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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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跨國人口販運者，藉由網際網路遂行犯罪，甚至發動網路襲擊，

用以掩護人口販運，或者轉移跨國執法合作之注意力。請論述：

跨國人口販運者有那些常用之新興網路襲擊手段？（15分）

這些新興手段，對我國境安全執法造成那些衝擊？（10分）

二、甲透過網際網路「寂寞聊天室」網站張貼暗示自己為科技業高級工程師，

因失戀需要安慰，於某日與代號「同路人」乙女聊天，獲悉乙就讀國中

二年級，係未滿16歲之少女。乙抱怨父母離婚，家裡沒人關心，也不想

念書，甲遂邀約乙離家出走，與甲同居，並到甲公司打工。不料甲以詐

術使乙與他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之犯意，致乙在甲監管下賣淫。甲食

髓知味，在網路上一再詐騙未成年少女。經警察 A 依法進行網路巡邏發

現可疑，乃佯裝為少女與甲聯繫，約定地點後，甲不察，依約帶 A 至藏

匿賣淫少女之地點，A 通知警方予以逮捕。

甲之行為成立何罪（不討論刑法以外之特別法）？（12分）

警察 A 偵查之行為是否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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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設有戶籍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持外國護照入國者，如何查驗出國？

應持本國護照，查驗後出國

應持外國護照，查驗後出國

本國及外國護照均應查驗，查驗後出國

可選擇持本國護照或外國護照，查驗後出國

2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不需許可入國者，入出國未經查驗，須受到下列那一種處罰？

收容處分 驅逐出國 刑事罰 行政罰

3 本國籍漁船上外籍船員之證照查驗工作，是由下列那一個單位負責？

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 內政部警政署港務警察中隊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安檢所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海巡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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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I.Q.S.四個英文字母代表國境管理的四個重要機關，其中「C」指的是那一個機關？

內政部移民署 財政部關務署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內政部警政署

5 下列何者為國際刑警組織所發布紅色通報之目的？

請求協助查證無名屍體

傳遞關於失蹤人員的訊息

提供對公共安全有立即危險之人、事、物的警告

請求尋找並逮捕犯罪嫌疑人

6 人口販運防制之規劃協調，是內政部移民署那一個單位所掌理之事項？

國境事務大隊 入出國事務組 移民事務組 國際及執法事務組

7 下列那一項資訊科技，有助於內政部移民署掌握入出境航班旅客名單預先審查？

個人生物特徵識別系統 偽變造護照鑑識比對系統

航前旅客資訊系統 自動查驗通關系統

8 依人口販運防制法相關規定，處理人口販運被害人相關事務，應以下列何者為優先考量？

追討加害人犯罪所得 被害人之最佳利益

追查幕後不法集團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

9 人口販運防制 4P 工作，包含查緝起訴、預防、夥伴關係，以及下列那一項工作？

保護 保險 收容 立法

10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外國人之收容期間，合併計算最長不得逾幾日？

45 60 100 150

11 內政部移民署於109年3月20日起，推動「擴大逾期停（居）留外來人士自行到案專案」，下列何者

為該專案之優惠措施？

免管制禁止入國 管制禁止入國期間減半

免罰鍰 罰鍰減半

12 下列何者為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之掌理事項？

入出國管制之規劃

證照鑑識及查驗之教育訓練

國境內面談之執行

大陸地區人民以專業事由入境許可之審理

13 外國人入境我國，拒絕接受內政部移民署人員執行入國查驗時，移民署人員得對該外國人實施暫

時留置進行調查，惟暫時留置時間不得逾幾小時？

3 6 12 24

14 下列何種情形，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臺灣駐越南外交官在越南因交通違規案件而行賄當地警察

韓國人在日本竊取臺灣人財物

美國人在美國偽造我國外交部機關公印

臺灣人在德國打傷中國人

15 下列何者屬於超法規（非法定）的阻卻違法事由？

業務上的正當行為 現行犯之逮捕

義務衝突 下級公務員依上級公務員命令之職務行為

16 甲以非法持有的武士刀殺死其父親乙，事後開車行駛而被警察 A 臨檢查獲非法持有武士刀，甲因

內心壓力很大，主動向警察告知其殺死父親一事。問依最新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因被警察臨檢始告知殺死父親乙一事，不符合自首要件

