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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學務組在 102年 7月 1日改制學院前稱為訓導組，顧名思義即

辦理訓育、輔導及其相關學員事務，故舉凡與學員學習、生活及品德

操守相關之食、衣、住、行、育、樂等事務概皆為學務組業務職掌範

圍。

伍
學員生活與品格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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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學務組業務職掌，追溯至國民政府遷臺前，於 24年 3月 2

日「法官訓練所組織章程」修改為「法官訓練所組織條例」，根據當

時之法官訓練所辦事細則係在教務處下設「考核室」職掌學員「操性

考勤」、總務處下設「齋務室」職掌「宿舍之編配及管理」、「膳堂之

管理」與「自修之查堂與巡察」。28年 8月 28日司法院修正「司法

院法官訓練所組織條例」，根據其辦事細則增設「訓育處」，其下設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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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室（原屬總務處改隸）及「所醫室」，由所醫室掌理全所衛生事項之

指導、預防病役之處理、全所人員疾病之診治及學員體格之檢查等事

項。另外為配合當時抗日之時局，亦增設「軍訓處」掌理學員生活紀

律之維持、內務之檢查、軍事學術科之教學、領導學員早操及參加各

項儀式等事宜。

政府遷臺後，於 44年 2月開辦司法官訓練所，亦根據當時之「司

法行政部司法官訓練所組織規程」及其辦事細則規定，設「訓導組」

職掌學員生活素養考查、體育康樂、專題研討、集會活動、整潔檢

查、精神講話、請假及其他有關訓導等事項，而學員之食宿事項則仍

由總務組掌理，然由訓育處改制為訓導組其中最大的差異，乃在於學

員生活素養之考查事項。迄至 57年 11月 27日總統令公布「司法行

政部司法官訓練所組織條例」是以，司法官訓練所之組織法源由「規

程」之法規命令性質提升為「條例」之法律位階。嗣後隨著時代民主

化及政府改造之歷程，順應各項制度實施之變革，其組織條例幾經多

次修正，迄於 102年 7月 1日改制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設「學

務組」，其職掌事項及做法也因而產生了鉅大變化。惟其間由於實施

各項措施之變革，隨之組織業務職掌調整、人事更迭、文獻資料佚失

等原因而難以考究或有所遺漏。

為推動各項學務職掌事項，依「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

則」第 24條規定，訂定「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作息須知」、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品德學識成績考查要點」、「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獎懲要點」及「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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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注意事項」；針對專職導師辦理輔導工作需要，訂定「法務部司法

官學院司法官專職導師借調作業要點」、「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專職導師

輔導工作注意事項」及「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赴行政機關學

習輔導要點」；此外，並針對學員自治而訂定「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學

員自治要點」等行政規則，俾做為辦理或推動各項學員事務之準據。

經統計司法官第 1期至第 57期結業學員計 5179人，每一期學員

於結業時均有編製結業紀念冊，藉由每期結業紀念冊，完整留存司法

官職前訓練之歷史軌跡，學務組也順應時代趨勢及各界建言，力求精

進與創新，破除外界昔以誤解軍事化管理的刻板印象，今以顧客導向

為服務理念，積極推動及辦理各項學務工作。

名稱

考核室

訓育處（下設齋務室、所醫室） 
軍訓處

訓導組 

學務組

時間

民國 24年 3月 

民國 28年 8月 

民國 44年 2月 

民國 102年 7月

學務組組織更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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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膳食供應之沿革

（一）早期
本學院供應學員膳食起緣於學員在訓練

期間均須住宿於本學院內，一直以來都是由

本學院供應學員早、午、晚餐，並定期更換

餐廳桌次座位。最早期係由總務處下設齋

務室掌理膳堂之管理，之後齋務室改屬訓育

處，迨 44年 2月依司法官訓練所組織規程

設總務組，職掌學員食宿事項，據悉當時辦

理膳食業務係由學員選出之伙食委員與編制

廚工共同負責設計菜單及採購食材，所以學

員擔任伙食委員者必須經常在凌晨 4時左右

與廚工一同出門採買，於 6時趕回所內交由

廚工料理、烹煮，所有膳食經費開銷皆由伙

食委員全權負責規劃運用，而由總務組負責

單據核銷及出帳事宜，之後改由伙食委員僅

昔日餐廳 現今餐廳

現在每周菜單均公告在餐廳前方之
電子導覽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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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研擬菜單，而將食材部分

權由廚工辦理採買。

（二）現況
然而隨著勞力替代方案、

政府採購法施行、專業委外等

重大政策措施之變革，因考量

前述作業方式曾衍生諸多問

題，因應政府採購法施行後，
便將膳食業務改依政府採購法第 18條及第 19條規定採「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並循同法第 52條第 1項第 1款採「最低標決標」，委外膳

