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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各國政府應對恐怖主義威脅已經成為國際執法合作之一項必要工作，且聯合國安全

理事會第 1373 號決議案決定：「為了制止恐怖主義行為，各國應該在刑事事項方

面進行合作」，並建議進行此等犯罪之執法合作前提，就是各國應有完整的懲處恐

怖分子的法律框架，請詳述此法律框架應該包括的內容。（15 分）而在進行追捕、

起訴恐怖分子之跨國境執法合作時，最重要的就是能夠進行情報分享，請說明歐盟

在推動「情報交流可用性原則」方面，面臨了那一些困難？（10 分） 

二、羈押中之被告甲在檢方借提偵訊時，趁押解的警察乙不注意時，打開手銬，將乙擊

昏而逃逸。待乙醒過來，立即通報所屬警察分局，該分局警察丙得知通報後，火速

地趕到甲的住家，在無搜索票情況下，逕行入內搜索，但卻未發現甲有返家的蹤跡。

試問： 
甲、乙之行為應如何論罪？（15 分） 
丙之搜索是否合法？理由為何？（1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78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司法警察機關因偵辦組織犯罪與人口販運罪行之需，擬請求法務部向大陸地區送達司法文書之時，得具

函檢附司法文書及送達證書，向何種機關為之？ 

逕送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逕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並副知法務部 

逕送法務部，並副知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逕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並副知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 我國政府為了打擊跨國犯罪（如人口販運等）及達成與外國政府間進行雙方刑事司法互助之目的，常與

外國政府簽訂「協定」；當協定的草案內容獲致協議時，原則上，主辦之機關，應先報請何種機關之核

定，始得簽署？ 

行政院 總統府 外交部 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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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求解送在美國受拘禁之人至我國調查者，受拘禁之人如被解送至我國後，除經美國司法部同意者外，

原則上，至遲應於多少日以內解還至美國？ 

 30 日  60 日  90 日 由雙方協議解還之時程 

4 下列何種機關必須每年向立法院報告通訊監察執行之情形？ 

內政部警政署 國家安全局 法務部 內政部 

5 關於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居留與永久居留之機制，下列之描述，何者正確？ 

主要規制的行政命令，其名稱為「人口販運被害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特許辦法」 

專案許可停留證的效期，最長不得逾 6 個月 

專案許可居留證的效期，最長不得逾 5 年 

永久居留證的效期，最長不得超過 20 年 

6 大陸地區公安部因偵辦毒品與人口販運犯罪之需，請求我方檢察機關協助鑑定，其費用由何者負擔？ 

大陸地區公安部 我方檢察機關 我方法務部 雙方共同分擔 

7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9 條的明文規定，觀光業之從業人員，在執行職務時，如發現有疑似人口販

運之案件，應立即通報當地之何種機關？ 

內政部移民署專勤隊 地方法院檢察署 勞政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 

8 我國與德國於何年完成臺德跨國移交受刑人協議之異地簽署？ 

 2013  2014  2015  2016 

9 下列何者屬於海峽兩岸相互認可及執行之事項？ 

刑事與民事確定裁判  刑事確定裁判與仲裁判斷 

刑事確定判決與裁定  民事確定裁判與仲裁判斷（仲裁裁決） 

10 某甲係為我國有戶籍之國民，戶籍設在桃園市，然因在兩岸均有觸犯刑事犯行，現於中國大陸服刑之中，

我國可否根據兩岸兩會所簽訂之「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作為法源，而先行將某甲借

提回臺灣受審？ 

可依據該協議第 8 條借提之 

可依據該協議第 9 條借提之 

該協議尚無自大陸地區借提某甲回臺受審之條文規定 

自可依據該協議之相關條文規定，海峽兩岸政府進行協商之後，再將某甲借提回臺受審 

11 關於海峽兩岸相互協助送達司法文書之事宜，受請求方應於收到請求書之日起，至遲多久以內，應及時

協助送達？ 

 1 個月  2 個月  3 個月  4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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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根據「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之規定，海峽兩岸同意以書面形式提出協助之請求，但

