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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任法官帶職帶薪自行進修各項權益說明表 

102.02.08 司法院人事處 製 

實任法官帶職帶薪自行進修期間仍為現職法官，進修期間及期滿後，相關權利義

務說明如下： 

項目 各項權益 
與未進修 

法官相較 
說明 

任免 兼任主管職務 有特別規定 

法官進修考察辦法第 26 條規定（準用第 12

條規定）：進修期間在六個月以上者，如兼任

行政主管職務，得視業務情形予以免兼。 

任免 
進修期滿繼續

服務義務 
有特別規定 

法官進修考察辦法第 24 條規定：「（第 1 項）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於進修期滿後，應立即

返回原服務機關繼續服務。（第 2 項）前項繼

續服務之期間，為進修期間之二倍。（第 3 項）

違反前二項規定者，五年內不得申請全時進

修，並依下列規定負賠償責任：一、違反第一

項規定者，賠償其進修期間所領薪給。二、違

反第二項規定者，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

例，賠償其進修期間所領薪給。」 

遷調 

遷調年資採計 相同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期間仍計入遷調年資。  

遷調限制 不同 

法官遷調改任辦法第 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略

以，依法官法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帶職帶薪自

行進修期滿後，應繼續服務期間尚未屆滿者，

得不予遷調。 

選舉 

本院人事審議

委員會法官代

表之選舉權與

被選舉權 

不同 

1.選舉權：司法院人事審議委員會委員遴選辦

法第 4 條第 4 款規定：「各級法院法官，除…

帶職帶薪全時進修外，均有投票權…。」 

2.被選舉權：依上開遴選辦法第 3 條第 2 項第

7 款規定及第 8 條第 1 項第 5 款略以，帶職

帶薪全時進修期間，不得任本院人事審議委

員會（下稱人審會）之法官代表。 

選舉 

得否擔任改任

專業法院法官

遴選委員會、庭

長任期審查委

員會、法官遴選

委員會、法官評

鑑委員會之法

官代表 

不同 

1.法官遷調改任辦法第 25 條第 3 項、法院庭

長任期調任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改

任專業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及庭長任期審

查委員會委員包括法官代表 3 人，由人審會

之法官代表按審級分別互推 1 人兼任之。 

2.司法院法官遴選委員會法官代表票選辦法

第 3條第 2項規定略以，留職停薪或帶職帶

薪全時進修期間，不得為法官遴選委員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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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各項權益 
與未進修 

法官相較 
說明 

官代表。 

3.法官評鑑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條第 1項第 1

款，法官代表三人，由全體法官票選之。法

官評鑑委員會法官代表票選辦法第 2條第 2

項第 7款規定略以，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進

修期間，不得任法官評鑑委員會之法官代

表。同辦法第 3條第 3項規定略以，各級法

院法官除帶職帶薪進修者外，均有投票權。

蓋法官評鑑委員會係採委員會之合議審

議方式，法官代表應具備豐富之審判實

務經歷及高度之論理辨析能力，能於評

鑑過程發揮專業影響力，惟法官於帶職帶

薪進修期間，因已脫離審判事務，不宜

擔任法官代表。是以，法官於帶職帶薪進

修期間，就法官評鑑委員會法官代表票

選，不具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選舉 庭長票選 不同 

1. 投票權：因法官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給予公

假，無法參與院內公共事務，自無法行使

投票權。另法官法施行後，包括人審會、

法官遴選委員會等各委員會法官代表之票

選，法官於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期間，無投

票權，基於衡平性考量，是類人員於庭長

票選時應以無投票權為宜。 

2. 被選舉權： 

（1） 查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

略以，經機關核准帶職帶薪全時訓練或

進修六個月以上，於訓練或進修期間之

人員不得辦理陞任。庭長雖屬兼任，惟

係依法院庭長遴任辦法之規定，擇優遴

任。與公務人員擇優遴任性質相仿，爰

參酌前開規定之立法精神，予以限制。 

（2） 次查法官遷調改任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5 款「實任法官每連續服務滿 7 年，得

