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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四等考試
類科組：移民行政
科 目：國境執法概要與刑事法概要（包括刑法概要與刑事訴訟法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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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答】
前言：
聯合國難民署與合作夥伴 2020 年 7 月 29 日在 7 月 30 日“ 世界打擊販運人口行為日 ”到
來之際發布一份報告顯示，2018 到 2019 年間，平均每月有近 80 人在從西非和東非前往非洲
地中海沿岸的移徙途中喪生，成千上萬的移民與難民遭受人口販運分子、武裝人員乃至國家
工作人員所實施的難以想像的殘忍和非人待遇。
這份報告題為《這條路上沒人管你死活》，由聯合國難民署與丹麥難民理事會下屬的綜合移
民中心共同編制。報告指出，由於非正規移徙常常發生在暗處，不受政府的管理控制，要收
集準確的數據十分困難，但現有數據顯示，2018 到 2019 年間，至少有 1750 人在移徙途中喪
生，這意味著每月至少有 72 人死亡，是全球死亡率最高的移徙路線之一。2020 年迄 2020
年 7 月 29 日已有至少 70 人喪命，其中 2020 年 5 月下旬有近 30 人在利比亞遭到人口販運
分子殺害。
報告表示，由於移徙途中不斷遭遇或目睹殺害、酷刑、強迫勞役和毆打，能夠劫後餘生抵達
非洲地中海沿岸的成人、婦女和兒童常常伴有長期持續的嚴重精神健康問題，在利比亞，一
些人轉而踏上橫渡地中海、前往歐洲的“絕望之旅”，另一些人則繼續遭到駭人折磨，包括
被熱油淋、被燒熱的塑料和金屬燙，以及電擊和捆綁等。
難民署表示，遭到攔截的移民常常在政府開設的監禁中心內遭到任意監禁，不得不忍受極其
惡劣的環境和頻繁的虐待。另有一些移民與難民則遭到人口走私和販運分子的關押，遭受身
體暴力和敲詐勒索。
跨國人口販運者常用之新興網路襲擊手段：
新興的網路襲擊手段，幾乎不會提供任何有關暴力行動的訊息，而以協助弱者解決問題
之姿態出現。
善用網路社群和社群媒體（social media）為宣傳工具。採用的策略即是透過創立的社群
網站、社群媒體、雜誌，掌控網路社群和社群媒體，運用網路通訊平臺及數位科技技
術，宣揚正義的理念及訴求，以招募被販運者。
重視並運用行銷手法及網際網路通路，增強號召力、招募力和動員力，例如利用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通訊軟體，採取網路社群和社群媒體多方互動、參與和
滲透的傳播方式，吸引並招募來自各國的年輕人和社會邊緣人，加入販運或被販運行
列。
網路電話的日益普及，人口販運集團利用網路電話安全性低的特點，散布病毒、發送垃
圾郵件擠爆對手電子郵件信箱，致使執法機關電腦當機，從而使得網路電話無法接通。
開發實施襲擊的自動程式，進行其他電腦襲擊。
這些新興手段，對我國境安全執法造成那些衝擊：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長久以來，移民與難民在移徙路線上所遭遇的虐待都沒有受到重
視。這些逃離戰爭、暴力和迫害的平民所遭受的殺害，以及大範圍的極其殘忍的暴力。
區域各國急需強有力的領導、協調一致的行動和國際社會的支持，以便為受害者提供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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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並將肇事者繩之以法。”
各國必須加強合作，找出在移徙途中實施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犯罪分子，並追究其責
任，配合執法部門搗毀人口走私和販運網絡，並凍結相關人員資產，同時還必須解決引
發此類非正規移徙的根本原因。
我國於 95 年 11 月由行政院頒布「防制人口販運行動計畫」，並於 96 年成立「行政院防
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109 年 5 月 8 日更名為「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及消除種族歧視
協調會報」），由移民署負責整合各部會資源，積極協調落實推動人口販運防制工作。
98 年 1 月「人口販運防制法」完成立法，同年 6 月施行，該法訂定對加害人從重處罰及
提供被害人保護協助之規定，使我國防制人口販運工作獲得良好成效。
我國已於 108 年正式實施資通安全管理法，各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在資訊之傳遞
及資安防護上，均應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等相關規定，落實有關資通安全應辦事項，以
維護國家資通安全。各機關導入資訊系統，不應採用具資安疑慮的產品，所使用之資通
系統亦應以國內產品及政府共同供應契約所列品項為優先。
網路駭客常沒有犯罪前科或是未犯案之前根本無從掌握其意圖與動向，因此必須在顧及
人權之保障及有效監督之情況下，授予執法部門較以往更多的權利以進行可疑行為之調
查。
移民署作為國內人流管理之重要執法單位，為能防範人口販運份子跨境潛入，應重新設
計所有入境的外國人及大陸人士之資料報表而使其具有「可分析性」，並接續能透過電
腦進行大數據資料的解讀與篩檢，進而從片斷的蛛絲馬跡中找出與人口販運集團相涉之
嫌疑人。
負責國內維安的警政單位，應在現有之「社區導向警政」基礎上，建構公私營部門協力
之執法情報網，強化情報蒐研以朝向「情報導向警政」模式發展。
每個人的安全需要靠自己保護，政府應教育民眾把防制人口販運落實在生活上。
小結：
人口販運分子跨境流動威脅日增，全球化理念成為引導國際關係發展的主要動力，各國互動
的頻率及幅度增加，各國人民交流的時空環境隔閡大幅縮減，宛如「地球村」的出現。隨著
全球化的逐漸深入和解除管制思維的普及，「開放邊境」成為 20 世紀末期國家和邊境地區
經濟發展的新趨勢，世界各國人口彼此的流動頻率登上人類歷史上的高峰。因此，全球化已
不能僅從鬆綁監管和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角度觀之，還要從國家安全、人權保障的角度
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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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涉及準略誘罪之判斷及使未滿 16 歲之男女為性交或猥褻罪部分之判斷問題；
警察透過網路發現並佯裝，涉及為何種誘捕偵查之認定。
《使用法條》與《使用學說》擇一：刑法第 233 條、刑法第 241 條
【擬答】
甲行為成立之犯罪說明如下：
甲邀約乙離家出走部分，可能構成刑法第 241 條第 3 項準略誘罪：
刑法第 241 條第 3 項規定和誘未滿 16 歲之男女，以略誘論，客觀上甲是透過聊天室跟
乙聊天後，邀約乙離家出走並沒有違反乙之意思而加以引誘，使乙脫離家庭支配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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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且乙為未滿 16 歲之少女，主觀上甲對於乙未滿 16 歲具有認識，仍決意為之，具
有故意，該當此構成要件。
甲不具有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以詐術使乙與他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可能構成刑法 233 條第 2 項意圖營利使未成
