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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院址變遷

司法官訓練機構之設置始於民國 3年北京政府司法官講習所，15

年改設司法官儲才館，政府奠都南京後 18年設置法官訓練所，初隸

屬於司法行政部，至 24年改隸屬司法院。32年司法行政部隸屬行政

院後，法官訓練所因而停辦，翌年起至 37年底止，司法官之訓練，

即由中央政治學校（目前為國立政治大學）所設公務員訓練部之高等

科及該校法官訓練班分別辦理。政府遷臺後，司法行政部於 39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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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司法人員訓練班，至 44年改設司法官訓練所2，成立司法官訓練

所後，院址歷經三次變遷。

（一）院址遷徙
44年改設司法官訓練所時，所址設於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 128

號司法人員訓練班原址，惟原址房舍狹小不敷使用，故 54年 6月 

2	民國 44年至 69年司法官訓練所隸屬當時司法行政部，民國 69年起改隸為法
務部（節錄自《法務部史實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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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收回臺北市博愛路 129號淡江文理學院（目前為淡江大

學）舊址後，司法官訓練所即於 55年 4月遷移至該址，後因該址侷

促一隅，設備簡陋，不適於司法官訓練，審檢分隸後，為配合臺北地

區司法機關之遷建，於 72年將司法官訓練所遷建於目前現址（臺北

市大安區辛亥路 3段 81號），並於 102年 7月 1日改制為司法官學

院迄今。

重慶南路時期學習園地
 第一階段第一期至第六期（44 至 55 年 4 月） 
臺北市重慶南路 1段 128 號司法人員訓練班原址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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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路時期學習園地
 第二階段第七期至第廿期（55 年 4 月至 72 年 6 月） 
臺北市博愛路 129 號司法人員訓練所舊址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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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階段第廿一期至今（72 年 6 月至今） 
臺北市辛亥路 3段 81 號本學院現址

03
21 期學習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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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頂樓原設有司令台，辦理每日上午學員升旗典禮及晨操等活動，或為集合學員

宣達事項之場所，後因體諒學員課業繁重，彈性安排作息等因素，遂取消上述

活動，該區域目前已規劃為空中花園，提供學員休憩及活動之場所。

興建之初大門梯廳與現況梯廳

（二）空間設施演變
本學院現有大樓係於 72年間建築完成，建築物配合學院教學政

策方向演進，相關設施與興建之初已有很大的轉變，如教室設備資訊

化、充實圖書設備環境、改善健身休閒設備等。另自取消升旗典禮

後，司令臺3及集會晨操空間則改建為學員休憩交流之空中花園。學

院各項空間設施，已逐年朝向科技化、優質化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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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址學院環境與設施介紹

（一）建築規模
本學院位於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 3段 81號；占地面積 3,971平

方公尺，樓地板面積 15,118.21平方公尺（使用執照登記面積），建

造於 72年間，為三棟一體之建築物。其中，教學區為地下一樓至地

上五樓，總樓地板面積為 4,215.88平方公尺（約 1,275坪）、行政區

為地下一樓至地上五層樓，總樓地板面積為 3,915.28平方公尺（約

1,184坪）、宿舍區規模為地下一樓至地上十樓，總樓地板面積為

6,987.05平方公尺（約 2,115坪）。

1. 教學區：位於整體建築物右側，臨近大安運動中心，地下一樓運動

中心設有休閒活動設施，包含桌球、撞球、手足球、體感電玩遊戲

設施、投籃機、拳擊沙包；一樓為圖書室；二樓設有導師室、交誼

廳，另有電腦教室一間、模擬偵查庭一間、院史室一間；三樓設有

301教室、302多功能教室共兩間、講座休息室一間、303柏拉圖

講堂一間、貴賓交誼室一間、王和雄大法官贈書收藏室一間；四樓

設有 401（司法官班教室）、402、403、404教室共四間、講座休

息室一間、影印室一間；五樓設有階梯教室一間、模擬法庭一間。

昔日教室 現今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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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 教室

