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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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驅逐已取得居留或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出國前，應召開審查會。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外國人應強制驅逐出國之情形有那些？請說明

之。（9 分）該外國人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內政部移民署應

如何處理？（16 分）

二、甲進入某 3 層建築物，潑灑汽油，隨後點燃，該建築物瞬間陷入火海。

起火時在該建築物內之數十名住戶連忙四下奔逃，但由於火勢過大，多

人逃生不及而於通向屋頂逃生樓梯上罹難。甲放火後仍留在現場以手機

錄下全部過程，並大聲喊「去死吧」。警方在火災現場發現形跡可疑的

甲，向前盤詢時發現甲身上有汽油味而立刻將之逮捕。請問：

甲行為應如何論罪？（12 分）

警方逮捕甲後，懷疑甲背包內手機可能存有犯罪證據，應遵守何種程

序始得合法取得手機內之錄影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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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務部訂定發布的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主要在鑑別被害人的部分為何？

被害人親屬關係 疑似被害情形 被害人教育程度 被害人職業專長

2 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規定，下列何者非本法所規定的非法人口販運行為樣態？

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 摘取他人器官

非法古董文物販運 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3 入出國及移民法對外國人有懷胎或生產、流產之一者，得不暫予收容之人道衡量，下列敘述規定

何者正確？

懷胎 5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未滿 2 個月 懷胎 4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未滿 1 個月

懷胎 3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未滿 1 個月 懷胎 2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未滿 1 個月



代號：94140
頁次：4－2

4 我國為執行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對於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金門馬祖澎湖不予許

可期間，已律定統一認定基準，其中對於涉嫌人口販運案件者，可在多少年內不予許可其申請進

入金門、馬祖或澎湖？

 7 年  5 年  3 年  1 年

5 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第 1 款第 1 目，所稱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弱勢處境，人口販

運防制法施行細則對弱勢處境之補充敘述，何者正確？

指人口販運加害人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財務困難、語言不通，或其他相當情形之

弱勢處境

指人口販運加害人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身處異鄉、語言不通，或其他相當情形之

弱勢處境

指人口販運加害人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打工、語言不通，或其他相當情形之

弱勢處境

指人口販運加害人利用被害人非法入境、尋求親友、身處異鄉、語言不通，或其他相當情形之

弱勢處境

6 內政部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於執行查察職務時，得進入相關之營業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

並得進行身分查證。下列何者係可查證對象？

有事實足認其係逾期停留、居留或得強制出國者

依媒體報導認定其從事與許可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者

依檢舉內容認定其使他人非法入出國者

依檢舉內容認定有相當理由足認係非法入出國者

7 依沒收人口販運犯罪所得撥交及被害人補償辦法之規定，我國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立人口販運被害

人補償金專戶，關於被害人補償金之種類及支付對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遺屬補償金：支付因人口販運犯罪行為被害而死亡者之遺屬

工作補助金：支付因人口販運犯罪行為被害而影響工作所得者

重傷補償金：支付因人口販運犯罪行為被害而受重傷者

精神慰撫金：支付因人口販運犯罪行為被害而精神受傷害者

8 人口販運被害人或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如係未經許可入境之大陸地區人民，將依「金門協議」方

式送回；即透過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或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協調，並由專人護送至何處後，

交由大陸地區接返人員送返？

金門 馬祖 廈門 澎湖

9 安置處所對於違反生活公約之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應先予制止，並得報請安置處所主

管機關為下列必要之處置，下列何者卻係非必要之處置？

訓誡 禁打電話 停止會見 隔離禁閉

10 依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近期發布之《2018

全球人口販運報告》（Global Report on Trafficking in Persons 2018），當前全球存在剝削型（forms

of exploitation）人口販運最嚴重之前兩名者為何？

第 1 為性剝削（sexual exploitation）、第 2 為強迫婚姻（forced-marriage）

第 1 為性剝削（sexual exploitation）、第 2 為器官摘取（organ removal）

第 1 為性剝削（sexual exploitation）、第 2 為強迫（制）勞動（forced labour）

第 1 為強迫（制）勞動（forced labour）、第 2 為性剝削（sexual explo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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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內政部移民署「防制人口販運 Q&A」，最近流行的人口販運陷阱為何？