食廠商辦理。91年底為使膳食業務更臻精進完善，再改依政府採購

法第 22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採「限制性招標」，公開客觀評選專業服

務廠商，並循同法第 52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52條第 3項規定，以採

不訂底價（固定價格給付）之準用「最有利標」方式評選 92年之膳食

業務委外廠商統包辦理迄今。

102年 7月 1日改制為法務部司法官學院，依其組織法將總務組

修正為秘書室，同時依據訂定發布「法務部司法官學院處務規程」

第 6條規定，學務組掌理與學員同膳及其規劃事項，然為因應法務部

105年度就本學院員額評鑑結論報告，輔助單位秘書室、人事機構及

主計機構所占職員預算員額總數比例偏高，經檢討秘書室人力及相關

業務調整，自 105年 6月 1日起將膳食業務移由學務組辦理，秉持過

去辦理經驗，不斷精進創新，致力提昇學員完善的膳食供應與管理服

務，也適時舉辦學員結業餐會、歲末年終聯歡餐會，並嘉惠本學院職

員工自費搭伙，且為避免食材浪費，採行學員用餐登記制及共桌、合

菜的團膳方式持續辦理。現今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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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裝

（一）早期
早期學員在所內訓練期間一律穿著中式制服中山服，包括朝

會、早操、各種集會及體育活動等，學員統一穿著整齊制式服裝，
即使在所外院檢實習或參訪活動，均穿著西式正式服裝，顯現格外

重視司法官行儀、舉止、風範與團體紀律之培養。自 69年開訓的

司法官第 19期起，由本所為學員量身訂製西式制服。76年 3月間

在司法官第 24期舉行的第 4次生活座談時，學員對於學習期間之

服裝，紛紛發言，因此學員穿著制服的規定也隨著時代的演進而有

所變革，逐漸走向開放的進程，依場合服儀需要，穿著整齊、合宜

之服裝，在朱石炎前所長任內即開放學員可在所內穿著便服，但為

前司法官訓練所博愛路 129 號舊址 
①司法官第 9 期朝會；②司法官第 5 期朝會；③司法官第 6 期晨操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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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學員正確社交儀節觀念與合宜穿著儀態，學員於參加正式典

禮或活動場合及實施教學參訪時，仍宜穿著正式制服。

（二）現況
過去由本學院依政府採購法為司法官班及檢察事務官班每位

男、女學員量身訂製西式服裝 1套，該做法已行之多年。但基於

財政預算考量，以及廠商反映不符量製成本投標意願不高，學員

也普遍反映量製制服品質欠佳等情考量下，已取消套量制服，而

由學員自行準備正式服裝，業自 107年檢察事務官第 20期及司

法官第 59期起取消制服量製之採購。

司法官第 26 期慈湖謁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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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員袍
現今司法官學員均應穿著學員袍參加典禮，乃緣於林輝煌前院長

到法國考察參訪，曾出席該國司法官學院典禮活動，返國後思索法

官、檢察官皆有法袍，司法官學員也應該特別設計學員袍服式，可於

重要典禮時穿著，彰顯學習司法官身分及典禮的莊重，於是自 91年

司法官第 43期開訓典禮開始，學員便穿著學員袍，並配合修正「法

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作息須知」，訂定「學員袍之使用」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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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學員應於始業、結業典禮及其他重要活動場合穿著，以表彰司法

官學員的身分。因此在開訓典禮之前，由林輝煌前所長親自主持頒授

學員袍儀式，目前在國內各訓練、培育機構仍為創舉，且歷經蔡清祥

前院長，而延續傳承至今，深具意義。107年考量典禮簡化，首次將

學員袍授袍併於始業典禮中舉行，由蔡碧玉院長將學員袍授予學員長

代表並為其穿上，其他學員也在導師們的協助下，全體著上學員袍。

現在司法官學員參加始業及結業典禮時所穿著的司法官學員袍，即為

確立學習司法官的身分，而特別設計為黑綠相間的服式，其上搭配綠

色披肩，綠色代表司法公正，披肩上佩戴印有本學院院徽的銅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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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會、升旗及其他固定儀式

早期司法官訓練期間曾舉行「朝會」、「讀訓」及「生活座談會」，
皆由所長主持，遷至現址後，並於 77年 7月 16日首次由當時朱石

炎所長在現今空中花園處主持學員之升旗典禮，朱所長強調國旗旗桿

之不畏風雨，屹然挺立，正象徵著司法獨立，期勉當時司法官第 26

期學員日後在法庭內職司審判工作時，務須堅持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

判，不受任何干涉之原則。如今這些儀式雖然已不復存在，但其意義

及精神也隨著相繼取代的創新措施，不斷延續與傳承。

司法官訓練所成立初期，當時據學員要求制定司法官訓練所所

歌，由谷鳳翔部長作詞，邀請時任音樂課講師汪精輝老師幫忙譜曲，
在開訓典禮前先由音樂老師教唱，俾在開訓典禮及結訓典禮中高唱，
惟隨著時代變遷，為扭轉外界揣認司法官訓練承襲過去戒嚴時期軍事

化管理之刻板印象，並為簡化典禮程序，且力求活動內容之創意設計

與舖陳創新方式，改變過去嚴肅、刻板的制式模式，進而營造慶典祝

賀、司法精神傳承與溫馨和樂的氣氛，也已在典禮中取消此儀式。

第 27 期升旗典禮及晨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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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所歌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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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始業、結業儀式

