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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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境安全檢查是維護國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線，國境安全檢查人員在執行

入出境檢查任務時，有關檢查對象與檢查種類，係依據何項法規執行該

項檢查任務？（5 分）其檢查之客體項目有那些？試申述之。（20 分）

二、逃逸移工甲深夜至便利商店偷取麵包飲料等當場食用，但被店員 A 發

現，抓住不讓其離去，並立刻報警前來處理。隨後警察 B、C 趕到該店，

準備將甲帶回偵訊移送，此時甲突然抓起店裡貨架上的酒瓶，朝正要對

其上銬的 B 臉部砸過去，B 瞬間血流滿面，C 見狀立即將甲制伏在地，

強制帶回派出所。警察 B、C 回到派出所內，由 C 對甲進行偵訊，另一

警察 D 製作筆錄。由於 C、D 當時還要協助處理 B 的傷勢，在氣憤慌亂

情況下進行偵訊與製作筆錄，因而疏忽忘了予以全程錄音錄影。

問甲之行為應如何論罪？（12 分）

問該警詢筆錄是否具有證據能力？理由何在？（13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64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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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禁止外國人入國作業規定，外國人涉犯有下列何項情形者，應提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案件

審查會審核後永久禁止入國？

有性剝削、性侵害、性猥褻犯罪紀錄、戀童癖好或從事兒童及少年性交易、性觀光行為

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安全或公共秩序之虞，情節嚴重

為販毒組織或跨國組織犯罪成員

為恐怖組織成員或涉及恐怖活動

2 依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規定，人民入出海岸管制區，有下列何種情形者，無須申請許可？

依中央氣象局公告之日出日沒時刻表，在日出後日沒前之時間內，入出海岸經常管制區者

遊客入出海岸管制區之海岸體驗捕魚、養殖或採收海產者，得憑身分證明文件經查驗後入出

選務、監察人員及依法登記之候選人、助選員、宣傳車駕駛，於公職人員競選活動期間，得憑

身分證明文件經查驗後入出其選舉區所在之海岸管制區

司法、軍法或治安人員，於非因公執勤時段入出海岸管制區者，應憑服務證件經查驗後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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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法第 6 條規定，香港或澳門居民入國，應備有效證件，下列關於該

條文有效證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有效之入出境許可證件

有效期間 6 個月以上之香港或澳門護照。但持臺灣地區居留證、臺灣地區居留入出境證者，得

以有效護照查驗入國

依規定須檢附訂妥機（船）位之回程或次一目的地機（船）票者，應檢附訂妥機（船）位之回

程或次一目的地機（船）票

填妥之入國登記表。但持有中華民國居留證或其他經內政部移民署認定公告者，免予填繳

4 依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有關人口販運被害人保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人口販運被害人如為兒童或少年，經查獲疑似從事性交易者，優先適用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

條例予以安置保護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境外時，得於我國駐外使領館或代表處內，利用聲音、影像傳真之科技設備

為訊問、詰問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審理中因身心創傷無法陳述，其於專業社工人員調查中所為之陳述，經證明

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人口販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理中受訊問或詰問時，其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血親或三親等內

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陪同在場，並陳述意見

5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海關人員查緝走私案件時，應遵守下列何事項？

海關緝私，應在中華民國通商口岸，沿海 12 海里以內之水域，及依海關緝私條例或其他法律得

為查緝之區域或場所為之

海關有正當理由認為違反海關緝私條例情事業已發生者，應向法官聲請搜索票，始可搜索關係

場所

海關搜索關係場所時，應邀同該場所占有人或其同居人、僱用人、鄰人並當地警察在場見證

海關搜索婦女身體，必要時得依當事人之請求，由女性關員行之

6 依據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有關中央主管機關、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

政府

衛生主管機關職掌人口販運被害人指定傳染病篩檢、就醫診療、驗傷與採證、心理諮商與心理

治療之規劃、推動及督導

法務主管機關職掌人口販運防制政策、法規與方案之研究、規劃、訂定、宣導及執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不定期召開防制人口販運協調聯繫會議