提出具體研究計畫，向本院申請自行進

修 1 年，進修期滿後應繼續服務期間如

未屆滿，得不予遷調」之規定，係因考

量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法官與同院其他

法官評比後排序在前，而得以優先自

行進修，且其進修期間亦係由同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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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各項權益 
與未進修 

法官相較 
說明 

他法官共同分攤審判職務，如其進修

期滿後返院繼續服務期間尚未屆滿，

基於同院法官間之公平性，亦以不予

遷調為宜。據此，是類人員既然於院際

得不予遷調，院內之職務異動亦應比

照。 

（3） 參照人審會、法官評鑑、法官遴選委員

會法官代表票選之規定，宜做一致性見

解。 

（4） 綜上，法官於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期間無

被選舉權。 

選舉 

實任公設辯護

人晉敘審查委

員會法官代表 

不同 

高等法院暨其所屬法院實任公設辯護人晉敘

至簡任第十一職等至第十二職等審查辦法第

3 條規定略以，法官代表，由各該法院推派

之；代表任期一年，得依產生方式連任一次。

代表出國進修六個月以上者，由得票數最接近

當選票數者遞補，至原任期屆滿為止。所稱法

官代表，不包括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之法官。 

選舉 

各級法院職務

評定委員會委

員選舉權 

不同 

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 8條第 3項及第 5項規定

略以，各級法院職務評定委員會委員，三分之

二由全體受評人以無記名秘密投票方式推選

產生，所稱全體受評人，不包括帶職帶薪全時

進修之受評人。 

選舉 

法官自律委員

會法官代表選

舉權 

不同 

各級法院法官自律實施辦法第 3條第3項及第

5 項規定略以，院長以外之委員，三分之二由

全體法官以無記名秘密投票方式推選產生，所

稱全體法官，不包括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之法

官。 

選舉 

法官職務評定

委員會委員之

選舉權與被選

舉權 

不同 

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 8 條規定略以，各級法

院為辦理職務評定之初評，設職務評定委員會

（以下簡稱職評會），前項委員，三分之二由

全體受評人以無記名秘密投票方式推選產

生，餘由院長指定；其非整數時，以四捨五

入方式計算。所稱全體受評人，不包括受停止

職務處分或留職停薪、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之受

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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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各項權益 
與未進修 

法官相較 
說明 

其他 
職務法庭陪席

法官 
不同 

職務法庭法官遴選規則第 4 條規定：「職務法

庭陪席法官須具備實任法官十年以上之資

歷，且自無下列各情形之一者遴定之：…七、

留職停薪或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期間。」故法官

於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期間，不得遴定為職務法

庭陪席法官。 

其他 赴大陸申請 相同 申請程序及法令依據與現職法官相同。 

差假 休假年資 相同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期間仍計入休假年資。 

差假 

休假日數、休假

補助費及未休

假加班費 

視情形而定 詳如附件。 

考評 職務評定 

1.辦理時程

不同 

2.未於法定

期間內提

出研究報

告，或其

研究報告

經司法院

審核不及

格，得評

定未達良

好 

1.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 5條第 2項規定：「依

本法第八十一條第二項或第八十二條第一

項規定帶職帶薪全時進修者，其進修期滿當

年度之職務評定，應俟其研究報告經司法院

審核後，再予補辦。」 

2.法官進修考察辦法第 25條規定：「（第 1 項）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人員應於進修期滿後六

個月內，向占缺法院提出研究報告及下列證

明文件，經該院法官會議審查通過後，送請

司法院審核：一、從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

一款之進修者，應提出取得二十四個學分以 

  上，或實際參與相當於二十四個學分以上進

修活動之證明文件。但至以中文以外語言授

課之國外大學院校入學進修或選修學分

者，應提出取得十二個學分以上，或實際參

與相當於十二個學分以上進修活動之證明

文件。入學進修者，得以論文代替研究報

告。二、從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進

修者，應提出實際參與相當於十二個學分以

上進修活動之證明文件。三、從事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三款之進修者，應提出實際參與

相當於二十四個學分以上進修活動之證明

文件。（第 2 項）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證

明文件如係外文，應附具中文譯本。（第 3

項）未依第一項規定提出證明文件者，占缺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IE5/W7DGLU8D/1011119彙整帶職帶薪自行進修相關權益說明表-休假部分.doc
http://njirs.judicial.gov.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6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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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各項權益 
與未進修 

