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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局調查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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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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何謂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何謂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在那些情形下，內政

部移民署應不予許可或禁止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25 分） 

二、甲女離婚後於工作場合上認識丁男，經丁男猛烈追求，二人情投意合，甲遂攜帶與

前夫乙所生之丙女（4 歲）與丁男同居生活。某日丁男認為丙女太過吵鬧，便提議

以經濟狀況無法負荷，不能扶養為由，將丙女送至警局交由相關單位安排扶養，甲

立即與丙坐車至某警局附近，令丙自行步行至警局，甲跟隨丙之後，目視丙進入警

局後隨即離開。經警方偵查後，將甲移送檢察官偵辦，檢察官向管轄法院提起公訴，

審判中法院依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丁具結作證，經告知得拒絕證言之相關規定

後，丁概括地以恐因陳述致自己受刑事處罰為由，拒絕證言，審判長遂許丁離庭。

請詳附理由申論： 
甲成立刑法何罪？（12 分） 
審判長處理丁拒絕證言之程序是否合法？（13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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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那些是國境線外管理的機制？①面談 ②資料審查 ③文件查證 ④情資交換 

①④ ①②③ ①③④ ①②③④ 

2 美國國務院日前發表《2017 年度販運人口報告》中，臺灣雖再次被列為第一級國家，但報告中也指出我

國法院對人口販運者判罰過於寬鬆，例如司法機關對有些案件的認定是「勞資糾紛」，而非違反「人口

販運」的非法行為。對此，原因何在？ 

警察和檢察機關查緝起訴努力不夠 

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中有關「使人從事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之法律構成要件認定不易 

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相關罰則過輕 

無法有效透過人口販運被害人之辨別，起訴人口販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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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國務院日前發表《2017 年度販運人口報告》，指香港因法律並無將所有販運形式定為刑事罪行，導

致過去一年只檢控過數宗有關剝削勞工的案件，而將其列入在第二級觀察名單內。從上述說明文字中，

係指香港在防制人口販運工作 4P 中的何者未臻完善？ 

預防（Prevention）  保護（Protection） 

查緝起訴（Prosecution） 夥伴關係（Partnership） 

4 依據國家安全法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實施國境安全檢查的對象？ 

入出境旅客  入出境旅客所攜帶的物件 

航行於境外的船舶及其船員 入出境的航空器 

5 下列何者不屬內政部移民署「自動查驗通關系統」通關服務的適用對象？ 

來臺團聚的大陸配偶  已成年的中華民國有戶籍國民 

具有居留身分的香港居民 具有永久居留身分的外國人 

6 下列有關國際刑警組織的敘述，何者正確？ 

本身有警力可資運用 

基於尊重各國法律原則下，對於各國警察有指揮權 

目前是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外最多會員的國際組織 

情資交換的核心功能是透過 I-24/7 全球通訊系統 

7 下列何者不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限制外籍人士出國權利的事由？ 

國家安全 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 公共衛生 

8 下列有關我國國民入出國之相關規定，何者正確？ 

有戶籍國民持偽造證件入國者，得禁止入國 

有戶籍國民偷渡出國者，亦須以偷渡方式返國 

有戶籍國民得隨時返國，無待許可 

無戶籍國民持偽造證件入國者，仍可准予入國，惟須依護照條例第 29 條裁罰 

9 有關入出國證照查驗與國境安檢之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證照查驗為人流管理，國境安檢為物流管理 

證照查驗為航警業務，國境安檢為警察及海岸巡防機關業務 

證照查驗執法依據為入出國及移民法，國境安檢執法依據為海關緝私條例 

證照查驗和國境安檢的範圍都包括出入境的人、物品及運輸工具 

10 我國人赴陸被中共拘禁、限制人身自由，家屬卻遲遲未能前往探視，應屬《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

法互助協議》中何種項目未能落實？ 

人員遣返 調查取證 裁判認可 人道探視 

11 下列何者不是國際恐怖分子跨境恐怖攻擊的流動途徑？ 

以非法入境方式潛入 合法簽證方式入境 以人口販運方式入境 濫用難民身分入境 

12 外國人搭乘航空器來臺過境轉機時，如因有疾病原因須入境臺灣，內政部移民署得依機長之申請，許可

其為何種入國？ 

一般入國 臨時入國 停留入國 過境入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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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有關國境線上面談，內政部移民署得對下列那些人別先予核發入國（境）許可，俟其入境時，至內政部

移民署設於機場、港口之指定處所接受面談？①外國人 ②大陸地區人民 ③港澳居民 ④無戶籍國民 

①②③ ②③④ ①②④ ①②③④ 

14 中華民國人甲乙丙三人在日本，詐欺位於韓國之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丙三人的詐欺案件，不適用我國刑法，因犯罪地不在我國領域內 