403 教室402 教室

301 教室 302 教室

401 教室

303 教室（柏拉圖講堂） 電腦教室

模擬偵查庭 模擬法庭

第五教室（階梯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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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教室啟用儀式

行政區 1 樓接待室

2. 行政區：位於整體建築物中間，地下一樓設有避難室兼停車場，並

設有洗衣間；一樓為本學院接待大廳、設有駐警室、收發室、貴賓

室一間、101會議室、秘書室、人事機構臨時辦公室；二樓設有院

長室、主任秘書室、學務組、犯罪防治研究中心臨時辦公室、主計

機構辦公室、諮商室、研考室、政風室及公開閱覽室；三樓設有教

務組辦公室、檔案室、講義室、教務資料室、小會議室一間；四樓

及五樓為大禮堂空間，頂樓設有空中花園。

3. 宿舍區：位於整體建築物左側，臨基隆路，地下室設有廚房、學員

餐廳及員工餐廳；一樓設有交誼區、無障礙廁所、教務組教學資料

室、101-112寢室，目前部分寢室調度做為司機及清潔人員調度休

息室；二樓設有 202-212寢室，目前調度使用做為檔案室、資訊工

程師辦公室、庫房、哺（集）乳室；三樓至九樓為學員宿舍，每層

樓皆設有曬衣間兩間、交誼廳一間，以方便學員生活起居及課後討

論；十樓為健身中心及庫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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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教室啟用儀式 柏拉圖教室上課實景

（二）教學資訊設施

1. 柏拉圖講堂
本學院為我國司法官培育及強化在職司法人員本職學能之重要機

構，學院配合法務部司法人員精進政策及重要案例，邀集國內外諸多

學界及實務界專家、學者、司法官擔任講座，開辦強化在職司法人員

本職學能相關課程，每每獲得法務部及所屬各檢察機關司法人員好

評。然礙於學院教室空間有限，致無法滿足多數司法人員求知若渴的

需求。

為使研習資源共享，減緩數位落差，亟需借助產業界之雲端技術

（具多工、同步及可協同作業之特性），故本學院於 104年 8月建置

柏拉圖講堂雲端教室，以進行互動式即時線上教學，並進行數位錄製

等作業，以提供遠在異地、無法北上參加本學院所辦理研習課程之司

法人員，可同步進行即時研習，除可避免舟車勞頓，並達節省公帑之

效。此線上教學數位錄製影片並同時上傳至法務部數位學習平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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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因公忙無法即時參加之司法人員，線上數位學習之機制，強化司

法人員本職學能。

2.無紙化設施
本學院 401教室一向為司法官學員長期培訓使用的教室，考量每

期司法官學員受訓成員眾多，每逢進行線上教育訓練，即需分三間配

備電腦設備之教室（二樓電腦教室及四樓 402、403教室）以視訊連

線方式進行上課。此舉除造成學員上課環境無法集中之不便外，亦缺

乏學員與授課講座即時互動之臨場感，嚴重影響講座授課及學員學習

之效果。此外，司法官學員在學院培訓期間，須利用電腦作答進行多

次課堂考試，每遇考試期間則多需另外安排電腦考場，常造成學員搬

遷移動教室考試、本學院安排監考、資訊人員支援考試環境架設及狀

況排除等種種不便。

爰此，本學院幾經綜合考量，為強化司法官學員長期培訓教室環

境之可用性，配合政府減碳、減紙之政策，大量減少紙本講義列印數

量，並建置培訓、考試、平日研習與會議均可使用之全方位環境，故

司法官班上課實景401 無紙化教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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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3年 5月將 401教室改建為多功能無紙化教學教室，並提供多