年人與人性交罪：
客觀上甲以詐術使未滿 16 歲之乙與他人為性交行為，主觀上甲對於乙未滿 16 歲具有
認識仍決意為之，具有故意，且具有使乙與他人為性交之意圖且基於營利之目的，該
當此構成要件。
甲不具有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甲在網路上一再詐騙未成年少女部分一般認為應以實際詐騙之人數，分別論處刑法 233
條第 2 項意圖營利使未成年人與人性交罪
競合：甲所犯準略誘罪及意圖營利使未成年人與人性交罪，行為互殊，犯意個別，依刑
法第 50 條之規定，數罪併罰。
警察 A 之偵查行為合法：
警察 A 未能蒐集甲犯罪證據而佯裝成未成年少女受騙，使甲於實施犯罪時再加以逮捕之
偵查手法，一般稱為犯罪教唆或誘捕偵查。
誘捕偵查依據行為人主觀上原來是否具有犯罪之意思區分創造犯意型及提供機會型之誘
捕偵查。
依題意 A 於依法進行網路巡邏時發現甲之行蹤可疑，且甲主觀上原即具有在網路上一再
詐騙未成年少女之意思，A 佯裝成未成年少年受騙提供機會給甲，利用甲帶 A 至藏匿賣
淫未成年少女之地點後加以逮捕，並非單純是因為 A 之設計陷害而引發甲之犯意，故屬
於提供機會型之誘捕偵查，此種方式屬於偵查犯罪技巧之類型，且為違反基本人權保障
及公共利益之維護，因此 A 之偵查行為合法。起因此所取得之證據一般認為有證據能
力，併予敘明。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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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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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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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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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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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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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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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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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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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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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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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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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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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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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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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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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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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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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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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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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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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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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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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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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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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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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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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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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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