法官相較 
說明 

法院得指定相當期間命其補件；逾期未補件

者，其研究報告視為不及格。（第 4 項）違

反第一項規定者，五年內不得申請全時進

修。」 

3.法官職務評定辦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受

評人在評定年度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職務

評定得評列未達良好：…(六) 依本法第八

十一條第二項或第八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帶

職帶薪全時進修者，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研

究報告，或其研究報告經司法院審核不及

格。」 

奬章 

司法奬章、資深

績優、服務奬章

年資 

相同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期間仍計入請頒奬章之年

資 

待遇 薪資 相同 

法官法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實任法官每連續

服務滿七年者，得提出具體研究計畫，向司法

院申請自行進修一年，進修期間支領全額薪

給，期滿六個月內應提出研究報告送請司法院

審核。」 

福利 年終工作奬金 相同 

依法官法第 81 條第 2 項或第 82 條第 1 項規定

帶職帶薪全時進修，未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研究

報告，或其研究報告經司法院審核不及格，依

一百零一年法官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第六點（一）、第七點（一）之規定，其經職

務評定為未達良好者，應予減發年終工作獎金

三分之二；雖經職務評定為良好者，減發三分

之一。  

福利 

子女教育補助

費、婚喪生育補

助費 

相同 

1.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請領
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者，如有未能於規
定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同意其於申
請表敘明事由送機關審查後核發，其期限
以 5 年為限。(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1.5.10

局給字第 0910018321 號函) 

2.另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相關函釋略以： 

（1） 公教人員帶職帶薪出國進修，眷屬隨
同前往不幸死亡，得於返國後 3 個月
內依規定申請眷喪補助。 

（2） 公教人員帶職帶薪出國期間，在國外
結婚，並於結婚事實發生後 3 個月內

http://njirs.judicial.gov.tw/FLAW/FLAWDAT01.asp?lsid=FL066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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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各項權益 
與未進修 

法官相較 
說明 

向本機關提出申請，可於期滿返國補
行繳驗相關證明文件後發給。 

（3） 公教員工帶職帶薪出國進修期間，隨
行之配偶於國外生育子女，得於返國
後 3 個月內申請生育補助。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4.11.18 八十四局給字第 38845

號函、81.3.23 八十一局肆字第 08313 號函、81.6.1

八十一局肆字第 18885 號函) 

福利 生日禮金 相同  

福利 健康檢查 相同 
但以國內合法設立之公私立醫療院所機構
進行健檢為限。 

福利 自強活動 相同  

保險 公保及健保 

健保得停保 

公保毋須辦
理退保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6、37、38 條
規定略以： 

1.出國 6 個月以上者，得辦理停保。若選擇不
停保繼續繳交保費者，其於境外之醫療費用
得於返國時申請核退。 

2.倘選擇停保者，由投保單位填具停保申報表
一份送交保險人，於出國期間暫停繳納保險
費，並於返國之日辦理復保。惟出國期間之
醫療費用不得於返國時申請核退。 

◎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35 條規定，被
保險人除服兵役期間應依本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外，如發生依法停職、休職、留
職停薪或失蹤之事故時，應比照前條之規定
辦理退保，俟其原因消滅時，依下列規定辦
理： 

1.留職停薪或依法休職人員經復職復薪者自
復職復薪之日起辦理要保手續，並接算其保
險年資。 

2.依法停職人員復職補薪者，追溯自補薪之日
起加保，並補辦給付。 

3.失蹤者，得於宣告死亡確定之日起，按退保
時之保險俸 (薪) 給計算，由其受益人請領
死亡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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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各項權益 
與未進修 

法官相較 
說明 

退休 

撫卹 

退休年資採計 

撫卹 
相同 帶職帶薪自行進修期間年資計入退休年資。 

※如有疑義，洽詢電話如下： 

任免、遷調、選舉：（02）2361-8577 分機 624、322、325 

差假、 獎章：分機 329、330 

進修、職務評定：分機 327 

待遇、福利、公健保、退休撫卹：分機 334、333、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