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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在職進修辦法 
中華民國 96年 4月 28日全聯會第 7屆第 9次常務理事會議通過，並經 96年 6月 9日

第 7屆第 7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追認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10月 15日全律會第 1屆第 22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第一條 

為增進律師專業能力，提昇法律服務品質，保障委託人權益，維持執業水準，

依律師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及全國律師聯合會章程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律師於執行業務期間每年應接受至少八小時之在職進修課程，且其中至少包括

二小時之法律倫理或律師倫理課程。但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且未實際執行業務

者，不在此限。 

前項時數，不包括律師受律師懲戒處分應接受倫理課程之時數。 

 

第三條 

全國律師聯合會（以下簡稱全律會）應製作紙本或電子在職進修手冊，寄發全

國律師，俾律師進修時，由主辦之地方律師公會或第四條各款所列之機關團

體，於其上登錄其所進修之課程及時數。 

各地方律師公會得以其他適當方式登錄其會員律師進修之課程及時數。 

 

第四條 

律師參加在職進修之課程，其時數採計之標準如下： 

一、參加全律會主辦，或全律會與地方律師公會合辦或協辦，或各地方律師公

會自辦、合辦或協辦之在職進修課程，以實際參加之時數採計。 

二、參加司法院、法務部及其所屬院、檢機關以及各大學法律系所或其他團體

所舉辦之法律或律師執業相關主題座談會、研討會或其他課程研習活動，

以實際參加之時數採計。 

三、律師於各大專院校或本會律師研習所教授相關法律課程，完成同一課程一

學年全部授課者，以三小時採計；完成部分授課者，依實際完成授課時數

佔該學年應授課時數之比例，計算前述四小時得折算採計之時數。 

四、參加國內、外法律相關機構或團體所開設之法律相關領域課程，同一課程

一年以採計三小時為限。 

五、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入口網站規劃之課程，同一課

程一年以採計二小時為限。 

六、於國內、外法律學術研討會就法律相關議題擔任講座、報告人或與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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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際參加之時數採計，但同一場次研討會，以採計三小時為限。 

七、其他由本會理事、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得採計之進修時數。 

 

第五條 

律師參加在職進修之課程，應全程參與，並應持在職進修手冊由第四條各款所

列之機關團體於其上簽認後，或取得該機關團體核發之時數證明，始得採計時

數。 

各地方律師公會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另訂有其他登錄進修課程及時

數之方式者，依其方式採計時數。 

 

第六條 

律師每二年應接受並配合其所加入為一般會員之地方律師公會隨機抽樣查證在

職進修紀錄，如其每二年所累計參加第四條各款課程及活動之總時數未達十六

小時者，其所加入為一般會員之地方律師公會應以書面通知限期補足。 

律師違反本辦法第二條規定，經其所加入為一般會員之地方律師公會以書面通

知限期補足，仍未全數補足者，全律會得報請法務部命其停止執行職務；受命

停止執行職務者，於完成補修後，得洽請全律會報請法務部准其回復執行職

務。 

 

第七條 

律師向全律會申請核發考核優良律師轉任法院法官推薦書時，全律會得將其在

職進修紀錄列為評分參考。 

 

第八條 

關於本辦法第四條規定得採計時數之在職進修課程，其科目名稱、收費標準、

補修程序，由全律會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會員，並公告於全律會官網上。 

全律會及各地方律師公會得訂定獎勵辦法，鼓勵其會員在職進修。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3 

 

律師在職進修辦法修正對照表 

現行條文 

96年 7月 1日施行版 

 

修正條文 

 

說明（修正理由） 

第一條 

為增進律師專業能力，提昇

法律服務品質，保障委託人

權益，維持執業水準，依律

師倫理規範第五條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增進律師專業能力，提昇

法律服務品質，保障委託人

權益，維持執業水準，依律

師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及

全國律師聯合會章程第三

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

辦法。 

 

配合律師法第二十二

條第二項及全國律師

聯合會章程第三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之修

訂，本條配合修正法

源依據。 

第二條 

律師於執行業務期間每一

年應接受至少六小時之在

職進修課程，且二年中至少

包括二小時之法律倫理或

律師倫理課程。但年滿六十

五歲者，不在此限。 

 

 