偽裝成為合法公司 自助旅行與出國打工渡假

媒體刊登國內外工作機會 被害人的親戚、鄰居或朋友

12 安置處所於人口販運被害人及疑似被害人入所後，下列何者為不需對其應告知之事項？

安置處所之組織人員

人身安全保護措施

提供必要之醫療協助、通譯服務、法律協助、心理輔導及諮商服務

於案件偵查或審理中陪同接受詢（訊）問

13 內政部移民署專勤隊所負責的非法移民管理及執法工作，是屬於國境人流管理三道防線中的那一種？

拒絕於境外 收容於境線 攔截於國境線上 查察於境內

14 請問下列那個原則較不符合「無法律，即無犯罪，即無刑罰」之罪刑法定原則？

不得以習慣法來創設罪名或加重刑罰之習慣法禁止原則

不得回溯的科處行為人於行為當時所不存在或更不利的罪名或處罰之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行為後法律發生變更時應適用行為時法律之從舊原則

行為後法律發生變更時應適用裁判時法律之從新原則

15 關於現行法正犯與共犯規定之說明及適用，下列說明何者錯誤？

正犯與共犯之區分標準，法院實務上採主觀客觀擇一標準說，因而，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

實施構成要件行為之人，應成立正犯

違犯重婚罪之重婚人與相婚人，因雙方具有事前之犯意聯絡及事中之行為分擔，應成立共同正

犯而適用刑法第 28 條規定

陷害教唆，即被教唆人初無犯意，行為人為達陷害目的而唆使他人犯罪者，該教唆人因欠缺教

唆故意，並不成立教唆犯

幫助他人犯罪，被幫助人僅至預備階段即為警所獲，按現行法就共犯所採之不法從屬（即限制

從屬）形式，該幫助人並不成立幫助犯

16 按現行法規定，下列各罪成立要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二人以上共同犯強制性交罪者，應成立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罪

二人以上共同犯傷害罪者，應成立第 283 條聚眾鬥毆罪

結夥二人以上共同犯竊盜罪者，應成立第 321 條加重竊盜罪

二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者，應成立第 339 條之 4 加重詐欺罪

17 依我國刑法第 47 條之規定及實務上之解釋，請問下列何者會構成累犯？

於徒刑執行中再犯傷害罪

於緩刑中再犯公然侮辱罪

於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犯傷害罪

於徒刑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再犯公然侮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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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書店老闆甲告知偷書的小朋友：「將請神明懲罰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因甲告知之加害內容非屬人力可掌握者，故該行為不會構成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安罪

因甲係以加害他人之生命、身體進行恐嚇，故該行為會構成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安罪

因甲告知之內容為其能力可間接實現者，故該行為會構成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安罪

因甲對於致生他人危害於安全具有認識，且決意為之，故該行為會構成刑法第 305 條恐嚇危安罪

19 請問公務員若假借職務上之機會違犯下列何罪，須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刑法第 277 條傷害罪 刑法第 228 條利用權勢性交猥褻罪

刑法第 126 條凌虐人犯罪 刑法第 336 條公務侵占罪

20 依據憲法第 80 條之規定：「法官須超出黨派以外，依據法律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此為：

控訴原則 法官獨立性原則 國家追訴原則 公平審判原則

21 下列有關緩起訴之敘述，何者錯誤？

為檢察官之權限，所有案件皆可適用

在緩起訴之期間內，追訴權時效停止進行

決定是否為緩起訴時，應參酌刑法第 57 條法官量刑審酌之事由

針對緩起訴處分，得依再議程序尋求救濟

22 依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強制處分之執行機關？

法官 律師 檢察官 司法警察

23 下列何種情形，法院不應為不受理判決？

被告死亡 時效完成

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 對被告無審判權

24 警方懷疑甲經常利用其住所販賣古柯鹼，遂依法向法院聲請搜索票，並於該搜索票上將古柯鹼記

載為應扣押之物，警方後持該搜索票搜索甲之住宅，果真於甲主臥室中的一個櫥櫃中發現多包古

柯鹼，又另於書房書桌之抽屜內發現一把手槍。警方於是將手槍及古柯鹼一併扣押。試問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古柯鹼之扣押係屬有令狀之扣押，手槍之扣押係屬另案扣押

古柯鹼及手槍之扣押皆屬另案扣押

古柯鹼及手槍之扣押皆屬有令狀扣押

古柯鹼之扣押係屬另案扣押，手槍之扣押係屬有令狀之扣押

25 下列何項所指之證據資料，依法具證據能力而得為證據？

警方以利誘之詢問技巧所取得之被告自白，且與事實相符者

鑑定人依法應具結而未具結之鑑定意見

警方誘捕偵查（即犯意誘發型之陷害教唆）所取得證據資料

被害人於他案件之準備程序中，在法官面前所為之任意性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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