司法官班學員開訓及結訓典禮，歷來皆由法務部部長主持，並邀

請司法院院長及各級長官蒞臨觀禮，但亦曾由司法院院長主持（第廿

至廿四期），並於典禮後合影留念。除司法院院長、法務部部長致詞

勉勵外，近期司法官學員始業典禮及結業典禮皆邀請民間樂團、社服

機構表演團體、或臺北市及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樂團參與祝賀表演，藉

由演奏經典、精采曲目，營造典禮溫馨氣氛，更能鼓舞、振奮學員意

志。學員在始業典禮中宣誓誓詞，自許在訓練期間勤奮學習，並推派

代表上臺發表自我期許詞，期許自己成為傑出的司法官。在為期兩年

司法官養成教育結束前夕的結業典禮中，也表達謝詞與結業感言，莫

忘初衷，趁此謝謝一路陪伴教導他們成長、茁壯的師長們。在典禮

中由法務部部長、本學院院長頒發結業成績優良前三名、全勤獎及結

業證書，司法院院長及法務部部長並將代表司法精神的薪火傳遞給每

一位新進司法官。從司法官第五十五期起，在結業典禮最後，全部學

員卸下身上的學員袍，換上由司法院院長及法務部部長分別頒授的法

官法袍及檢察官法袍，代表從此時此刻起，已經轉換司法官學員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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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正式展開法官、檢察官的工作職涯，延續司法命脈，承擔司法使

命。在典禮最後，學員離開學院前，由司法官學院大家長—院長贈

送每位結員業學員一枚牛角印章，期供司法官行使重要職權之印鑑用

章，以茲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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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第五十五期結業典禮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第四十三期結訓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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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住宿

（一）早期
54年 6月臺灣高等法院收回臺

北市博愛路 129號之前私立淡江文理

學院舊校舍，由司法行政部將該校舍

撥歸司法行政部司法官訓練所接管使

用，經加修葺，即於翌年 4月遷移該

址，隨後 56年 12月 22日宿舍大樓

啟用，司法官第 8期全體學員遷入新

寢室，多人共住一間上、下舖床位。

迨至 71年 4月，因訓練業務日增，
房舍及設備均需擴充，乃於 72年 6

月遷入臺北市辛亥路 3段 81號現址

10層樓宿舍，兩人一間單人床舖寢室

迄今，期間一度延續過去強制住宿之

規定，概學員在所期間，除星期三、

例假日及其前一日、依請假規定得外

宿、最後階段經司法官訓練委員會決

議、其他特殊情形經所長核定者外，
一律應在所內膳宿，按時作息。另為

考量學員住宿公平性、同學情誼交流

及夜間安全與秩序維護，除定期更換

學員寢室床位外，並實施行政專員及

專職導師輪流值宿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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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況
隨著社會民主化腳步的開放，為免外界認為強制住宿有軍事化管

理之疑慮，且兼顧學員家庭生活照顧需要，學院於 101年間經司法官

訓練委員會第 69次會議審議通過，改採申請住宿之措施。學員原則

上可於入學院前申請住宿，惟如有特殊情形，例如身體不適不宜經常

出入，或全戶戶籍遷移不在臺北市區等情形，得於入學院後研習期間

申請住宿，爰修正「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司法官訓練規則」第 3條之

規定：「學員入學院前，得申請住宿。但有特殊情形，經本學院核准

者，得於入學院後申請。」開啟司法官學員實施申請住宿之先河，自

司法官第 53期學員起即採申請住宿方式辦理，而其他班別亦比照辦

理迄今。

因應實施學員由強制住宿改為申請住宿制度之變革，隨之取消

值宿措施改以值日填寫日誌簿方式取代，105年間為因應學員作息需

要，彈性調整週五晚間入出管理時間延長至晚間 11時，並為培養學

員自主管理生活作息習慣，及兼顧本學院與學員之管理與安全維護，
訂定因正當事由逾時遲歸及夜出配套措施，爰修正「法務部司法官學

院司法官學員作息須知」第 3點、第 6點之規定，以資因應。

宿舍交誼廳 宿舍單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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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宿舍設備
本學院為安頓學員學習生活，解

決遠道學員舟車勞頓的問題，以利專

心在學院參加各項課程研習，提供參

訓學員申請住宿服務。另為改善學員

住宿的環境品質，曾於 105年進行宿

舍區改善工程，在該年底如期完工。

宿舍區 3至 9樓為學員寢室，目前規

劃 3至 8樓為兩人房寢室，共可提供

男學員宿舍 74間、女學員宿舍 77間，
同時為因應身材高大身高超過 180公

分以上學員住宿需求，現有加大型床

舖 195公分 26床及 210公分 6床。

9樓重新整修規劃設計為單人房寢室，
期能符合多元化的住宿需求。

宿舍區各樓層均配置衛浴設備、

洗衣槽、曬衣間、交誼廳；每間寢室

並購置電風扇、吹風機等電器設備；

另於 10樓之健身中心設有學員運動健

身室及瑜珈練習室，地下一樓設置洗

衣房提供洗、烘、脫等設備，以及運

動中心提供撞球、桌球、拳擊、投籃

機、Wii等設施，期滿足學員住宿生活

及運動休閒的多元需求。

此外，學院於宿舍區 1樓及地下

宿舍雙人房

瑜珈練習室

宿舍盥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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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餐廳門口設有自動販賣機各 2臺，販售冷、熱咖啡、茶、飲料、