第二條 

律師於執行業務期間每年

應接受至少八小時之在職

進修課程，且其中至少包括

二小時之法律倫理或律師

倫理課程。但年滿六十五歲

以上且未實際執行業務者，

不在此限。 

 

前項時數，不包括律師受律

師懲戒處分應接受倫理課

程之時數。 

 

一、配合全國律師聯 

    合會章程第三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 

    之修訂，修訂本 

    條規定之律師最 

    低在職進修時數 

    ，並明訂年滿六 

    十五歲以上且未 

    實際執行業務者 

    得不適用之。 

二、明訂每年至少八 

    小時之在職進修 

    課程時數，其中 

    應至少包括二小 

    時之法律倫理或 

    律師倫理課程。 

    又，上述八小時 

    時數並不包「律 

    師辦理洗錢防制 

    作業在職進修辦 

    法」中規定之相 

    關課程時數，併 

    此說明。 

三、第二項明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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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時數之計算不

包括律師受律師

懲戒處分應接受

倫理課程之時

數，以為明確。 

第三條 

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

合會（以下簡稱全聯會）應

製作在職進修手冊，寄發全

國律師，俾律師進修時，由

主辦之律師公會或第四條

各款所列之機關團體，於其

上登錄其所進修之課程及

時數。 

全聯會得授權各地方律師

公會以其他適當方式登錄

其會員律師進修之課程及

時數。 

 

第三條 

全國律師聯合會（以下簡

稱全律會）應製作紙本或

電子在職進修手冊，寄發

全國律師，俾律師進修

時，由主辦之地方律師公

會或第四條各款所列之機

關團體，於其上登錄其所

進修之課程及時數。 

各地方律師公會得以其他

適當方式登錄其會員律師

進修之課程及時數。 

 

依律師法第六十九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

並配合律師法第七章

第二節節名全國律師

聯合會之規定，及同

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

定，中華民國律師公

會全國聯合會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一月一

日起，更名為全國律

師聯合會。本條配合

修正。 

第二項明定由各地方

律師公會自行決定登

錄內容及方式。 

第四條 

律師參加在職進修之課程，

其時數採計之標準如下： 

一、參加全聯會主辦或各 

    地方律師公會自辦、 

    合辦或協辦之在職進 

    修課程，以實際參加 

    之時數採計。 

 

 

二、參加司法院、法務部 

    及其所屬院、檢機關 

    以及各大學法律系所 

    或其他法學研究團體 

    所舉辦之座談會、研討 

    會或其他課程研習活 

    動，以實際參加之時數 

第四條 

律師參加在職進修之課程，

其時數採計之標準如下： 

一、參加全律會主辦，或 

    全律會與地方律師公 

    會合辦或協辦，或各地 

    方律師公會自辦、合辦 

    或協辦之在職進修課 

    程，以實際參加之時數 

    採計。 

二、參加司法院、法務部及

其所屬院、檢機關以及

各大學法律系所或其

他團體所舉辦之法律

或律師執業相關主題

座談會、研討會或其他

課程研習活動，以實際

 

 

 

一、第一款新增全律 

    會與地方律師公 

    會合辦或協辦在 

    程之情況。 

 

 

 

二、第二款酌做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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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計。 

三、律師於各大專院校教 

    授相關法律課程，同 

    一課程一學年以採計 

    三小時為限。 

 

 

 

 

 

 

四、參加國內、外法律相關 

    機構或團體所開設之 

    法律相關領域課程，同 

    一課程一年以採計三 

    小時為限。 

五、參加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中心網站規劃之課 

    程，同一課程一年以採 

    計二小時為限。 

 

六、於國內、外法律學術 

    研討會擔任講座、報 

    告人或與談人，以實 

    際參加之時數採計， 

    但同一場次研討會， 

    以採計三小時為限。 

 

 

七、其他由本會理監事聯 

    席會議決議通過得 

    採計之進修時數。 

參加之時數採計。 

三、律師於各大專院校或本

會律師研習所教授相

關法律課程，完成同一

課程一學年全部授課

者，以三小時採計；完

成部分授課者，依實際

完成授課時數佔該學

年應授課時數之比例，

計算前述四小時得折

算採計之時數。 

四、參加國內、外法律相關 

    機構或團體所開設之 

    法律相關領域課程，同 

    一課程一年以採計三 

    小時為限。 

五、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 

    總處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入口網站規劃之課 

    程，同一課程一年以採 

    計二小時為限。 

六、於國內、外法律學術研

討會就法律相關議題

擔任講座、報告人或與

談人，以實際參加之時

數採計，但同一場次研

討會，以採計三小時為

限。 

 

