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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24 日 
發文字號：部特一字第 1003393859 號 
 

主旨：公告法官曾任公務年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現職法官

改任換敘及行政教育研究人員轉任法官提敘辦法、實任法

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及回任實任法官換敘辦法草案。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考試院、司法院及行政院。 

二、訂定依據：法官法草案第 71 條第 9 項、第 75 條第 1 項及

第 76 條第 5 項（民國 100 年 6 月 14 日立法院三讀通過）。 

三、前開草案（含總說明及對照表），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

（網址：http://www.mocs.gov.tw）法規草案項下。 

四、任何人得於 100 年 7 月 21 日前以書面方式向本部特審司第

一 科 承 辦 人 廖 康 如 （ 電 話 ： 02-82366599 ， 傳 真 ：

02-82366600，電子郵件帳號：conconliao@mocs.gov.tw，地

址：臺北市文山區試院路 1 之 2 號）陳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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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曾任公務年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草案總
說明 

法官法業於一百年○月○○日奉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號令制定公布。其中第七十一條第八項規定：「法官曾任公務年

資，如與現任職務等級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良者，得按年核計

加級至所任職務最高俸級為止。」第九項規定：「前項所稱等級相當、性

質相近、服務成績優良年資提敘俸級之認定，其辦法由考試院會同司法

院、行政院定之。」爰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共計八條，其內容要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規範事項。（草案第二條） 

三、本辦法所稱職務等級相當之對照依據及曾任年資高資得以低採、不

得重複採計之原則。（草案第三條） 

四、本辦法所稱性質相近得以採計之年資。（草案第四條） 

五、本辦法所稱服務成績優良之認定標準。（草案第五條） 

六、曾任公務年資之採認基準。（草案第六條） 

七、檢察官曾任公務年資之採計提敘俸級事宜，準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草案第七條） 

八、本辦法之施行日期。（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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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曾任公務年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草案 
名 稱 說 明

法官曾任公務年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

法 

一、本辦法依法官法第七十一條第九項

規定訂定。 

二、法官法第七十一條第八項規定：「法

官曾任公務年資，如與現任職務等

級相當、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良

者，得按年核計加級至所任職務最

高俸級為止。」第九項規定：「前項

所稱等級相當、性質相近、服務成

績優良年資提敘俸級之認定，其辦

法由考試院會同司法院、行政院定

之。」爰據以訂定本辦法名稱。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七十一條第九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規定本辦法訂定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依本法任用之法官，其曾任得

採計提敍俸級之公務年資（以下簡稱

曾任公務年資）與現任職務銓敘審定

之等級相當、性質相近、服務成績優

良之認定，依本辦法行之。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之規範事項。 

二、法官曾任各類公務年資如何採計提

敘俸級之要件，業於本法第七十一

條規定，至其所具年資是否符合該

等採計要件，則依本辦法認定之。 

第三條 法官曾任行政機關公務人員之

年資，其等級相當之對照，依所附法官

與行政機關公務人員等級相當年資採

計提敍俸級對照表認定之。必要時，得

由銓敘部會同各該主管機關訂定對照

表認定之。 

曾任行政機關公務人員以外之公

務年資，先按公務人員曾任公務年資

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第三條規定附

表，對照相當之公務人員職等，再依

前項規定認定其相當等級。 

    經依前二項規定認定為職務等級

相當及其較高之年資，均得採計。同

一年資不得重複採計。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所稱職務等級相當

之對照依據。 

二、本法施行後，法官已不列官等、職

等，且基於簡化及便於改任換敘作

業之考量，法官俸表業參採公務人

員俸表之規定予以訂定。為利法官

曾任公務年資與法官等級相當之對

照，爰以現行實任法官、試署法官

及候補法官對照之公務人員職等為

基礎，並參酌現制法官核敘俸點對

照公務人員官等、職等之情形，據

以訂定法官與行政機關公務人員等

級相當年資採計提敍俸級對照表，

以作為認定之依據。又因現行並無

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職務等級與行

政機關公務人員等級相當之對照，

為利日後法官曾任該等人員年資等

級相當之認定，爰明定必要時，得

由本部會同各該主管機關訂定對照

表之依據。  

三、至其餘各類公務年資與法官等級相

當之對照，先依公務人員曾任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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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資採計提敍俸級認定辦法第三條