果汁等飲品，以及泡麵、零食等，並與臺北監獄合作，固定於每週至

學院提供收、送洗衣物服務，全區建構無線網路提供住宿學員使用，
學員住宿生活品質大幅提昇。

七、司法倫理教育

（一）編纂司法倫理教材
鑑於社會大眾對於司法官品操之高度期待，司法官養成教育，特

別重視司法官的品德陶冶，特別設計「司法倫理」課程。且為提昇司

法官學員學習功效，特別成立編輯委員會，於 92年編輯「司法倫理

資料彙編」一書，充為教材，詳錄當時我國法官守則及檢察官守則，
藉供研酌遵循；收錄司法官第 1期開訓典禮長官講話並輔以著名學

者的雋言，用以承先啟後，勉勵學員；並選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

之司法官懲戒案例，藉以剖析違法失職的來龍去脈，以利學員深思借

鑑，建立自我期許；另附錄德國、日本、加拿大、美國司法人員倫理

規範，是為提供國內外典範差異之比較，編輯成書發送予學員，使其

能夠瞭解彼此的倫理規範價值。

94年 10月間林輝煌前所長前往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及北卡羅萊

納州，考察該國司法研習及法學教育等機構。於參訪美國聯邦司法中

心（Federal Judicial Center），與其負責人 Barbara J.Rothstein 法

官及教務長 John S.Cooke先生，針對法官在職教育之宗旨、策略及

其具體實踐等事項，作廣泛而深入之意見交換。並獲贈該中心所編輯

之有關司法倫理的二本核心教材─「美國法官行為守則」（Code of 

Conduct For United States Judges）及「關於餽贈、職外收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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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及兼職諸規定」（Judicial Conference Regulations: Gifts, Outside 

Earned Income, Honoraria And Employment）。此二本專籍，對於

美國法官之專業倫理，以及社交酬酢、接受饋贈等規範事項，列有詳

實具體之解說，現已垂為美國法官行為準則之重要依據，深具參考價

值。林前所長特將自美攜回之上開二本英文司法倫理專輯教材，由受

訓當期 (第 46期 )全體學員推派黃致中、陳僑舫、劉淑玲、林修平、

陳建州、張詠晶、蘇逸修、張良旭等 8位同學分工合力譯成中文，於

95年更新重編「司法倫理資料彙編」一書，更名為「司法倫理」，乃

特增錄上開「美國法官行為守則」及「關於饋贈、職外收入、酬謝及

兼職諸規定之規定」等規範，並補充我國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

決之司法官懲戒最新案例等寶貴資料，印供司法官第 46期學員研讀，
增添一項珍貴的參考資訊。

鑑於司法官的專業倫理及行為準則，殆已融合構成各國整建現代

化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一環機制，且有國際化統合之趨勢，有關司法

倫理之資料，無論在國、內外，皆愈來愈加豐富，儼然成為司法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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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林輝煌前所長有鑑此，為再充實本書內容，爰增收錄我國新訂頒

的「法官法」、「法官倫理規範」、「檢察官倫理規範」、「公務員廉政

倫理規範」等法規，以及韓國的「法官倫理規範」、「檢察官倫理規

範」、與「聯合國檢察官角色指引」等外國及國際相關文獻資料，藉

供學員精讀，比較分析，資為分發後執行審檢職務當所遵循行為準則

之重要參考；並增列我國司法官違反司法倫理遭懲戒之新案例，以及

美國法官因失職而遭懲戒的幾則案例判決，期許學員能從研讀這些案

例中，細細體會其中精義，獲得啟發，時時自我鞭策、惕勵，並引為

殷鑑，爰於 101年改以上、下冊全新付梓，方便學員珍藏、研讀。

104年 5月 7日蔡清祥前院長就任，指示再蒐集添增文獻資料，
由周穎宏主任秘書、廖慧如導師、以及司法官第 54期、第 55期學員

分工合力譯成中文，法務部羅瑩雪部長題「正己 才能正人」贈序，改

以「本國篇」、「外國篇」重新付梓，經申請國際標準書號（ISBN）於

104年 8月出版。

（二）提供勵志典藏叢書
除了編纂、出版「司法倫理」一書，做為學員司法倫理教育之教

材外，也適時添購勵志書籍和名人傳記之叢書，以及探索歷史、地

理、環宇之 DVD供學員借閱，利用課餘時間研讀、觀看，並由導師利

用導師時間與學員研討，豐富生活與人文素養。

（三）「導師時間」司法倫理課程之規劃
本學院為提昇司法官學員個人品行修養，建立正確之司法工作使

命感及認知，自實施「導師輔導」制度以來，於訓練課程中安排「導

師時間」，藉由專職導師本身專業實務經驗，落實學員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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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於入學院後，依分組各由專職導師分責輔導學習，因此「導

