年終
考績及升遷之評分
參據。 

陸、獎勵措施及績效考核 
一、當年度學習時數達 80

小時，與業務相關學
習時數達 40小時，且
數位學習時數達 100
小時者，嘉獎 1次。 

    二、當年度未達學習時數
40 小時或未達數位學
習時數 5小時者，列入
年終考績之參考。 

    三、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學校推動公務人員終
身學習實施要點」規
定，公務人員每年參加
學習時數（含最低學習
時數、數位學習時數及
業務相關學習時數）均
超過規定，且平時服務
成績具有優良表現
者，得由各機關酌予獎
勵。其參加學習時數之
多寡，並作為公務人員
年終考績及升遷之評
分參據。 

配合修正為「當年度未達學
習時數 20小時，列入年終考
績之參考。」，並刪除未達數
位學習時數 5小時者，列入
年終考績參考之規定。 

柒、本方案提行政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柒、本方案提行政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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