7 依海關緝私條例之規定，海關對於所緝獲走私案件之處分程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應製作處分書送達受處分人

受處分人未經扣押貨物或提供適當擔保者，海關為防止其隱匿或移轉財產以逃避執行，得於處

分書送達後，聲請法院假扣押或假處分，並免提擔保

受處分人及利害關係人不服處分者，得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算 30 日內，依規定格式，以書面

向原處分海關提起訴願

裁處沒入貨物或物品之所有人不明者，其送達以公告或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代替之

8 入出國及移民法有關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指未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僑居國外國民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應向外交部申請許可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雖涉嫌重大犯罪，因國民具有返國權，仍不得禁止其入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指已喪失我國國籍且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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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外國人受強制驅逐出國處分，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內政部移民署得暫予收容，下列何

者符合暫予收容之情形？

受我國政府通緝或限制出境 有事實足認有行方不明、逃逸之虞

有相關旅行證件，可依規定執行 有事實足認其有自行出國之意願

10 有關內政部移民署執行職務人員於入出國查驗時實施暫時留置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有事實足認當事人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4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將其暫時留置於勤務

處所，進行調查

實施暫時留置之勤務處所，應備置暫時留置工作紀錄簿

執行職務人員應告知被暫時留置人有關暫時留置工作紀錄簿之內容，並請其簽名，被暫時留置

人不得拒絕

暫時留置工作紀錄簿中，應載明暫時留置之事由及處置作為。但事由不宜告知者，免予記載

11 有關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之合作範圍，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雙方同意採取措施共同打擊雙方均認為涉嫌犯罪的行為

雙方同意著重打擊劫持航空器、船舶及涉恐怖活動等犯罪

雙方同意著重打擊侵占、背信、詐騙、洗錢、偽造或變造貨幣及有價證券等經濟犯罪

如一方認為涉嫌犯罪，另一方認為未涉嫌犯罪但有重大社會危害，雙方不得同意個案協助

12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涉及刑事犯罪遭我方逮捕，依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下

列何者非我方提供之合作、互助事項？

雙方同意及時通報對方人員被限制人身自由之訊息

交換涉及犯罪有關情資，協助緝捕、遣返刑事犯與刑事嫌疑犯，並於必要時合作協查、偵辦

提供經第三方公正機構證明為真之證據資料、司法文書及其他資料

依我方規定為家屬探視提供便利

13 依海岸巡防法第 8 條規定，海巡機關人員必要時得於最靠近進出海岸之交通道路，實施檢查。下

列何者非屬該法所稱必要時之情形？

查緝不法集團走私大陸香菇 查緝偷渡客搭船搶灘上岸

執行其他犯罪調查職務 配合警方執行交通違規稽查

14 下列情形中，何者之行為具備阻卻違法事由而不罰？

甲知悉友人近日正以工具印製偽鈔使用，為避免偽鈔持續外流，伺機將屬於友人所有之印製工

具竊走

乙騎車停等紅燈時，左腳遭後方駛來之機車碾過受傷，乙為了防衛自己的權利，遂騎車追上前

將該機車踹倒

丙送貨時，遭住戶飼養之寵物犬追咬，為了避免自己被咬傷，情急之下持棍棒將該犬打死

丁知悉友人以販賣毒品為業，為避免毒品流出危害社會，遂將友人逮捕，扭送警局法辦

15 中華民國公務員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何罪，無中華民國刑法之適用？

第 134 條之瀆職罪 第 195 條之偽造貨幣罪

第 163 條之脫逃罪 第 185 條之公共危險罪

16 下列情形中，何者之行為不罰？

 16 歲之甲犯竊盜罪 無正當理由不知法律的乙犯偽造有價證券罪

瘖啞之丙犯詐欺罪 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丁犯殺人罪

17 下列何種保安處分不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

外國人之驅逐出境

因酗酒而犯罪所施以之禁戒處分

有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及第 20 條之原因所施以之監護處分

對受緩刑之宣告者付保護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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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下列情形中，何者之行為構成刑法第 185 條之 4 的交通事故逃逸罪？