師時間」課程之規劃，係以分組討論、分組座談、跨組座談、分組研

討及群組教學等方式交錯進行。此外，亦安排戶外活動，實踐人文與

生態之關懷，由各組導師利用導師時間，帶領各組學員至戶外活動，
兼具調劑身心並紓解課業壓力；安排電影欣賞心得交流活動，則藉由

挑選與法律主題相關之影片，讓全體學員觀賞，於影片欣賞後，排定

「導師時間」讓學員與導師互動討論、心得交流與經驗分享。此外亦

安排學員與院長、主任秘書、教務組長、學務組長等師長有約，以師

長們自身豐厚的司法官職涯閱歷經驗與學員分享，惕勵自己將來如何

成為一位適任的司法官。

「導師時間」課程之進行，首先由各分組導師讓學員認識學院環

境，瞭解生活作息、學習禮儀及解說本學院各項規則。「導師時間」

課程實施則聚焦於司法官應有之角色認知、工作態度、思維能力、職

業倫理與行為規範，其內容涵括：角色之轉換與認知、學習之管理與

自律、思維能力之啟發、司法官學員應有之學習態度與認知、司法倫

理教育、司法官與工作夥伴之互動、司法官應有的工作態度、法官之

情緒管理；司法官執行職務行為之規範 -保持品位之義務、利益衝突

與迴避、專業素養與敬業態度、司法官之公開言論；司法官執行職務

以外行為之規範 -司法官之社交與人際關係、司法官之兼職、司法官

之財務；以及法官之職務監督、司法官之評鑑與懲戒及實例省思；司

法官之自省、自律與自治能力、司法官與機關、團體及國際之合作暨

其他公益活動、司法官之情緒管理與抗壓性等，由各組導師訂定主題

進行討論，並適時就學員日常生活問題予以溝通輔導，或針對當前偶

發之社會案件，就法律上之觀點，提出討論，以培養學員處理及掌握

問題之周延性及深入性，並提昇學員思考歸納及總結問題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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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同時邀請現職法官、檢察官及律師三方齊聚一堂實施群組

教學，分享他們各自領域應有之角色、專業、功能、職業倫理與互動

關係；亦邀請剛分發初任法官、檢察官的學長們一起回到學院與學員

有約，分享他們初任的甘苦談，給予鼓勵與期勉。

（四） 品德學識考查
司法官學員之品德學識考查，可回溯自司法院之法官訓練所時

期，依其辦事細則係在教務處下設考核室職掌學員「操性考勤」，嗣

經 44年 2月開辦司法官訓練所，根據司法行政部司法官訓練所組織

規程及其辦事細則規定，設訓導組職掌學員「生活素養考查」，77年

6月 30日法務部核定「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學員生活素養成績考查

要點」，直至 86年 12月 2日司法官訓練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審議

通過，將名稱修正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學員品德學識成績考查要

點」，幾經多次修正，依據現行「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品德

學識成績考查要點」規定辦理學員品德學識成績考查作業，為求客

觀、公平、公開，考核學員品德學識成績設考評會。106年 7月 31

日司法官訓練委員會第八十次會議中，為落實司法官學員學習平日考

核並建立輔導與處理機制，共同研商修訂「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

學員平時考核紀錄表」、「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院檢學習平時

考核紀錄」、「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品德學識初評考查表」，
定期每三個月實施平時考核，另於每階段結束時進行階段性考核。

此外，學員於學院及院檢學習期間若有操守、能力、身心狀態、敬業

精神或其他足以影響實務學習等特殊異常情事，專職導師或院檢指導

老師應填寫「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院特殊異常情事通報及輔導

紀錄表」（學院專用）、「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學員院檢學習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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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異常情事通報及輔導紀錄表」（院檢學習專用）並通報學院，依

規定召開定期考評、專案考評及綜合考評，由考評會就學員品德學識

表現之具體優劣事蹟逐項討論，俾詳實評定學員品德學識成績，送交

教務組結算訓練成績，並於其他須考評學員品德學識成績之班次準 

用之。

（五）經驗傳承
本學院自 44年 2月成立以來，迄今已走過逾一甲子的歲月，回

首過去，從最初之司法官訓練所至目前的司法官學院，本於「謀國

忠、律己嚴、認事明、用法平」之院訓宗旨，不斷精進司法官之培育

及教育訓練，為我國司法界培育了許多優秀的司法官。

查閱過去史料記載，於創所 10週年當時，係以印製專刊方式慶祝

當時司法官訓練所創立，至創所三十週年（74年）起，開始以聚會並

出專刊方式辦理週年慶活動，遂後四十週年、五十週年、五十五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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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類此方式舉行，六十週適逢學院成立一甲子，特別以「育孕司法

官、煌煌一甲子」為主題，並策劃「一甲子印記 -典藏手印泥」活動，
藉由與會貴賓留下之獨一無二、值得珍藏的手印泥，紀錄所有人曾經

為學院努力的痕跡，更深具學院創立一甲子，「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的意義」。



三十週年慶

五十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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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週年慶

五十五週年慶

六十週年慶典藏手印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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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在蔡碧玉院長的構思