功能無紙化教學所需之教學廣播、多情境電腦環境快速安裝、還原設

定及具觸控螢幕之多功能合一電腦（All-in-One）等所需之軟、硬體

基礎設備，以提升講座授課及學員上課學習成效，並可降低本學院資

訊設備管理人員進行教學環境系統安裝、更新、維護及問題處理之時

程，減輕進行電子化考試時監考人力負擔，強化考試之公平性及提升

本專案軟、硬體設備妥善率。

（三）導師室與諮商輔導設施
為使學員與導師間保持良好互動，本學院導師室空間（面積約

34坪）內設有學員諮商輔導室、小型會議討論空間，並於導師室外

側設置交誼廳（面積約 34坪），交誼廳內設有視聽設備，以柔和色

調布置設計，並陳列有陶藝作品、書報雜誌、體重計、血壓計等設施，
除為學員課後休憩娛樂，紓解壓力之重要場所外，亦可做為學員間交

誼研習及學院小型活動等聚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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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院史室
本學院原無場所介紹機關歷史，經林輝煌前院長於 90年指示規劃

院史室，後選定教學區二樓位置（該區原為電腦教室），且規劃為多功

能橢圓型會議桌型式。室內懸掛歷任至今之首長玉照及簡介，以感恩歷

任首長對學院之貢獻，並懸掛學院加入國際司法訓練機構組織（IOJT）

之會員證明書。後於 100年 6月配合學院空間規劃，進行小規模整修，
將原設置於大廳梯間之漢摩拉比法典碑4複刻模型放置該處。

4	「漢摩拉比法典碑」為法國考古學家在今日敘利亞境內所發掘的文物。西元前

2000年後，居住在巴比倫及其周圍的民族越來越強大。巴比倫國傳至漢摩拉比王
時，厲行社會改革，於是自西元前 1792年到西元前 1750年制訂了《漢摩拉比法
典》，並刻成碑文以保存之。漢摩拉比法典碑上的楔形文字記載了 282條法律，
內容廣泛，包括租金、醫療、財產、誣告、偷竊等，其中最著名的是第 196條和
197條，寫著：「如果自由人毀壞其他自由人的眼睛時，他本身的眼睛也將受損；
若你折斷其他自由人的腳，你自己的腳也將被折毀。」舊約聖經中的「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以命抵命」據信來自於此。以現在的犯罪預防、矯治等刑罰學的觀點

來看，《漢摩拉比法典》內容似乎太過嚴厲，但以當時的文明而言，強調法律是

神授、公平的觀念是合理、公正的，因此它被認為是史上第一部強調「公平」的

法典。此外，漢摩拉比法典碑也極具藝術價值，上方刻劃著漢摩拉比王以祈禱的

姿勢站著，向右邊坐在寶座上、代表正義的太陽神致敬，也有人解為太陽神授予

漢摩拉比王治國之道。

院史室 王和雄大法官贈書收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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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摩拉比法典碑複刻模型原為 90年 4月間國立歷史博物館「兩

河流域文物展」的展品之一，該石雕自法國空運來台，係按照羅浮宮

真品 1:1比例打造之複刻模型。據了解，歷史博物館原先規劃將該模

型收為館藏。林前院長應邀參觀該展後，與當時同在行政院國策班上

課的黃光男館長提及，《漢摩拉比法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法典，
如放置於司法官學院（當時仍稱司法官訓練所）中，將更具象徵意義，
獲該館同意。然該石雕屬博物館財產，於是以雙方共購的方式處理

（實則係博物館出資大部分），而置於本學院內。

漢摩拉比法典碑複刻模型

王和雄大法官贈書收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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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圖書室
本學院圖書室面積約為 165坪，藏書多元豐富，內含圖書室接待

區、圖書室行政人員辦公室、各類書報雜誌閱覽區、影音視廳區、影

印區、各類書籍（如語文學習及休閒）陳列區。

（六）大禮堂
大禮堂為兩層樓挑高建築，面積約計 100坪，為學院辦理大型活

動聚會，如國際研討會、學員始（結）業典禮、院慶等重要活動舉辦

場所。大禮堂講臺前方牆面設置「傳承」、「創新」標語，藉以鼓勵參

訓學員在院學習期間發揮傳承、創新學習精神，以肩負擔任司法人員

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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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休憩與交誼設施
本學院規劃設置多處優質休