規定附表「各類人員與行政機關公

務人員職等相當年資採計提敘俸級

對照表」，對照相當之公務人員職

等，再依「法官與行政機關公務人

員等級相當年資採計提敍俸級對照

表」，對照相當之法官等級，據以認

定職務等級是否相當。 

四、第三項規定職務等級相當年資及其

較高之年資，均得予採計，即高資

可以低採，但同一年資不得重複採

計，以資明確，並符合公平原則。 

第四條 法官曾任下列公務年資，得認

定其工作性質相近： 

一、 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講授法律

相關科目年資。 

二、 中央研究院法律學相關籌備處或

研究所研究人員年資。 

三、 軍法官年資。 

四、 聘用法官助理年資。 

前項各款年資應由原服務機關、

學校出具工作內容證明，就其工作內

容覈實認定之。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性質相近之年

資。 

二、茲依職組暨職系名稱一覽表規定，

現行法官歸列之審檢職系係審檢職

組單一職系，並無其他職系人員得

與其相互調任或單向調任，故現行

列有職系職務與法官工作性質相近

之認定標準極為嚴謹。至於未列有

職系之公務年資部分，目前尚無由

學者轉任法官人員，實務上曾採計

提敘有案者，僅有軍法官及聘用法

官助理年資。據此，日後法官雖已

不列官等、職等，惟其掌理司法審

判之工作內涵並未改變，故有關法

官曾任公務年資性質相近之認定標

準應予維持，不宜寬濫，爰以列舉

方式規範本辦法所稱與法官職務性

質相近之年資，並於第二項規範應

由原服務機關、學校出具工作內容

證明，就其工作內容覈實認定之。 

第五條 法官曾任公務年資，其服務成

績優良，依下列規定認定之： 

一、曾任公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及中

央研究院法律學相關籌備處或研

究所研究人員年資，繳有原服務

學校、中央研究院出具之晉薪或

已支年功薪最高級證明者。 

二、曾任軍法官年資，其考績列乙等

以上，繳有證明文件者。 

三、曾任聘用法官助理年資，繳有原

服務機關出具之服務成績優良證

明書者。 

一、本條參照公務人員曾任公務年資採

計提敍俸級認定辦法第六條規定，

明定曾任公務年資服務成績優良之

認定標準。 

二、茲因第四條所列得認定其工作性質

相近之年資，部分屬公務員懲戒法

之適用對象，爰於第二項明定受懲

戒處分不得晉敍期間之年資，不予

採計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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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懲戒處分不得晉敍期間之年

資，不予採計提敘。 

第六條 前條各款年資之採認，凡需辦

理年終考績者，以年終考績為準。其

他人員配合其進用方式，均以曆年

制、學年制或會計年度制為採計基

準。畸零月數均不予併計。 

本條參照公務人員曾任公務年資採計提

敍俸級認定辦法第七條規定，明定曾任

公務年資之採認基準。 

第七條 檢察官曾任公務年資之採計提

敘俸級事宜，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本條規定檢察官曾任公務年資之採

計提敘俸級事宜，準用本辦法之規

定辦理。 

二、本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第七十一條

於檢察官準用之，爰據以規定如左。

第八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行日施行。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施行日期。 

二、依本法第一百零三條規定：「本法除

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布後半年施

行、第七十八條自公布後三年六個

月施行外，自公布後一年施行。」

為期與本法同日施行，爰明定本辦

法施行日期。 

 

 



 

法官與行政機關公務人員等級相當年資採計提敍俸級對照表草案 
行 政 機 關 
公 務 人 員 法 官

官 等 職 等 本 俸 俸 點 職 稱 俸 級 俸 點

簡 

第 
十 
四 
職 
等 

800     一級 800 

 