下，規劃逐年舉辦薪火相傳活

動，邀請已結業 40年、30年、

20年的司法官學員回娘家團聚。

首次於 106 年 2 月 10 日適逢

62週年院慶，以《傳承心、永

續情》為主題，邀請第 14期、

第 24 期、第 34 期，隔年 2 月

9日續邀請第 15期、25期、35

期仍在職法官、檢察官，以及當

時師長們一起回學院團聚，與昔

日同窗重逢、重溫昔日美好的回

憶，也祈望透過此活動，讓司法

先進將其理念與精神傳承，使司

法後輩見賢思齊，成為具有使命

感之司法官，舉辦以來，頗受好

評與熱烈迴響，爾後仍將秉持本

活動的主旨精神每年舉辦，永續

傳承司法薪火相傳的優良傳統，
綿延不斷，永續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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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文素養提昇與體育交流活動

（一）藝文活動
為提昇司法官學員人文素養，早期在學員訓練期間曾經舉辦辯論

賽、演講比賽、司法節論文比賽及各項棋藝競賽，舉如象棋、弈棋、

橋藝、跳棋、拱豬等、或於重要節日慶典出刊壁報、或利用音樂課安

排演唱會、或安排參觀故宮博物院、國父紀念館、歷史文物館、中影

文化城、國軍歷史文物館、忠烈祠等。近期則將人文素養列為司法官

養成教育的核心課程之一，規劃「電影欣賞」及「藝文欣賞」等相關

課程，內容廣泛多元，邀請藝文界專家學者蒞臨講演或表演，讓學員

司法官第 57 期 - 臺北松山文化創意園區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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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浸在音樂、舞蹈、歌謠、攝影、美術、歌劇、音樂劇等藝文活動之

中，耳濡目染，同時增添學員藝術氣息，並於活動後由導師於分組討

論時與學員心得分享，期能提昇學員人文素養，培養藝文興趣，適度

紓解課業壓力，並視經費狀況及課程進度，選擇具知名度之書畫及古

物等展覽會，安排全體學員參觀。

司法官第 58 期 - 新北淡水雲門劇場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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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文生態參訪學習
配合課程進度安排學員至臺北近郊之名勝古蹟，實施人文生態

教學活動，以舒解學員繁重之課業壓力，並增進學員彼此間之親切

互動。歷來學員健行足跡大概遍佈臺北、北投、陽明山、木柵指南

宮、青年公園、新北烏來、三峽白雞山、大板根、圓通寺、野柳、金

山、九份、黃金博物館、朱銘美術館、小坪頂、淡水老街、十三行博

物館；遠至桃園石門水庫、角板山、桃源仙谷、新竹、苗栗西湖渡假

村、臺中日月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深溝水

源生態園區、羅東林業文化園區、金車博物館、冬山河綠色博覽會、

基隆等等地區，悠遊當地鄉土風情，飽覽山河美景，響應環境教育，
深耕學員對於鄉土人文與環境保護的關懷與意識培力。

司法官第 58 期 - 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人文生態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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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響應考試院落實文官核心價值，型塑優質組織文化，激勵公

務人員提供良善公共服務或公益活動，由本學院同仁自主發起募集圖

書贈書活動，共募集圖書包含自然、歷史、故事、語言、童玩、漫

畫、益智、保健、文學、勵志、漫畫、法治及人文等各類叢書計 323

冊、DVD-16套、遊戲數種，結合舉辦檢察事務官訓練班第 18期學員

人文生態學習活動，於 105年 5月 26日由蔡清祥前院長帶隊遠赴宜

蘭縣冬山鄉柯林國小贈書，擴增該校圖書館藏資源，豐富偏鄉小孩的

閱讀興趣及充實受訓學員之人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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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體育與交流活動
1. 體育課程
為鍛鍊學員強健之體魄及培養學員運動之習慣，定期排定體育課

程，早期聘請專業體育教練分組授課，並配合課程進度，由學員自治

幹部康樂委員籌劃體育競賽活動，當時囿於場地及運動設施不足，曾

經就近洽借和平國中、和平高中和臺北師範學院之運動場館實施。

近期針對開班性質特殊需要，開設體育課程，逐步擴充本學院運動設

施，現有地下 1樓運動中心之撞球、桌球、投籃機、拳擊、WII等設

施，宿舍區 10樓建構健身中心，擺設跑步機、重訓器材及瑜珈練習

室等設施；之後隨著緊鄰之臺北市大安運動中心落成啟用，就近租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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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中心之籃球場、羽球場及游泳池等場地，並且因應學員需求開設瑜