憩與交誼空間，並就空間屬性設

置相關設備，以供學員課餘時間

休閒交誼使用。位於宿舍區一樓

之交誼區設有冷、熱飲自動販賣

機，並陳列展示本學院對外交流

紀念品，供來賓參觀交流；宿舍

區三至八樓交誼廳內設有電視、

冰箱、沙發及桌椅等設備，以方

便學員住宿期間使用；行政區二樓亦設有交誼廳，行政區頂樓為空中

花園，於建築物落成使用之初，該處為學員晨操集會場所，後因取消

晨操，遂改設為空中花園，目前僅保留升旗臺紀念設施，並設有綠化

景觀、遮陽亭及戶外休閒座椅，以提供學員參訓期間休憩交誼使用。

昔日行政區頂樓 現況空中花園

宿舍區 1 樓之交誼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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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運動與健身設備
為舒緩受訓學員繁重課業壓力，並培養良好的運動習慣，學院於

98年在院內地下室重新規劃裝修運動中心，設有撞球桌、乒乓球桌、

投籃機、手足球機、拳擊沙包及電視遊樂器等設備。此外，同年度並

於宿舍區十樓增設健身中心，提供 13間運動健身區，擺放電動跑步

健身房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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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球台 拳擊練習設

投籃機

機、飛輪機、滑步機、騎馬椅、重訓設備及瑜珈教室等健身設備，供

學員在課餘時間自由使用，藉以放鬆身心，減低讀書或課業帶來的精

神壓力，並且幫助學員消耗身體過多的熱量，以維持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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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展望

（一）無障礙空間改善
本學院為興建卅餘年之老舊建築，已無法全面符合現行建築法規

範之無障礙空間規定。再則，考選部已於 107年取消重度肢障者報考

司法官之限制。為因應此一制度變革，並打造符合建築法規範之無障

礙環境，目前已針對現有建築物完成無障礙設施改善規劃，將先行打

造無障礙住宿環境，再陸續針對大禮堂、教學區廁所改造，並增設教

學區電梯等，期於 109年底完成全學院無障礙空間改善。

（二）第二辦公室

1.計畫目標
本學院負有培訓司法官（包括法官及檢察官）之重要教育功能，

主要業務在於辦理司法官之職前養成教育，亦負責檢察官、法務部所

屬司法人員之在職教育。102年 7月 1日改制後，本學院設立了擔

任國家刑事司法政策智庫之犯罪防治研究中心，目前暫用會議室空間

充當中心人員辦公室。然因近年司法官受訓人數大幅提昇，在職進修

課程及人數日益增加等因素，行政辦公及教學之空間及資源皆明顯不

足，亟待增設教學及辦公空間。

為因應此需求，本學院規劃以位於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 2段 185

號之百世大樓一樓及二樓（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第三辦公室
（同第 15頁1）舊址），做為本學院第二辦公室及第二教學空間，以解決

學院空間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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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畫內容
本計畫係以百世大樓一樓及二樓做為基地，設立第二辦公室及第

二教學空間，其辦公空間規劃包括犯罪防治研究中心、人事機構、第

二檔案室、哺乳室等辦公空間；教學空間規劃包括、兼教室功能之模

擬法庭、模擬偵查庭、中型教室兼多功能會議室、觀摩教學使用之拘

留室及學員諮商室，以供司法官學員及其他檢察官、司法人員等在職

研習班使用。

工程施作方式係以改造既有設施，而非以增建或重新改建方式辦

理，以節約新建廳舍之時間及經費，計畫完成後除可解決本學院面臨

之行政及教學空間不足問題，同時在增加第二教學空間後，可提升本

學院各班期課程安排及教室調度之靈活性及實用性，亦可及早因應未

來「多合一考訓」制度實施後容訓空間不足之困境。

在辦公室選址上，
主要考量百世大樓的

地理位置鄰近本學院

現址，可減少兩處辦

公室間接駁距離，以

收地利之便。且該大

樓現有拘留室偵查庭

可部分保留供學員研

習觀摩使用，以達舊

有設施有效再利用之

實質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