在緊急情況之下，經受請求方之同意，得以其他形式提出，至遲於幾日之內，應以書面確認之？ 

 5  10  15  20 

13 關於海峽兩岸司法互助之案件統計，如就我方請求、邀請與主動提供之面向而論，以何項為最大宗（統

計期間自民國 98 年 6 月起至民國 105 年 5 月止）？ 

通緝犯之緝捕與遣返  人身自由受限制之通報 

司法文書送達  犯罪情資交換 

14 下列犯罪行為人之行為，何者不會發生刑法上的自首效果？ 

委請朋友告知轄區員警  打電話報警並留在犯罪現場等警察到來 

向其他地區自己熟悉的警官說明犯罪事實 向地方的里長說明自己涉案情節 

15 甲為協助外國人士乙來臺從事性交易，明知兩人無結婚事實，卻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此行為按照

我國目前刑法規定，成立何罪？ 

偽造私文書罪  詐欺罪 

仲介營利性交罪  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16 報載某女因離婚等因素，帶著幼女在汽車旅館燒炭，自己僥倖存活，但同行的三歲女兒卻因一氧化碳中

毒而死，某女的行為構成何罪？ 

殺人罪  幫助自殺罪 

過失致死  謀為同死加工自殺罪 

17 關於刑法的領域效力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日本人在日本殺害臺灣人，只適用日本刑法 

臺灣人於肯亞犯罪，一律不適用我國刑法 

菲律賓人在臺灣詐騙菲律賓人，我國刑法也應適用 

日本人在日本印製新臺幣假鈔，只適用日本刑法 

18 按照我國實務見解，下列何種情況不屬於共同正犯？ 

甲與乙共同計劃進入 A 地行竊，由乙下手 

甲與乙無共同計劃先後進入 A 地行竊，各自下手 

乙行竊時，甲主動前來一起翻箱倒櫃 

甲、乙協議，由甲下手行竊，而乙在外把風 

19 酒後駕駛被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每公升多少毫克，即構成犯罪？ 

0.25 0.20 0.1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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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關於刑事訴訟法第 154 條「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與「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

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條文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被告受無罪推定保護，故不能聲請法院調查證據 

犯罪事實必須依照證據基礎而來，否則不能推定 

所謂經審判證明，乃指經由法院之審理進而認定犯罪事實 

審理的法院，應該依據有證據能力之證據來認定犯罪事實 

21 關於被告對於犯罪事實的自白，刑事訴訟法設有多項限制要件，下列何者不屬之？ 

被告自白應出於自願與任意 被告沉默不能當作犯行自白 

被告自白要求其他補強證據 被告自白不得出現新規性證據 

22 刑事訴訟法規定無令狀搜索情況，下列何者不屬之？ 

逮捕被告時搜索其身體 

經被告事後同意的搜索 

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情形急迫而搜索住宅 

執行拘提時，搜索被拘提人所使用之交通工具 

23 甲涉犯殺人罪，檢察官向法院提出的羈押聲請書內所記載之理由，下列何者與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羈押

的要件無關？ 

甲犯罪嫌疑重大  甲所犯為嚴重犯罪 

甲乃是累犯  甲有逃亡之虞 

24 關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中偵查規定的解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檢察官為偵查主體，具有決定起訴與否的權限 

檢察官對司法警察移送案件，得發回要求重行補足調查 

司法警察知有犯罪嫌疑，在未報告上級之前不能有任何調查作為 

檢察官得限期命司法警察進行案件調查，並得限期要求提出報告 

25 關於禁止司法警察夜間詢問犯罪嫌疑人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此乃例外規定，原則上本來就可於夜間詢問 

經犯罪嫌疑人明示同意，可排除該禁止規定 

故意違反此規定，犯罪嫌疑人自白仍有證據能力 

即使犯罪嫌疑人要求夜間立即詢問，仍不得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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