甲因所犯之罪為數罪，就殺死父親一事，符合自首要件，得減輕其刑

甲因所犯之罪為裁判上一罪，就殺死父親一事，不符合自首要件

甲因所犯之罪為裁判上一罪，就殺死父親一事，符合自首要件，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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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下列何種公務員瀆職犯罪，刑法有處罰過失犯？

違背職務受賄罪 枉法裁判罪 濫權逮捕羈押罪 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

18 甲拾獲乙遺失的身分證，將其照片撕下，換貼上自己的身分證，以備不時之需。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甲成立偽造公文書罪 甲成立變造私文書罪

甲成立變造特種文書罪 甲成立偽造特種文書罪

19 甲因與鄰居 A 發生激烈口角，一時衝動將 A 以球棒打死。事後甲慌張跑回家找其兄乙幫忙，二人

共同決定將屍體掩埋湮滅罪證，並一起加以完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乙成立湮滅證據罪之共同正犯

甲不成立湮滅證據罪，乙成立湮滅證據罪

甲成立湮滅證據罪，乙成立湮滅證據罪之幫助犯

甲乙皆不成立湮滅證據罪

20 警察於辦公大樓合法逮捕甲，同時搜索甲口袋中的物品、皮夾、隨身攜帶之背包以及停放於大樓

地下室停車場之車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搜索合法，口袋、皮夾、背包以及車輛均為附帶搜索合法搜索範圍

搜索合法，因為是合法逮捕，警察本得搜索甲之所有物

搜索不合法，皮夾中之資訊涉及個人隱私，雖為合法逮捕，但仍不能逾越必要之搜索範圍

搜索不合法，該車輛非甲正在使用之交通工具，不屬合法之搜索範圍

21 某甲為現行犯，警察依法逮捕後解送警局，由於負責逮捕的警察與甲為舊識，兩人在車內聊天，

甲在抵達警局前詳細描述了作案經過，問兩人對話內容是否具有證據能力？

有證據能力，甲為自發性陳述，陳述內容自然具備作為證據之資格

有證據能力，但前提是警察在訊問完後，必須後補告知義務

無證據能力，除非可以證明該對話非出於警察的惡意，且該陳述係出於甲之自由意志

無證據能力，警察的詢問程序必須在現場繕打筆錄為要件，車內聊天非法定程序，不得作為證據

22 下列有關辯護人之內容，何者錯誤？

受羈押禁見之被告原則上仍得與辯護人接見通信

除非有證據滅失等危害偵查目的，或危及他人生命身體之虞之情形以外，否則羈押中之被告及

其辯護人仍應具有卷證資訊獲知權

鑑定人在行鑑定時，通常涉及專業技術領域，辯護人不得在場

強制辯護案件，辯護人沒有到庭不得進行審判

23 下列何者不是準備程序得進行之事項？

為判斷證據能力之有無而傳喚證人接受詰問

訊問被告確認被告是否為認罪之答辯

聲請法院委託鑑定

傳喚證人釐清本案事實

24 檢察官以數罪併罰起訴被告犯竊盜及殺人未遂二罪，法院判決時主文僅諭知被告殺人未遂之罪

刑，對於被告竊盜罪部分未予判決。問：對於被告被訴竊盜罪部分，有無救濟途徑？

以漏未判決為由，提起上訴

屬漏判，應補充判決

一部事實之判決及於全部起訴事實，全案有關係之部分均一併上訴，就第一審竊盜部分應判決

免訴

一部事實之判決及於全部起訴事實，全案有關係之部分均一併上訴，就第一審竊盜部分應判決

不受理

25 依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下列有關判決違背法令之敘述何者錯誤？

被害人為法官之未婚妻，法官應迴避而未迴避參與審判，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告訴乃論之罪，告訴未逾告訴期間，法院誤為已逾期而為不受理判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未參與審理之法官，參與宣示判決，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未給予被告最後陳述意見之機會，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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