珈課程，提供學員更多元的體育運動選擇，養成運動習慣，鍛鍊強健

體魄，並適度紓解課業壓力。

2. 家庭日
74年 7月 3日張彝鼎所長卸任由朱石炎所長接任，時值司法官

第 22、23期訓練期間，隔年 2月 22日由朱石炎所長主持懇親茶會，
邀請學員之家長、家屬計 110人參加，朱所長致詞表示，舉辦懇親

茶會之目的有二，第一是感謝家長、親屬對學員在所訓練期間，給予

支持、關懷和體諒。第二是請求在座的家長們，於日後各位學員實

際擔任法官、檢察官從事偵、審工作時，不免因案牘勞形會有職業倦

怠，或受外界壓力影響而生挫折感，要提供他們好的建議及從旁加以

規勸，乃今日本學院舉辦學員「家庭日」活動之由來。從此，於學員

入學院後即排定時間舉行「家庭日」，邀請學員之親屬蒞學院實地參

觀，安排學員家長代表致詞，期使學員之親屬瞭解學員在學院期間之

學習狀況及各項生活設施，以增進與學院相互間之溝通與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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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迎新學員交流活動
司法官學員報到初始，為使學員儘早適應並融入團體學習生活，

促進情誼加溫，舉辦學員自我介紹、迎新晚會、聯誼晚會、音樂會、

同樂晚會、康樂競賽、認人比賽、相互認識比賽等交流活動，除全體

學員、導師及本學院相關組室人員參加外，迎新交流活動並邀請本期

民事、刑事及檢察實務課程講座共同參加，以增進彼此間之良好互

動。近期辦理學員交流活動時，為增進同在訓練期間前、後期學員

間之學習經驗傳承與情誼交流，特別邀請前一期的學員代表擔任該活

動主持人，由新進學員自行設計表演節目，學員們或載歌載舞炒熱現

場、或演出幽默短劇博君一笑、或改編經典電影劇情賣力演出、或臨

場機智問答腦力激盪、或反串扮相驚艷全場、或帶動團體遊戲活絡現

場，當下歡笑聲此起彼落，不絕於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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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時而由學員自治幹部康樂委員籌劃慶生會、歡送會、聯誼

會等活動，或自行於假日舉辦之郊遊、登山、健行，由學務組長及導

師適時參與學員活動，以增進相互間之瞭解，並建立學員正確之休閒

活動觀念。歷期曾有選舉最敬佩學長活動，也舉辦過籃球、排球、桌

球、羽球、拔河、投籃、競賽、撞球、壘球等比賽，近期更響應慶祝

司法節司法杯運動比賽，由學員自行組隊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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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歲末年終餐會
一直以來，學院都會在每年農曆春節前夕舉辦歲末年終餐會，值

此學員返鄉過年之際，團圓學員與師長們齊聚學員餐廳，象徵提早吃

年夜飯，藉此慰勞學員們一年來的勤奮學習，以及師長們的辛勞，席

間大家互道恭喜，互祝新年快樂，也祈求新的一年諸事順利、身體健

康，因而更拉近了學員與師長的距離，加深彼此師生情誼。

蔡清祥前院長於 104年 5月 7日到任後，於 105年農曆春節前

夕，擴大舉辦年終尾牙以來，除了時在學院受訓的司法官學員及師長

外，更擴大邀請學院內所有行政同仁、委外廠商之勞務及駐點人員加

入參與，更增添年節熱鬧與歡樂氣氛，促進學員與師長及行政人員的

互動交流，學員也趁此機會表達他們對師長及行政人員的辛勞和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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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此後，每年歲末年終

餐會皆由本學院同仁客串活

動主持人，除了邀請學院外

公益表演團體到場演唱及表

演，安排摸彩活動及團體遊

戲，帶動現場氣氛外，學員

們也都踴躍盡情揮灑才藝，
歡唱卡啦 OK一展歌喉，全

場師生與行政人員同樂，大

家頓時釋放沈重的課業壓力

及一年的辛勞，沈浸在歡樂

過新年的氣氛之中，一起迎

新送舊慶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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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業餐會
早期曾有前、後兩期學員部分訓練期間重疊而同時在所內研習

之情形，在前期學員結訓典禮後，舉辦惜別會餐或同樂晚會，由後

期學員歡送前期學長，或以謝師宴方式辦理，藉此感謝師長的辛勞

教導。隨著訓練期間變動、調整，學員在學院內研習期間不再發生

重疊之現象，每期仍援例於學員結業典禮之後，在學員餐廳舉辦結

業餐會，由院長致詞勉勵與期許，學員和師長臨別依依，大家在互

道珍重聲中，劃下完美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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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輔導機制及醫療協助

（一）性向測驗及解說
依 107年 2月 13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規則」第 7條規定：「本考試應考人於第二試錄取通知送達十四日內，
應繳交試務機關指定之醫療機構所出具之體格檢查表。體格檢查不合

格或未依規定期限繳交體格檢查表者，不得應第三試。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為體格檢查不合格：一、視力：矯正後優眼視力未達○‧一。

