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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事務官甄審及訓練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

條之一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法律授權依據。 

第二條  具薦任職務任用資格，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者，得應司法事務官之甄審： 

一、具有法官、檢察官、公設辯護人、行

政執行官任用資格。 

二、曾任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經銓

敘合格。 

三、經律師高等考試及格，並執行律師業

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 

四、曾任法院公證人、提存所主任、登記

處主任、法院或檢察署書記官長，經

銓敘合格。 

五、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

學院法律學系或法律研究所畢業，並

任司法行政人員、法院或檢察署書記

官辦理紀錄、執行五年以上，成績優

良。 

六、曾在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

學院法律學系或法律研究所畢業，現

任或曾任各級行政機關法制工作五年

以上，成績優良。 

前項所稱成績優良依下列規定認定

之： 

一、第三款指律師執業期間，最近三年未

曾因違反律師倫理規範受所屬律師公

會處置或受懲戒處分。 

二、第五款、第六款指最近五年考績三年

以上列甲等、無列丙等，且未受懲戒

或平時考核記過以上處分。 

一、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條之一第一

項、第二項及律師倫理規範第四十九條

規定，明定得應司法事務官甄審之資格

條件，及成績優良之定義。 

二、各法院現職司法事務官於法院間之遷

調，依「司法院暨所屬機關人員職務遷

調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以年度整體

遷調為原則，爰第一項第二款曾任司法

事務官，經銓敘合格者，不含各法院現

職司法事務官。 

 

第三條  用人機關依業務需要，就前條之資

格條件，擬定辦理公開甄審報名期間、甄

審方式、錄取名額、訓練等事項之簡章，

報由司法院核定。 

用人機關因司法事務官職務出缺，為應業務

需要辦理公開甄審時，應擬定公開甄審簡

章，報由司法院核定。 

第四條  依第二條第一項各款資格甄審者，

應提出下列文件： 

一、報名表。 

應司法事務官甄審人員，除應檢附第一項證

明文件外，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

第六款資格參加甄審者，應分別再提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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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歷表。 

三、薦任職以上之公務人員考試及格證書

或律師高等考試及格證書。 

四、其他應備之文件。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資格甄審者，

應另檢附下列文件： 

一、登錄及執行律師業務三年以上之證明

文件。 

二、法務部出具之最近三年未曾受懲戒處

分證明文件。 

三、所屬律師公會出具之最近三年未曾因

違反律師倫理規範受處置證明文件。 

  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資格

甄審者，應另檢附下列文件： 

一、公立或經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

法律學系或法律研究所畢業證書。 

二、任司法行政人員、法院或檢察署書記

官辦理紀錄、執行五年以上或現任、

曾任各級行政機關法制工作五年以上

之證明文件。 

三、最近五年考績通知書。 

四、任職機關出具之最近五年未受懲戒或

平時考核記過以上處分證明文件。 

項、第三項所定文件，爰予明定。 

第五條  應司法事務官甄審者，應於指定期

間內檢附第四條之文件，資格不符或應檢

附之文件未齊全且未於規定期限內補件

者，不得參加甄審或不予錄取。 

資格不符或應檢附之文件未齊全且未於規定

期限內補件者，不得參加甄審或不予錄取。 

第六條  用人機關審查符合甄審資格應徵人

員並繕造名冊後，辦理筆試及口試。 

鑑於司法事務官辦理事務包括民事、刑事、

家事、行政訴訟各類涉及各該法律專業及業

務需求，又甄審作業之筆試命題、閱卷、口

試等事涉該職務高度專業核心，宜由用人機

關依其業務需要及人力進用時程辦理筆試及

口試。 

第七條  筆試應考科目及各科成績占筆試成

績比重，分組如下： 

  一、法律事務組：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

法及家事事件法占百分之四十，強制

執行法、破產法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

例占百分之三十，刑事訴訟法占百分

之三十。 

參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規則

第六條附表二規定司法事務官類科應試專

業科目及依用人機關之審判業務需求，明定

甄審之筆試科目，及甄審成績計算方式、審

議程序，俾應司法事務官之職掌及業務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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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財經事務組：民法、刑法、證券交易