甲騎車停等紅燈時，遭後車追撞，見後車駕駛流血倒地，認為事不關己，仍駛離現場

乙開車上班時，見到仇人騎車經過同一路口，遂駕車加速衝撞仇人，致仇人身受重傷後，迅速

駛離現場

丙騎車不慎擦撞路人，導致路人的小腿挫傷，丙雖停留在現場未離去，但完全不理會路人，僅

報警處理

丁騎腳踏車違規闖紅燈，合法駛過路口之機車騎士為閃避丁，摔車倒地受傷，丁認為既然並未

碰撞，就事不關己，仍離開現場

19 下列情形中，何者之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

甲將鄰居之小孩誤看成是野狗，進而槍殺該名小孩

乙駕車時將路人誤看成是殺父仇人，憤而駕車直接將該路人撞死

丙在酒吧投擲飛鏢作樂，卻因技術不良而失準，將飛鏢擲中其他顧客，致該顧客流血過多身亡

丁為廚師，因貪小便宜而以過期食材供顧客食用，導致某顧客食用後上吐下瀉，送醫後因細菌

感染引發敗血症身亡

20 甲犯有竊盜罪，經檢察官先後起訴至有管轄權的臺北地院及新北地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經高等法院裁定者，得由新北地院審判之

由臺北地院及新北地院協調決定

由當事人合意決定

由甲決定之

21 被告甲以法官乙曾為被害人的配偶為由，聲請法官迴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的聲請無理由，因法官曾為被害人配偶非法官迴避事由

甲的聲請應由乙所屬法院以合議庭裁定之

乙得參與決定迴避與否的裁定

法院駁回迴避之聲請者，甲不得抗告

22 甲涉犯竊盜罪，嫌疑重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到場後，檢察官告知下次應到場之日、時、處所及如不到場得命拘提，且記明筆錄者，有合

法傳喚的效果

警察經檢察官同意後，得以通知書通知甲到場接受詢問

警察合法通知甲，甲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警察得逕行拘提之

檢察官得不經傳喚逕行拘提甲

23 檢察官認嫌疑人甲犯罪嫌疑重大，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而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

且有緊急之必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偵查中，檢察官得依職權令被告入精神醫療機構，施以暫行安置

偵查中，暫行安置期滿後，有延長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延長之

審判中，檢察官得向法院聲請裁定令被告入司法精神醫院，施以暫行安置

審判中，檢察官認已無暫行安置之必要者，得先行釋放被告

24 在甲的竊盜案件偵查中，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嫌疑人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有相當理由足認甲犯罪時，法院方得羈押甲

羈押審查得以書面為之

甲未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無須為其指定辯護人

甲無辯護人時，法院應以適當方式使其獲知卷證之內容

25 鑑定人甲在檢察官訊問時，未具結，但作成了與事實相符的陳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的陳述有證據能力，因其為鑑定人，且係在檢察官前所做成

甲的陳述有證據能力，因其與事實相符

甲的陳述有無證據能力，由法院權衡判斷

甲的陳述無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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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題 第42題 第43題 第44題 第45題 第46題 第47題 第48題 第49題 第50題

第51題 第52題 第53題 第54題 第55題 第56題 第57題 第58題 第59題 第60題

第61題 第62題 第63題 第64題 第65題 第66題 第67題 第68題 第69題 第70題

第71題 第72題 第73題 第74題 第75題 第76題 第77題 第78題 第79題 第80題

第81題 第82題 第83題 第84題 第85題 第86題 第87題 第88題 第89題 第90題

第91題 第92題 第93題 第94題 第95題 第96題 第97題 第98題 第99題 第100題

C B C C B C A B C

D D C D D A A B A

B A C D D

C

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