二、聽力：矯正後優耳聽力損失逾九十分貝。三、罹患精神疾病或精

神狀態違常，致不堪勝任職務。四、肺結核痰塗片呈陽性反應。五、

罹患其他無法治癒之重症疾患，致不堪勝任職務。體格檢查之項目如

附表。」第 10條規定略以：本考試錄取人員應經訓練，應行訓練人

員，於訓練期間得經司法院或法務部指定之公立醫院辦理體格複檢，
不合格者函送保訓會廢止其受訓資格，在本次修法之前，重度肢障係

為體格檢查不合格項目之一。基此，為瞭解學員之體格與健康狀況，
並確認有無不得參加司法官養成教育之事由，早於 28年 8月 28日司

法院修正「司法院法官訓練所組織條例」，根據其辦事細則增設「訓

育處」，其下設「所醫室」掌理學員體格檢查事項，嗣後隨著組織條

例之修正，改由導師帶領學員至當時之臺北市立忠孝醫院辦理體格檢

查。近來辦理學員體格檢查，乃於學員入學院前，由本學院透過公

開評選採購程序，選擇符合資格之優良醫院委外集中辦理學員體格檢

查。惟考量學員以住居所就近選擇符合之醫療院所自行辦理體格檢查

之便利性，並可節省公帑預算支出，故自 107年司法官班第 59期起

停止以公開招標方式辦理學員體格檢查，改由學員自行前往合格之醫

療院所自費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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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據「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 8條第 1項

後段：「學員入本學院後，並應接受經指定之臨床心理師實施性向測

驗，以做為輔導之參考資料」之規定，因而於學員甫入學院時，即排

定專業心理師對學員進行性向心理 EQ能力衡鑑，若測驗結果顯示其

性向心理 EQ較弱或有異常傾向者，則安排專業心理師進行個案諮商

輔導，並由導師主動關懷輔助，期能從學員日常生活中加以開導啟

迪，修正學員性向心理，增進 EQ能力。本性向測驗係依健康性格習

慣量表，採團體測驗之施測方式，每位學員施測結果報告，以「柯永

河量表」計分，施測結果報告經彌封後，發給每位學員收執，並分別

安排學員團體及相關輔導人員解說，同時將學員施測結果報告提供導

師做為學員輔導之重要參考。

（二）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關於學務組主管業務之精進導師輔導作業規定，俾利輔導紀錄益

臻確實、嚴謹、完善及建立心理諮商機制，引進專家意見，提供學院

處理學員是類個案參考，另洽商萬芳醫院專業臨床心理師以聘任輔導

教師之方式合作提供心理健康諮商及輔導諮詢服務等事宜，由本學院

聘任專業臨床心理師，學員因生活與壓力、情緒與行為管理、人際互

動表現等方面，如有出現心身疾病與適應障礙需要尋求協助，提供心

理健康諮詢服務及輔導機制，由學員逕洽學務組服務窗口或臨床心理

師預約晤談時間及地點，安排在本學院或醫院進行。諮詢內容除有涉

及自傷、傷人或違反公眾利益外，均予以保密處置，本項服務亦嘉惠

本學院職員工同仁，由人事室為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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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緊急醫療機制
為因應學員臨時身體不適需要急救或緊急送醫之突發狀況，建置

應變處理措施，除已購置自動體外電擊（AED）設備，安排教育訓練

課程外，並於 106年底在蔡碧玉院長的指示下，首次與就近之臺北市

立萬芳醫院 -「建立特約緊急醫療機制」，本學院教職員工及學員或

研究員，如遇有需要外送就醫時，該醫院同意擔任優先轉介後送之醫

院。

十、學員自治

（一）班會
早期司法官學員有以全體共同簽署、自定「服務公約」、「生活公

約」、「互助辦法」或「自治幹部選舉辦法」等方式，本自覺、自發、

自動、自治精神，以維持團體秩序，增進團體榮譽，激發學習風氣，
鍛鍊強健體魄，敦睦同學情誼，當時每月定期召開「自治幹部會議」

改選自治幹部。然為發揮學員之自治自律精神，增進學員組織與領導

能力，養成負責任、守紀律之團隊精神，早在 60年 6月 15日時任第

7任張彝鼎所長核定「司法行政部司法官訓練所學員自治要點」，歷經

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時期迄今幾經多次修正，依現行「法務部司法官

學院學員自治要點」規定，仍延續學員自治之精神，由學員自行選舉

自治幹部，定期舉行班會決議自治事項，處理班務，以協助教務與學

務業務之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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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治幹部選舉
自治幹部選舉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教務和學務事項推展需要，

其幹部名稱及人數也產生了不同的變化，早期以透過定期召開自治幹

部會議選舉產生值星隊長、副隊長、伙食委員、文藝幹事（股長）、

康樂幹事（股長）、財務幹事（股長）等幹部及任期屆滿進行改選事

宜，而值星隊長的名稱曾經修正為「班代」，時至今日依「法務部司

法官學院學員自治要點」規定，係由全體學員利用班會進行自治幹部

選舉學員長、副學員長、總務委員、膳食委員、康樂委員、學藝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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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紀念冊編輯委員、電腦教室管理委員及教室資工委員等若干人，
其中學員長、副學員長、總務委員、膳食委員、康樂委員、學藝委員

之任期為 2個月，除人數不足外，均不得連任，並不得於受訓期間選

任為其他幹部職務。

（三）自治事項
學員自治事項不外為協助教務與學務工作之推動，故舉凡生活自

治、班務處理、幹部選舉、班會召開、康樂活動、輪流值星、接送講

座等，並由各組室提供必要之行政協助，另也包括自發性之自治事

務，例如曾經由司法官第 24期學員吳萃芳及第 25期學員陳文琪精心

設計該期別之班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