第 
十 
三 
職 
等 

750 
至 
710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六級 

790 
780 
750 
730 
710 

 

第 
十 
二 
職 
等 

730 
至 
650 

  

  
七級 
 

八級 

690 
 

670 

 

第 
十 
一 
職 
等 

690 
至 
610 

  

  
九級 
 

十級 

650 
 

630 

任 

第 
十 
職 
等 

670 
至 
590 

    

十一級 
 

十二級 

610 
 

590 

  

薦 

第 
九 
職 
等 

550 
至 
490 

  

十三級 
十四級 
十五級 
十六級 
十七級 

550 
535 
520 
505 
490 

  
 

 

第 
八 
職 
等 

505 
至 
445 

實 
任 
法 
官 

十八級 
 

十九級 
 

二十級 

475 
 

460 
 

445 

 

第 
七 
職 
等 

475 
至 
415 

 

試 
署 
法  
官 

二十一級 
 

二十二級 

430 
 

415 

任 

第 
六 
職 
等 

445 
至 
385 

   

候 
補 
法 
官 

二十三級 
 

二十四級 

400 
 

385 

附則： 
一、本表係依據本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僅作為採計年資提敘俸級之用，不作為認定任用資格及列

等支薪與人員調任之依據。 
二、法官曾任行政機關公務人員年資擬提敘俸級時，其曾任年資依本表認定為「等級相當」，以其

所銓敘審定法官俸級予以採計提敘俸級。 
 



現職法官改任換敘及行政教育研究人員轉任法官
提敘辦法草案總說明 

法官法業於一百年○月○○日奉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號令制定公布。其中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現職法官之改任換

敘及行政、教育、研究人員與法官之轉任提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司法

院、行政院定之。」爰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共計十條，其內容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適用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本辦法所稱現職法官、行政、教育及研究人員之範圍。（草案第三條） 

四、現職法官改任之職稱及俸級換敘事宜。（草案第四條） 

五、現職法官辦理改任換敘作業時程及方式。（草案第五條） 

六、依法留職停薪或停職之法官辦理改任換敘之時點。（草案第六條） 

七、行政人員轉任試署法官之俸級核敘事宜。（草案第七條） 

八、教育及研究人員轉任試署法官之俸級核敘事宜。（草案第八條） 

九、檢察官改任換敘及行政、教育、研究人員轉任檢察官提敘事宜，準

用本辦法規定辦理。（草案第九條） 

十、本辦法之施行日期。（草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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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法官改任換敘及行政教育研究人員轉任法官

提敘辦法草案 
名 稱 說 明

現職法官改任換敘及行政教育研究人員

轉任法官提敘辦法 
一、本辦法依法官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二、法官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現

職法官之改任換敘及行政、教育、

研究人員與法官之轉任提敘辦法，

由考試院會同司法院、行政院定

之。」爰據以訂定本辦法名稱。 

三、審酌本法第七十五條之授權依據並

無分別立法之明確規範，而如分別

立法，則改任換敘及轉任提敘分別

僅八條及六條條文，動輒須全文修

正，致生立法不經濟。基於現職法

官與行政、教育、研究人員同屬廣

義公部門職務之範圍，而目的均為

改任及轉任法官新制予以銓敘審

定，爰予合併立法。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規定本辦法訂定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法施行前，經依法任用並經

銓敘審定有案之現職法官，應依本辦

法辦理改任換敘。 

   本法施行後，經依本法規定遴選

轉任法官之行政、教育、研究人員，

依本辦法辦理轉任提敘。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之適用對象。 

二、本法施行後，法官已不列官等、職

等，又非辦理審判業務之行政、教

育及研究人員具本法第五條所定任

用資格者，得轉任法官，爰分別明

定現職法官之改任換敘，行政、教

育、研究人員轉任法官之轉任提

敘，均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三、本條第一項所稱「依法任用」，指依

司法人員人事條例、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條例，以及相

關法院組織法所定法官任用資格等

規定任用（轉任）人員。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現職法官，指經銓

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合格試署及合格

實授，於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七月○

日仍在職之候補法官、試署法官及實

任法官。 

所稱行政人員，指具本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四款、第二項第三款及第七

款資格之公務人員。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現職法官、

行政、教育及研究人員之範圍。 

二、依本法第一百零三條規定，本法除

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布後半年施

行、第七十八條自公布後三年六個

月施行外，自公布後一年施行，爰

配合本法之施行日，明定本辦法所

稱現職法官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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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教育人員，指具本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六款、第二項第五款、第三