七、其他由本會理事、監事

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得

採計之進修時數。 

 

 

三、第三款修正局部 

    文字，以明確化 

    計算標準。 

 

 

 

 

 

 

四、第四款未修正。 

 

 

 

 

五、第五款修訂正確 

    名稱為「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公 

    務人員終身學習 

    入口網站」。 

六、第六款酌做文字

修正。 

 

 

 

 

 

 

七、第七款酌做文字

修正統一用語。 

第五條 

律師參加在職進修之課程，

應全程參與，並應持在職進

修手冊由第四條各款所列

之機關團體於其上簽認後，

始得採計時數。 

第五條 

律師參加在職進修之課程，

應全程參與，並應持在職進

修手冊由第四條各款所列

之機關團體於其上簽認後，

或取得該機關團體核發之

 

一、第一項增訂「取 

    得第四條各款所 

    列機關團體核發 

    時數證明」之情 

    況，作為本條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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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律師公會依本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另訂

有其他登錄進修課程及時

數之方式者，依其方式採計

時數。 

時數證明，始得採計時數。 

 

各地方律師公會依本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另訂

有其他登錄進修課程及時

數之方式者，依其方式採計

時數。 

    計時數標準之一 

    。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六條 

律師每二年應接受並配合

所加入之律師公會隨機抽

樣查證在職進修紀錄，如其

每二年所累計參加第四條

各款課程及活動之總時數

未達十二小時者，其所加入

之律師公會得以書面通知

限期補足。 

第六條 

律師每二年應接受並配合

其所加入為一般會員之地

方律師公會隨機抽樣查證

在職進修紀錄，如其每二年

所累計參加第四條各款課

程及活動之總時數未達十

六小時者，其所加入為一般

會員之地方律師公會應以

書面通知限期補足。 

律師違反本辦法第二條規

定，經其所加入為一般會員

之地方律師公會以書面通

知限期補足，仍未全數補足

者，全律會得報請法務部命

其停止執行職務；受命停止

執行職務者，於完成補修

後，得洽請全律會報請法務

部准其回復執行職務。 

 

一、配合律師法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

定，修正第一項

規定律師公會為

律師所加入為

「一般會員之地

方律師公會」。 

 

 

二、依律師法第二十 

    二條第三項規定 

    ，明訂律師違反 

    最低在職進修時 

    數或科目規定， 

    其情節重大之認 

    定標準，爰增訂 

    第二項規定。 

第七條 

律師向全聯會申請核發考

核優良律師轉任法院法官

推薦書時，全聯會得將其在

職進修紀錄列為評分參考。 

第七條 

律師向全律會申請核發考

核優良律師轉任法院法官

推薦書時，全律會得將其在

職進修紀錄列為評分參考。 

 

因全聯會已更名為全

律會，本條配合修正

名稱。 

 

第八條 

 

 

 

 

 

 

第八條 

關於本辦法第四條規定得

採計時數之在職進修課程，

其科目名稱、收費標準、補

修程序，由全律會以電子郵

件方式通知會員，並公告於

全律會官網上。 

 

一、依律師法第二十 

    二條第二項規定 

    ，關於採計在職 

    進修時數之課程 

    科目名稱、收費 

    標準、補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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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方律師公會得訂定獎

勵辦法，鼓勵其會員在職進

修。 

全律會及各地方律師公會

得訂定獎勵辦法，鼓勵其會

員在職進修。 

    ，均得由全律會 

    訂定之。為配合 

    實際課程規劃之 

    彈性需求，上述 

    科目名稱、收費 

    標準、補修程序 

    ，均由全律會另 

    以電子郵件方式 

    通知會員，並公 

    告於全律會官網 

    內。 

二、第二項增訂全律 

    會亦得訂定獎勵 

    會員在職進修之 

    辦法。 

第九條 

本辦法自九十六年七月一

日起施行。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一百一十二年一

月一日起施行。 

 

明訂本辦法之施行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