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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803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1月23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6127 號之 12

案由：法務部函，為修正「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
十條、第十七條及第十九條條文，請查照案。

法務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08 月 09 日
發文字號：法人字第 10508514683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條文，業經本部於 105
年 8 月 9 日以法令字第 10508514680 號令修正發布，謹檢送發布令影本、修正條文、總說
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法務部司法官學院、本部法制司、本部綜合規劃司、本部人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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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9 日
發文字號：法令字第 10508514680 號
附件：如文

修正「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附修正「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部

長

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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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修正條文
第

十

條

司法官訓練期間定為一年六個月至二年，分下列三個階段實施。每期始業、結業日
期，應於開始前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
一、第一階段：學員先行在本學院接受基礎講習課程與各類課程之講授、研習、
擬判及演習。
二、第二階段：學員分配至法院、檢察署等機關學習審判、檢察等業務，其後赴
行政機關及相關機構學習行政業務等事項。
三、第三階段：學員回本學院接受擬判測驗、實務綜合研討及分科教育等。
前項訓練為性質特殊之司法官養成教育，受訓人員不得免除訓練。
第一項訓練期間與實施次序，得視實際需要，提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增減或
變更。
教學參訪、有關品德學識培養之各種項目及康樂活動等，於訓練期間內酌定時間
配合進行。

第十七條

學員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重訓：
一、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成績有四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二、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試成績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三、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績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成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考試科目三分之一者，得予補考一次
。無故不參加補考或補考後仍有不及格者，應予重訓。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應予重訓情形者，仍留本學院訓練，由本學院函報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經核定訓練成績不及格者，應於接受書面通知次日起停止受訓
，並於一個月內向本學院申請重訓。
重訓以一次為限，並應自費參加另期全部三階段訓練。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受訓資格：
一、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習成績有一類、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
、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試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或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績有
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績不及格。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止受訓資格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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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規定請假、曠課達應予廢止受訓資格之時數。
六、重訓後仍有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應予重訓之情形。
七、第七條第二項之情形。
八、學業成績不及格人員未於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申請重訓。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處分應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由本學院函報公務人
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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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修正總說明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原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訓練
規則，自五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前司法行政部核定施行在案，期間經歷多次修正，最近一次經
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日司法官訓練委員會第七十三次會議通過修正第十條、第十六條至第十七條、
第十九條及增訂第二十六條條文；並經法務部於一百零四年二月十一日以法令字第一○四○八五○
三六九○號令修正發布。
為落實司法官訓練之實施及司法專業核心能力培育之完整性，爰修正「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
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條文，茲說明修正重點如下：
一、司法官養成教育係性質特殊訓練，又司法官為國家法律的執行者，司法專業核心能力培育須保
持其完整性，爰增訂受訓人員不得免除訓練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為配合「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增訂性質特殊訓練成績評定為不及格時，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得比照前開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及第四十條規定辦理，以及訓練成績核
定前受訓人員仍留原訓練機關（構）學校訓練之規定，爰修正司法官訓練成績評定不及格之
重訓作業程序。（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三、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第四十五條修正規定，訓練成績不及格人員未於所定期
限內申請重新訓練，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廢止其受訓資格，爰增訂學業成績不及格
人員未於期限內申請重訓，廢止其受訓資格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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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十條