項第六款及其他專業法院法官任用資

格之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 

所稱研究人員，指具本法第五條

第二項第六款及其他專業法院法官任

用資格之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

員、助研究員。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所稱「其他專業法

院法官任用資格」，指依本法第五條

第五項有關「其他專業法院之法官

任用資格另以法律定之」規定另定

之專業法院任用資格。其中教育人

員部分，包括行政法院組織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四款、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等規定；研究

人員部分包括行政法院組織法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五款、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第五款等規定。  

第四條 現職法官應就其原銓敘審定結

果，依下列規定辦理改任： 

一、原銓敘審定「合格」者，改任候補

法官，銓敘審定為「合格」。 

二、原銓敘審定「合格試署」者，改任

試署法官，銓敘審定為「合格試

署」。 

三、原銓敘審定「合格實授」者，改任

實任法官，銓敘審定為「合格實

授」。 

前項改任人員，依其原銓敘審定

之俸點，按法官俸表之俸點，分別換

敘同數額俸點之俸級，至改任職務之

本俸最高級。如有超過部分仍准照

支，俟將來試署或實授時，再予換敘

同數額之俸級。 

      本法施行前，曾經銓敘審定有案

之法官，於離職後再任時，除曾銓敘

審定之俸點，如有超過擬任職務之本

俸最高級部分仍予保留，俟將來試署

或實授時，再予換敘同數額之俸級

外，比照前二項規定辦理改任換敘。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依前三項

有關實任法官之規定辦理改任換敘。 

一、本條規定現職法官改任之職稱及俸

級換敘事宜。 

二、依本法第七十一條規定，法官之俸

級為本俸，並無年功俸之分，每級

數均對應俸點，有關法官俸級級數

之區分為：候補法官分六級（第十

九級至第二十四級）、試署法官分九

級（第十四級至第二十二級），實任

法官分二十級（第一級至第二十

級）。又依現制，初任法官，其候補

期間為五年、試署一年，惟實務上

尚有少數超過候補、試署期限而未

經改任試署及實授者，是以，渠等

改任時，其俸點恐有超過而無法換

敘同數額之俸級。基於制度之變

革，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且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第十四條規定，公務人

員經銓敘審定之俸級應予保障，非

依法律不得降級或減俸。為維護當

事人之既有權益，爰規定是類人員

超過之俸級仍准照支，俟將來試署

或實授時，再予換敘同數額之俸級。

三、為使曾經銓敘審定官等、職等、俸

級有案之法官，於離職後再任時辦

理改任有所依據，爰於第三項明定

是類人員辦理改任換敘之事宜。 

四、依本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

懲戒委員會委員亦為本法適用對

象，爰於第四項規定公務員懲戒委

員會委員之改任換敘事宜，參照前

三項有關實任法官改任換敘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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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理，惟改任後仍維持委員之