法及商業會計法占百分之三十，中級

會計學、銀行實務及稅務法規占百分

之四十，審計學占百分之三十。用人

機關為高等行政法院，筆試應考科目

民法、刑法改為行政法、行政訴訟法。 

  三、營繕工程事務組：結構分析（包括材

料力學與結構學）及結構設計（包括

鋼筋混擬土設計與鋼結構設計）占百

分之四十，施工法（包括土木、建築

施工法與工程材料）及營建法規占百

分之三十，政府採購法占百分之三十。 

      筆試每科一百分，筆試科目有成績為

零分者，筆試不予錄取。 

      筆試錄取，始得參加口試。口試以一

百分為滿分，口試委員有數人時，以其平

均分數為準。 

  甄審成績以筆試成績占百分之六十，

口試成績占百分之四十，合併計算總成績

後，按總分高低順序及職缺數，提請用人

機關甄審委員會擇優決定正、備取人數，

報請司法院甄審委員會審議。但口試成績

未達六十分者，不予錄取。 

第八條  錄取人員應經訓練，訓練期滿成績

合格，始得派任。 

      前項訓練為期十六週，分為專業課程

訓練及實習訓練，由用人機關擬定訓練計

畫，報司法院核定。 

      錄取人員如為現職公務人員，應辭職

後始得參加訓練。 

一、為規範錄取人員經甄審及訓練之程序合

格後派任，並由用人機關擬定訓練計

畫，報經司法院主管業務廳依權責核

定，俾辦理錄取人員訓練事宜，爰訂定

本條。 

二、錄取人員應專注訓練，且訓練期間支領

津貼，是現職公務人員應辭職始得參

訓。辭職後即非現職人員，公務人員年

資亦中斷，於訓練期間經廢止訓練資格

者，無從回復其原職務，但可依其所具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再任公職。 

第九條  用人機關應依序通知正、備取錄取

人員參加訓練。 

      錄取人員於收受訓練通知後，應於指

定期日至用人機關報到。無正當理由未依

規定或無法於指定期日報到者，視為放棄

訓練資格，由用人機關依第十三條規定辦

理廢止其訓練資格。 

一、明定錄取人員訓練報到事宜，及如無正

當理由未報到之效果。 

二、為利訓練期滿成績合格派任之作業，明

定用人機關函報銓敘部同意自行遴用具

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合格人員之時程。 

三、第三項「不可抗力事由」，係指外界力

量，非人力所能抵抗者，例如地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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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取人員如有不可抗力或其他重大

事由，須延期報到者，應於訓練通知送達

之次日起五日內向用人機關提出，經用人

機關同意，得於提出申請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指定期日報到，並以實際報到之日為訓

練開始日。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用人機關應於錄

取人員參加訓練十二週後，層轉經銓敘部

同意自行遴用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合

格人員。 

災等。又為考量錄取人員恐因非屬不可

抗力事由之其他重大原因，例如疾病、

生產及父母病危等事由，確實無法立即

至用人機關報到接受訓練，爰明定「其

他重大事由」亦得申請延期報到。另重

大事由之認定，應由用人機關審酌錄取

人員之實際情形及機關業務之狀況予以

認定 (公務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

第十二條立法理由參照)。 

四、第四項所稱「法令另有規定」，例如公務

人員考試及格人員分發辦法第九條但書

規定之期間。 

第十條  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項目及所占

百分比如下： 

  一、專業能力：百分之七十。 

  二、敬業精神：百分之十。 

  三、品德操行：百分之十。 

  四、勤惰：百分之十。 

      訓練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

合格。訓練不合格者，不得申請重訓。 

明定錄取人員訓練成績考核項目；為應用人

機關人力即時補充之需要，訓練不合格，不

得申請重訓。 

第十一條  受訓人員訓練期間之請假，比照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辦理。 

      事假、病假、婚假、喪假、娩假及流

產假日數應按訓練月數占全年比例計

算，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

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超過之日

數仍應相對延長其訓練期間。 

明定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請假相關事宜。 

第十二條  受訓人員訓練期間之津貼，由用

人機關比照現職人員委任第五職等本俸

五級三七〇俸點及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

【二十八】委任第五職等月支數額及其他

法定加給之標準發給。 

      原經銓敘審定之級俸高於委任第五職

等本俸五級者，其訓練期間之津貼，仍准

支原敘級俸。至其加給如原敘職等在所擬

任職務列等範圍內，仍依原敘職等標準支

給；如原敘職等高於所擬任職務最高職等

時，按該所擬任職務之最高職等標準支

給；如原敘職等低於所擬任職務最低職等

時，按所擬任職務最低職等標準支給。 

明定訓練期間支給受訓人員津貼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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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得依規定支給

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參加公教

人員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比照現職人

員撫卹相關規定之標準支給遺族撫慰金。 

第十三條  受訓人員於訓練期間應遵守相關

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廢止其訓練資

格： 

一、自願放棄受訓資格、未於規定之時間

內報到接受訓練或於訓練期間中途

離訓。 

二、受訓期間除公假、婚假、娩假、產前

假、陪產假、流產假、重大傷病假、

喪假、捐贈骨髓或器官假外，請假時

數合計超過十四日。 

三、曠職或曠課累計超過二日。 

四、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八條所列情

事之一。 

五、品德操守不佳，足以損害司法信譽。 

六、不當社交、理財或言行不檢，足以損

害司法信譽。 

七、有其他具體事實，足認其不適任司法

事務官。 

      符合前項情事之一者，由用人機關於

事實發生五日內，檢附具體事證及相關資

料報送司法院核定。 

明定訓練資格廢止之要件及程序。 

第十四條  訓練成績由用人機關於訓練期滿

前一週，填具訓練成績考核表及派免建議

函報送司法院。但訓練成績考核表報送後

至訓練期滿日止，受訓人員如涉有影響訓

練成績評定之情事，用人機關應隨時敘明

具體事由報送司法院。 

      用人機關評定受訓人員訓練成績不合

格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

交付用人機關考績委員會審議。 

明定訓練成績報送時程及用人機關評定訓練

成績不合格之程序，並應依行政程序法之規

定，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十五條  訓練期滿成績合格者，由司法院

派任至用人機關任職，並溯自訓練期滿翌

日生效。 

依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二十條之一第二項規

定：「前項第二款至第七款人員應經甄審、訓

練合格……」經甄審錄取且訓練合格者，始

得派任為司法事務官，爰予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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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適用或準用

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得適用或準用其他有

關法令之規定，以資周延，爰訂定本條。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