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務訓練機關 職稱 職缺數 機關所在地
機關電話

（人事室）
備註

臺灣高等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8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

號

02-23713261

分機6526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

署
三等書記官 1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70號 06-2243647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31 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31號
02-23817836

分機2296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8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02-28331911

分機5203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26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249號
02-22616192

分機6313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29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898號 03-2161507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1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2段161號
03-6677999

分機5103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5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04-22232311

分機5052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1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3段310號 06-295985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1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07-2161468

分機3872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2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868號
07-6131765

分機3618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4 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11號 08-7551861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5 臺東縣臺東市浙江路310號 089-362808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1 花蓮市府前路15號 03-8237789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3 宜蘭縣宜蘭市縣政西路3號 03-9253697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4 基隆市東信路178號 02-24651183

福建金門地方檢察署 三等書記官 1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8號 082-312637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屏東分署

(借調士林分署辦事)
三等書記官 1 屏東市建豐路180巷28號

08-7366626

分機2301

實務訓練期間

在士林分署實

習，訓練期滿

借調士林分署

辦事。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花蓮分署 三等書記官 3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612號
03-8348516

分機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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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宜蘭分署 三等書記官 2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2段261號
03-9320747

分機120

最高行政法院 三等書記官 1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6

巷1號

02-23113691

分機503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三等書記官 2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101號
02-28333822

分機722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三等書記官 2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

3樓

02-22726696

分機623

臺灣高等法院 三等書記官 6 臺北市博愛路127號
02-23713261

分機2324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三等書記官 3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99號
04-22600600

分機7251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三等書記官 1 臺南市中西區中山路170號
06-2283101

分機1422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三等書記官 1 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586號
07-5523621

分機55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26 臺北市博愛路131號
02-23311567

分機3037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56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2段249號
02-22616714

分機7008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22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190號
02-28312321

分機1151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31 桃園市桃園區正光路888號
03-3396100

分機10052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4 新竹縣竹北市興隆路2段265號
03-6586123

分機5215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借調臺灣

臺北地方法院辦事)
三等書記官 12 臺北市博愛路131號

02-23311567

分機3037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1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149號
037-330083

分機51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5 臺中市西區自由路1段91號
04-22232311

分機3881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2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759號
049-2242590

分機1315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2 彰化縣員林市員林大道2段1號
04-8343171

分機7086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3 雲林縣虎尾鎮明正路38號
05-6336511

分機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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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4 嘉義市林森東路282號
05-2783671

分機6517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6 臺南市安平區健康路3段308號
06-2956566

分機28073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6 高雄市前金區河東路188號
07-2161418

分機2710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2 高雄市橋頭區經武路911號
07-6110030

分機6759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3 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9號
08-7550611

分機3137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7 花蓮市府前路15號
03-8225144

分機206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3 宜蘭市縣政西路1號
03-9324194

分機302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12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176號
02-24652171

分機1823

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1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西文澳

310 號

06-9216777

分機403

福建連江地方法院 三等書記官 2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09號
02-23618577

分機449

合計：36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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