職稱。 

第五條 各法院現職法官之改任換敘案

件，應於銓敘部規定之期限內，依送

審程序送請銓敘部銓敘審定後，自本

法施行之日生效。   

一、本條規定現職法官辦理改任換敘作

業時程及方式。 

二、因現職法官、檢察官總計僅約三千

餘人，人數不多，如請各法院繕造

改任換敘清冊方式送部辦理，仍須

逐一校對並另行設計資訊系統，其

程序更為繁複，且現職法官之改任

換敘性質單純，爰規範其改任換敘

以逐案送審方式辦理，以期簡化。 

三、另依本法第一百零三條規定，本法

除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布後半年施

行、第七十八條自公布後三年六個

月施行外，自公布後一年施行，爰

明定依本辦法規定辦理之現職法官

改任換敘案，自本法施行日生效。 

第六條 本法施行前，已核准留職停薪

或依法停職之法官，暫不予改任。但自

回職復薪或復職之日起，應即辦理改任

換敘。 

   前項暫不予改任人員由各法院造

具暫不改任換敘清冊，於銓敘部規定

之期限內，依送審程序送銓敘部備查。

      前項暫不改任換敘清冊格式，由

銓敘部定之。 

一、本條規定依法留職停薪或停職之法

官辦理改任換敘之時點。 

二、另為利控管，爰於第二項明定暫不

予改任人員應由各法院造具暫不改

任換敘清冊，送銓敘部備查，並於

第三項規定上開清冊之格式，由銓

敘部定之。 

第七條 行政人員經遴選轉任試署法官

時，依其原銓敘審定之俸點，按法官

俸表之俸點，換敘同數額俸點之俸

級，至轉任職務之本俸最高級。如有

超過部分仍准照支，俟將來實授時，

再予換敘同數額之俸級。 

      本法施行前，曾經銓敘審定有案

之行政人員，於離職後，依本法經遴

選為試署法官時，除曾銓敘審定之俸

點，如有超過擬任職務之本俸最高級

部分仍予保留，俟將來實授時，再予

換敘同數額之俸級外，比照前項規定

辦理俸級核敘。 

一、本條規定現職行政人員轉任試署法

官之俸級核敘事宜。 

二、按現職行政人員與法官相同，均係

依法銓敘審定官等、職等、俸級有

案；另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

具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項第

三款及第七款資格經遴選者，為試

署法官，試署期間二年；曾任法官、

檢察官並任公務人員合計十年以上

者，試署期間一年。爰於第一項明

定渠等轉任為試署法官，至俸級之

核敘，則比照第四條現職試署法官

改任換敘辦理，以維衡平。 

三、為使曾經銓敘審定官等、職等、俸

級有案之行政人員，於離職後依本

法遴選為試署法官時之俸級核敘有

所依據，爰於第二項明定是類人員

俸級核敘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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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教育及研究人員經遴選轉任試

署法官或實任法官者，其俸級依本法

第七十一條第五項規定起敘。 

前項人員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

當、性質相近且服務成績優良之年資，

除已依規定採計為任用資格年資外，得

依法官曾任公務年資採計提敘俸級認

定辦法之規定，按年核計加級至所任職

務本俸最高級為止。轉任試署法官者，

如尚有積餘年資，仍予保留，俟將來實

授時，再依規定按年核計加級。 

 

 

一、本條規定教育人員及研究人員轉任

試署法官之俸級核敘事宜。 

二、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具第五

條第一項第六款、第二項第五款及

第六款資格經遴選者，為試署法

官，試署期間二年。而具本法第五

條第三項第六款資格經遴選者，第

九條雖未明文規範，以該條係規範

經遴選為法官者核派候補法官、試

署法官之標準，未明定者依其反面

解釋，應核派為實任法官。是以，

具本法第五條第三項第六款資格經

遴選者，應核派為實任法官。另依

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五項規定教授、

副教授、助理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研

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轉任法

官者，依其任教或服務年資六年、

八年、十年、十四年及十八年以上

者，分別自第二十二級、第二十一

級、第二十級、第十七級及第十五

級起敘，爰據以規定於如左。 

三、茲因本法第五條規定教育及研究人

員轉任法官尚須一定之任用資格年

資，又本法第七十一條第五項業規

定分別依任教或服務年資多寡，自

不同俸級起敘，為維其權益，並基

於一資不二採原則，爰於第二項規

定是類人員除前開採計為任用資格

年資之任教或服務年資外，曾任與

現任職務等級相當、性質相近且服

務成績優良之年資，得依法官曾任

公務年資採計提敘俸級認定辦法，

按年核計加級至所任職務最高俸級

為止。如仍有積餘年資，惟因受限

於法官俸表規定，無法提敘時，則

予保留，俟將來實授時，再依上開

辦法規定按年核計加級。 

第九條 檢察官之改任換敘及行政、教

育、研究人員轉任檢察官提敘事宜，

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本條規定檢察官改任換敘及行政、

教育、研究人員轉任檢察官提敘事

宜，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二、本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第七十五條