司法官訓練期間定為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司法官訓練期間定為

一、司法官養成教育係性質特

一年六個月至二年，分下列
三個階段實施。每期始業、

一年六個月至二年，分下列
三個階段實施。每期始業、

殊訓練，又司法官為國家法
律的執行者，司法專業核心

結業日期，應於開始前提經
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

結業日期，應於開始前提經
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

能力培育須保持其完整性，
爰增訂受訓人員不得免除訓

一、第一階段：學員先行在
本學院接受基礎講習課程

一、第一階段：學員先行在
本學院接受基礎講習課程

練之規定。
二、依「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

與各類課程之講授、研習
、擬判及演習。

與各類課程之講授、研習
、擬判及演習。

員訓練辦法」第十八條第二
項規定，基於用人機關之實

二、第二階段：學員分配至
法院、檢察署等機關學習

二、第二階段：學員分配至
法院、檢察署等機關學習

際需要，得於訓練計畫訂定
性質特殊訓練等相關免除訓

審判、檢察等業務，其後
赴行政機關及相關機構學

審判、檢察等業務，其後
赴行政機關及相關機構學

練之規定。為使本訓練規則
與司法官訓練計畫之規定相

習行政業務等事項。
三、第三階段：學員回本學

習行政業務等事項。
三、第三階段：學員回本學

對應，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院接受擬判測驗、實務綜
合研討及分科教育等。

院接受擬判測驗、實務綜
合研討及分科教育等。

前項訓練為性質特殊之
司法官養成教育，受訓人員

前項訓練期間與實施次
序，得視實際需要，提經司

不得免除訓練。
第一項訓練期間與實施

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增減或
變更。

次序，得視實際需要，提經
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議增減

教學參訪、有關品德學
識培養之各種項目及康樂活

或變更。
教學參訪、有關品德學

動等，於訓練期間內酌定時
間配合進行。

識培養之各種項目及康樂活
動等，於訓練期間內酌定時
間配合進行。
第十七條

學員學業成績有下

第十七條

學員學業成績有下

一、配合「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重訓：
一、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成績

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重訓：
一、第一階段擬判測驗成績

人員訓練辦法」增訂第四十
條之一，性質特殊訓練成績

有四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
格。

有四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
格。

評定為不及格時，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得比照「

二、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試
成績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

二、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試
成績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
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及

不及格。
三、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績

不及格。
三、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績

第四十條規定辦理，以及訓
練成績核定前受訓人員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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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
格。

有三分之一以上科目不及
格。

原訓練機關（構）學校訓練
之規定辦理。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成
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考試科

前項第二款、第三款成
績不及格科目各未達考試科

二、另考量重訓事涉受訓人員
之重大權益，爰依前述辦法

目三分之一者，得予補考一
次。無故不參加補考或補考

目三分之一者，得予補考一
次。無故不參加補考或補考

訂定司法官訓練成績評定不
及格之重訓作業程序，修正

後仍有不及格者，應予重訓
。

後仍有不及格者，應予重訓
。

第三項規定。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應予
重訓情形者，仍留本學院訓

學員有前二項規定應予
重訓情形者，應於接受書面

練，由本學院函報公務人員
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經

通知次日起停止受訓，並於
一個月內向本學院申請重訓

核定訓練成績不及格者，應
於接受書面通知次日起停止

，由本學院函報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備查。

受訓，並於一個月內向本學
院申請重訓。

重訓以一次為限，並應
自費參加另期全部三階段訓

重訓以一次為限，並應
自費參加另期全部三階段訓

練。

練。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形之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形之

考量本規則第十七條第三項所

一者，廢止受訓資格：
一、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習

一者，廢止受訓資格：
一、學業成績中學科或學習

衍生之法律效果，並依「公務
人員考試錄取人員訓練辦法」

成績有一類、第一階段擬
判測驗有三分之一以上科

成績有一類、第一階段擬
判測驗有三分之一以上科

第四十五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
，基礎訓練成績不及格人員未

目、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

目、第一階段法律課程考
試成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

於一個月之期限內申請重新訓
練，由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

目或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

目或第三階段擬判測驗成
績有二分之一以上科目不

員會廢止其受訓資格，爰新增
第一項第八款規定。

及格。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績

及格。
二、學員品德學識考查成績

不及格。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不及格。
三、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

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止

十八條各款情事之一。
四、依學員獎懲要點受廢止

受訓資格之處分。
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規

受訓資格之處分。
五、依學員請假注意事項規

定請假、曠課達應予廢止
受訓資格之時數。

定請假、曠課達應予廢止
受訓資格之時數。

六、重訓後仍有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應予重訓之

六、重訓後仍有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應予重訓之

情形。
七、第七條第二項之情形。

情形。
七、第七條第二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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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業成績不及格人員未
於第十七條第三項所定期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處分
應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審議

限內申請重訓。
前項廢止受訓資格處分

通過，並由本學院函報公務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

應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審議
通過，並由本學院函報公務

。

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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