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5.11.27   95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訂定 
 97.02.25   96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訂通過 
 97.02.25   96 學年度第 4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97.02.27   96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2.05.20 101 學年度第 12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06.17 101 學年度第 13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08.15 103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3.09.15 103 學年度第 2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11.17 103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推動課程規劃與發展，依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

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委員會由教師委員 7 名，學生代表 1 名、校外學者專家或業界代表 1 名組成。所

長為當然委員，教師委員由本所專任教師互選。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相互推選。校外學者專家或業界代表由所務會議推

薦、遴聘。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 1 年，連選(聘)得連任。 

 
三、 本會同時攝理本所各項入學考試招生委員會、校外實習委員會事務，處理前述委員

會之相關事宜。 

四、 本會之職權為處理本所下列事項： 

(一) 規劃專業必修及選修科目。 
(二) 規劃相關專業學程供學生選擇。 
(三) 評估課程之內容（份量）、銜接性與學分數是否適當。 
(四) 執行本所課程自我評鑑相關事宜。 
(五) 審核獎助學金並安排課程與行政助教工作之分配。 
(六) 籌辦學術講演及研討會事宜。 
(七) 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本所課程實習要點」處理

本所校外實習相關事宜。 
五、 執行所務會議或所交辦之有關事項。 
六、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並得由召集人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會議之決議需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七、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並提交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

所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一、標題無修正 

一、 為推動課程規劃與發展，依

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四條規定，設置國立成功

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

所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一、 為推動課程規劃與發展，依

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24 條規

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體育

健康與休閒研究所課程規劃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一、修正法令依據 

二、 本委員會由教師委員 7
名，學生代表 1 名、校外學

者專家或業界代表 1 名組

成。所長為當然委員，教師

委員由本所專任教師互選。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

委員相互推選。校外學者專

家或業界代表由所務會議

推薦、遴聘。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

職，任期 1 年，連選(聘)得
連任。 

二、 本委員會置教師委員 7 名，

及學生代表 1 名、校外學者

專家或業界代表 1 名。任期

1 年。教師委員由本所專任

教師互選之，所長為當然委

員，召集人由委員中推選

出，並由所行政助教綜理本

會行政業務。 
學生代表由大班會循公開程

序推選之；校外學者專家或

業界代表由所務會議推薦

之。 

一、設置要點第 2 點

及第 3 點文字體

例建議與母法一

致。 
二、行政助理綜理會

務無須贅述，建

議刪除。 

三、建議合併第 2 點

及第 3 點條文。 

  三、 本會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

生，委員自每年八月一日起

任期一年，於每年六月份改

選，連選得連任。 

一、將原要點之第 3
點合併於第 2
點。 

三、 本會同時攝理本所各項入

學考試招生委員會、校外實

習委員會事務，處理前述委

員會之相關事宜。 

四、 本會同時兼本所各項入學考

試之招生委員會，招生委員

會之召集人由所長擔任之。 

一、增、刪除文字。 

  五、 本會開會時得由召集人視實

際需要邀請校友、企業界人

士、社會賢達及學生代表等

列席或提供意見。 

一、設置要點第 5 點

條文內涵已納

入第 2 點組成成

員規範，且母法

無此項規定，建

議刪除。 
四、 本會之職權為處理本所下

列事項： 
(一) 規劃專業必修及選修

科目。 
(二) 規劃相關專業學程供

學生選擇。 
(三) 評估課程之內容（份

量）、銜接性與學分

數是否適當。 
(四) 執行本所課程自我評

六、 本會之職權為處理本所下列

事項： 
(一) 規劃專業必修及選修

科目。 
(二) 規劃相關專業學程供

學生選擇。 
(三) 評估課程之內容（份

量）、銜接性與學分數

是否適當。 
(四) 執行本所課程自我評

一、設置要點第6點
第1項第7款建

議修正。 



鑑相關事宜。 
(五) 審核獎助學金並安排

課程與行政助教工作

之分配。 
(六) 籌辦學術講演及研討

會事宜。 
(七) 依「國立成功大學校

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

點」及「本所課程實

習要點」處理本所校

外實習相關事宜。 

鑑相關事宜。 
(五) 審核獎助學金並安排

課程與行政助教工作

之分配。 
(六) 籌辦學術講演及研討

會事宜。 
(七) 兼任本所校外實習委

員會，並依「國立成功

大學校外實習委員會

設置要點」及「本所課

程實習要點」處理相關

事宜，包括專業課程校

外實習與產學合作校

外實習之規劃、合作機

構之選定、訂定實習合

作契約書、訂定合作計

晝、學生實習單位分

發、學生實習期滿前終

止實習後之轉介、評估

學生校外實習成效、學

生校外實習權益申訴

案件協商及其他有關

權益保障等相關事宜。 
五、 執行所務會議或所交辦之

有關事項。 
七、 執行所務會議或所交辦之有

關事項。 
一、條文編號修正。 

六、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乙

次，並得由召集人視需要召

開臨時會議，開會時應有三

分之二以上（含）委員出席

始得開議，會議之決議需有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 

八、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

並得由召集人視需要召開臨

時會議，開會時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含）委員出席始得

開議，會議之決議需有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一、條文編號修正。 

七、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並

提交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九、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通過，並

提交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一、條文編號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