於檢察官準用之，爰據以規定如左。

第十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行日施行。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施行日期。 

二、依本法第一百零三條規定：「本法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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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布後半年施

行、第七十八條自公布後三年六個

月施行外，自公布後一年施行。」

為期與本法同日施行，爰明定本辦

法施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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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任法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及回任實任法官換敘
辦法草案總說明 

法官法業於一百年○月○○日奉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

○○○號令制定公布。其中第七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實任法官轉任司法

行政人員者，視同法官，其年資及待遇，依相當職務之法官規定列計，

並得不受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晉升簡任官等訓練合格之限制；轉任期

間三年，得延長一次；其達司法行政人員命令退休年齡三個月前，應予

回任法官。」第五項規定：「第一項轉任、回任、換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

司法院、行政院定之。」爰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共計七條，其內容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之訂定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之適用範圍。（草案第二條） 

三、轉任人員曾任實任法官年資提敘俸級，以及取得較高職等與官等任

用資格之規定。（草案第三條） 

四、回任人員採計曾任司法行政人員年資提敘俸級之規定。（草案第四

條） 

五、轉任人員及回任人員官職等級相當之對照依據。（草案第五條） 

六、實任檢察官轉任法務部、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辦理行政事項之人員

及回任實任檢察官之換敘事宜，準用本辦法規定辦理。（草案第六條） 

七、本辦法之施行日期。（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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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任法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及回任實任法官換敘

辦法草案 
名 稱 說 明

實任法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及回任法官

換敘辦法 

一、本辦法依法官法第七十六條第五項

規定訂定之。 

二、法官法第七十六條第一項規定：「實

任法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者，視同

法官，其年資及待遇，依相當職務

之法官規定列計，並得不受公務人

員任用法，有關晉升簡任官等訓練

合格之限制；轉任期間三年，得延

長一次；其達司法行政人員命令退

休年齡三個月前，應予回任法官。」

第五項規定：「第一項轉任、回任、

換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司法院、行

政院定之。」爰據以訂定本辦法名

稱。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法官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七十六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規定本辦法訂定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司法行政人員，

指於司法院及司法院司法人員研習所

辦理行政事項之人員。 

所稱轉任人員，指轉任司法行政

人員之實任法官。 

所稱回任人員，指轉任人員回任

實任法官。 

本條規定本辦法所稱之司法行政人員、

轉任人員及回任人員之範圍。 

第三條 轉任人員自薦任第八職等本俸

一級起敘。但曾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

定銓敘審定較高等級，或其考試及格

資格取得較高職等任用資格者，於轉

任職務之列等範圍內，依其銓敘審定

有案之官職等級或依公務人員俸給法

有關各等級考試及格敘級之規定選擇

其起敘之俸級。 

轉任人員曾任與轉任職務職等相

當且服務成績優良之實任法官年資，

先按年核計加級至所銓敘審定職等之

一、本條規定轉任人員曾任實任法官年

資提敘俸級及取得較高職等、官等

任用資格之條件及方式。 

二、本法施行後，法官已不列官等、職

等，故法官轉任列有官等、職等之

司法行政人員，係屬不同任用制度

之轉換。經審酌本法明定司法行政

人員範圍之意旨，係因司法行政業

務以支援審判為重心，宜借重具司

法審判實務經驗之法官擔任；而日

後法官以職務評定制度取代年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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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俸最高級，積餘年資並得再依公務