甲乙丙三人的詐欺案件，不適用我國刑法，因被害人不在我國境內 

甲乙丙三人的詐欺案件，適用我國刑法，因其所犯為刑法第 339 條之 4 的加重詐欺罪 

甲乙丙三人的詐欺案件，適用我國刑法，因甲乙丙三人為我國人 

15 甲犯刑法第 278 條的重傷罪（法定刑為 5 年以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未遂且自首，法院審理後，處 1

年 10 個月有期徒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法院不得宣告緩刑，因重傷未遂罪非屬得宣告緩刑之罪 

法院不得宣告緩刑，因甲所犯之罪，法定刑為 2 年以上 

法院得宣告緩刑，因重傷未遂罪屬得宣告緩刑之罪 

法院得宣告緩刑，因甲重傷未遂案件的宣告刑為 2 年以下 

16 甲明知身無分文，但仍進到餐廳點餐，食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的行為不構成詐欺罪，因為其並未積極告知餐廳其有付款能力 

甲的行為不構成詐欺罪，因為其僅為民事債務不履行的事件而已 

甲的行為構成詐欺罪，因為其係以不作為的方式實施詐術，使餐廳誤以為其有付款能力 

甲的行為構成詐欺罪，因為甲的點餐行為，使餐廳誤以為其有付款能力 

17 甲欲射殺乙，對其開槍，子彈命中乙的左胸口。乙苦苦哀求討饒，甲覺得乙已經學到教訓，遂撥打 119，

乙因而獲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的行為構成殺人罪的普通未遂，因為其已經完成了殺人行為，但未有死亡結果 

甲的行為構成殺人罪的普通未遂，因為是乙哀求討饒，甲才撥打 119 

甲的行為構成殺人罪的中止未遂，因為其已經放棄了殺人行為的實施 

甲的行為構成殺人罪的中止未遂，因為其出於自願防止結果的發生 

18 甲行竊得手後，被害人乙發現，追趕在後，一把抓住甲袖口。甲用力反手甩開，逃之夭夭。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甲的行為構成準強盜罪，因為其為脫免逮捕，而施強暴 

甲的行為構成準強盜罪，因為其係在犯竊盜罪當場施強暴 

甲的行為不構成準強盜罪，因為甲所施之強暴未達使人不能抗拒之程度 

甲的行為不構成準強盜罪，因為甲先前所犯並非犯搶奪罪 

19 甲目睹一傷害案件，但誤以為自己所看到的行為人是乙，實際上下手打人的是丙。在審判中，甲為了陷

害丙，遂證稱實施傷害者為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不構成偽證罪，因為傷害罪非屬重罪 

甲不構成偽證罪，因為其所證述的內容與真實相符 

甲構成偽證罪，因為其主觀上未正確地陳述其所認知的事實 

甲構成偽證罪，因為其陳述反於甲內心之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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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法官對於已經到場的被告甲，面告其下次應到之日、時、處所及如不到場得命拘提，並記明筆錄。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甲未經合法傳喚，因為未向其合法送達傳票 

甲未經合法傳喚，因為未得甲之同意 

甲已經合法傳喚，因為法官已經面告其法定事項及記明筆錄 

甲已經合法傳喚，因為傳喚並未有任何要式之要求，無論是以書面或言詞均可 

21 法院為審理被告甲的竊盜案件，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行準備程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準備程序中認無證據能力者，不得於審判期日主張之 

準備程序不得處理起訴效力所及之範圍與有無應變更檢察官所引應適用法條之情形，因其屬於審判之

核心事項，僅得在審判期日中為之 

準備程序中不得訊問被告、代理人及辯護人對檢察官起訴事實是否為認罪之答辯，因其將違背不自證

己罪原則之要求 

法院應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到庭，其不到庭者不得行準備程序 

22 為拘捕犯罪嫌疑人甲，警察持法院所核發的搜索票，搜索甲之住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得開啟書桌抽屜 

警察得開啟屋內之電腦，以查看甲可能之所在 

警察得禁止第三人進入該住所，但不得禁止甲以外之人離去 

搜索於日間開始者，得繼續至夜間 

23 警察詢問經逮捕之犯罪嫌疑人甲時，漏未告知其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甲自白。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甲之自白無證據能力 

甲之自白有無證據能力，取決於警察是否出於惡意，甲自白是否出於自由意志 

甲之自白有無證據能力，應由法院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後決定之 

甲之自白有證據能力 

24 警察合法於甲的住所逮捕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警察不得實施搜索，因搜索應用搜索票 

警察不得實施附帶搜索，因僅有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或檢察官，方得為之 

警察得搜索甲所攜帶的背包 

警察得搜索甲停放於其住所地下室的機車 

25 甲於臺中砍殺乙，乙回到臺南住所後，傷重不治。檢察官先後向臺中地方法院及臺南地方法院起訴此一案件。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中地方法院無管轄權，因死亡結果發生於臺南 

臺中地方法院繫屬在前，故無管轄權 

臺南地方法院無管轄權，因殺人行為發生於臺中 

經最高法院裁定後，得由臺南地方法院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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