人員俸給法規之規定提敘俸級；其職

務評定結果如比照合於公務人員考績

法第十一條規定者，並得採計取得同

官等較高職等之任用資格。但曾任行

政機關銓敘審定有案之年資，如符合

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應先於轉任職務列等範圍內晉升職

等，再銓敘審定俸級。 

轉任人員曾任實任法官年資依前

項規定換算至薦任第九職等後，其考

試、學歷、年資及職務評定結果，如

比照合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規定，得採計取得簡任第十職等

任用資格，積餘年資並得依前項規定

採計提敘俸級。 

轉任人員依前二項規定取得之任

用資格或曾經銓敘審定有案之職等，

如高於所轉任職務最高職等者，以轉

任職務最高職等轉任，並核敘至所轉

任職務列等之最高職等年功俸最高級

為止。其超過之官等職等資格及俸級

，仍予保留，俟將來調任相當職等之

司法行政人員職務時，再予回復。 

績，惟其性質仍屬定期之考評。爰

參酌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行政人員

相互轉任資格及年資提敘辦法規定

，於第一項及第二項規範轉任人員

俸級之起敘、曾任法官年資提敘俸

級、職等之條件及方式。 

三、有關第一項轉任人員之起敘規定，

以本辦法第二條規定，轉任人員係

指轉任司法行政人員之實任法官，

而實任法官依本法第七十一條及法

官俸表之規定，其本俸分二十級，

從第一級至第二十級，並自第二十

級（四四五俸點）起敘，依第五條

所附實任法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及

回任法官官職等級對照表規定，係

相當於司法行政人員薦任第八職等

本俸一級（四四五俸點），爰規定轉

任人員自薦任第八職等本俸一級起

敘。 

四、有關第二項所稱服務成績優良之實

任法官年資，指合於本法第七十四

條第一項經職務評定為良好，且未

受有刑事處罰、懲戒處分之年資。 

五、又依本法第七十六條第一項前段規

定，實任法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者

，得不受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晉

升簡任官等訓練合格之限制，爰於

第三項明定轉任人員取得簡任官等

之條件。另於第四項規定轉任人員

任用資格及俸級應予保留之條件。

惟因轉任人員如轉任簡任司法行政

人員職務，依本法規定得不受有關

晉升簡任官等訓練合格之限制如上

述，為免引致如其再調任其他非司

法行政人員以外之簡任職務（須符

合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七條有關晉

升簡任官等資格規範）時，俸級核

敘之適法疑慮，爰明定俸級保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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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僅限於調任相當職等之司法行

政人員職務，以期明確。 

六、相關立法體例： 

交通事業人員與交通行政人員相互

轉任資格及年資提敘辦法 

第四條 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行

政人員，按其原敘定資位，依前

條規定，自最低職等本俸一級起

敘。但曾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

銓敘審定較高等級，或其考試及

格資格取得較高職等任用資格者

，依其銓敘審定有案之俸級或依

公務人員俸給法有關各等級考試

及格敘級之規定選擇其起敘之俸

級。 

   轉任人員曾任與轉任職務職

等相當之服務成績優良年資，先

按年核計加級至所銓敘審定職等

之本俸最高級，積餘年資並得再

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之規定提敘

俸級；其年終考成結果如比照合

於公務人員考績法第十一條之規

定者，並得採計取得同官等較高

職等之任用資格。 

轉任人員曾任年資依前項規

定換算至薦任第九職等後，其考

試、學歷、年資及年終考成結果

，如比照合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之規定，得採計提

敘官等，積餘年資並得依前項規

定採計提敘簡任職等及俸級。 

轉任人員依前二項規定取得

之任用資格如高於所轉任職務最

高職等，且在前條資位所對照之

職等範圍內者，其任用資格應予

保留。 

  轉任人員如以員級晉升高員

級資位訓練合格資格轉任薦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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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以擔任薦任第七職等以下職

務為限。 

第四條 回任人員自轉任時原敘實任法

官俸級起敘。其曾任與原敘實任法官

俸級等級相當之司法行政人員之年資

，如合於公務人員考績法晉敘俸級之

規定，得按年核計加級至實任法官本

俸最高級為止。 

      本法施行前，已轉任司法行政人

員之實任法官，於回任時，應就其原

法官職務銓敘審定之俸點，對照法官

俸表之俸點，換敘同數額俸點之俸級

，再依前項規定辦理。 

一、本條規定回任人員採計曾任年資提

敘俸級之條件及方式。 

二、法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後，適用公

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如合於公務

人員考績法晉敘俸級之規定，其俸

級得逐年晉級，爰於第一項明定回

任人員以其原經銓敘審定之法官俸

級起敘，曾任司法行政人員之年資

，如與原敘實任法官俸級等級相當

，並合於公務人員考績法晉敘俸級

之規定，得按年核計加級。 

三、考量本法施行前已有部分實任法官

轉任司法行政人員，爰於第二項規

定是類人員回任時之核敘方式。 

第五條 轉任人員及回任人員其官職等

級相當之對照，依所附實任法官轉任

司法行政人員及回任實任法官官職等

級對照表認定之。 

一、本條規定轉任人員及回任人員其官

職等級相當對照之依據。 

二、本法施行後，法官已不列官等、職

等，且基於簡化及便於改任換敘作

業之考量，法官俸表業參採公務人

員俸表之規定予以訂定。為利轉任

人員及回任人員依本辦法規定換敘

時，其官職等級相當之對照，爰以

現行實任法官對照之公務人員職等

為基礎，並參酌現行實任法官核敘

俸點對照公務人員官等、職等之情

形，據以訂定實任法官轉任司法行

政人員及回任實任法官之官職等級

對照表，以為認定之依據。 

第六條 實任檢察官轉任法務部、法務

部司法官訓練所辦理行政事項之人員

及回任實任檢察官之換敘事宜，準用

本辦法規定。 

一、本條規定實任檢察官轉任法務部、

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辦理行政事項

之人員及回任實任檢察官之換敘事

宜，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辦理。 

二、本法第八十九條規定，第七十六條

第一項、第四項、第五項於檢察官

準用之，且有關司法院、司法院司

法人員研習所及審判機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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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務部、法務部司法官訓練所及

檢察機關準用之，爰據以規定如左。

第七條 本辦法自本法施行日施行。 一、本條規定本辦法施行日期。 

二、依本法第一百零三條規定：「本法除

第五章法官評鑑自公布後半年施

行、第七十八條自公布後三年六個

月施行外，自公布後一年施行。」

為期與本法同日施行，爰明定本辦

法施行日期。 

 



 

實任法官轉任司法行政人員及回任實任法官官職等級對照表 

司 法 行 政 人 員實 任 法 官

官等 職等 本俸俸點 俸級 俸點 

第 
十 
四 
職 
等 

800 一級 800 

第 
十 
三 
職 
等 

750 
至 
710 

二級 
三級 
四級 
五級 
六級 

790 
780 
750 
730 
710 

第 
十 
二 
職 
等 

730 
至 
650 

七級 
 

八級 

690 
 

670 

第 
十 
一 
職 
等 

690 
至 
610 

九級 
 

十級 

650 
 

630 

簡 
 
 
 
 
 
 
 
 
 
 
 
 
 
 
 
 
 
 
任 

第 
十 
職 
等 

670 
至 
590 

十一級 
 

十二級 

610 
 

590 

第 
九 
職 
等 

550 
至 
490 

十三級 
十四級 
十五級 
十六級 
十七級 

550 
535 
520 
505 
490 

薦 
 
 
 
 
 
 
任 

第 
八 
職 
等 

505 
至 
445 

十八級 
 

十九級 
 

二十級 

475 
 

460 
 

445 

附則： 

一、本表係依據本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僅作為轉任人員及回任人員採計年資提敘官職等級

之用，不作為認定任用資格及列等支薪與人員調任之依據。 

二、實任法官及司法行政人員適用本辦法轉任及回任時，依本表所列平行等級，認定為「職

等或等級相當」，予以採計提敘官職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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