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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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組織常常利用資訊平台進行恐怖主義宣傳、竊密與攻擊行動，在我

國民國 105 年通過的資恐防制法中明訂，主管機關應設資恐防制審議

會，請問防制審議會召集人由何部會首長擔任？（5 分）審議會委員由

那些部會人員擔任？（10 分）個人、法人或團體違反那些情事將可由審

議會審定為制裁名單？（10 分） 

二、全球化造成人口流動的關鍵原因為何？（5 分）歐盟各國民粹、極右派

當道，排斥移民（難民），請就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四方面闡述其

緣由所在。（20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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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為確保國土安全，預防及因應全災害所造成的危害，建構防災韌力，辦理

反恐演習，下列何者錯誤？ 

聯安專案演習 關鍵基礎設施演習 固本演習 金華演習 

2 依據「國土安全緊急通報作業規定」定義的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活動，依程度區分為三種事

件，下列何者錯誤？ 

普通事件 天災事件 重大事件 機敏事件 

3 依據我國「國土安全緊急通報作業規定」，下列何者不是該規定所稱的「國土安全事件」？ 

恐怖活動 人為疏失事件 毒品走私 重大人為危安事件 

4 我國國土安全政策會報的核心任務為何？ 

減緩、整備、應變、報復 預防、保護、應變、復原 

減緩、保護、應變、妥協 預防、整備、應變、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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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我國發生恐怖攻擊事件時，依恐怖攻擊類型啟動反恐應變機制，由下列何機關成立「反恐怖攻

擊二級應變中心」？ 
各負責部會 行政院 各縣市政府 國家安全局 

6 資訊安全成為 21 世紀各國政府國家安全的優先目標。我國為推動並確保國家資通安全政策與安

全環境，於今年通過「資通安全管理法」，該法主管機關為何？ 
法務部  內政部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行政院 

7 我國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領域涵蓋八項主領域，下列何者不是我國所列的關鍵基礎設施項目？ 
農業與糧食 通訊傳播 水資源 緊急救援與醫院 

8 我國行政院所屬機關（構）專責反恐相關事項為下列何者？ 
災防辦公室 資通安全辦公室 國土安全辦公室 內政部警政署 

9 依據我國「資恐防制法」規定，下列何者為我國資恐防制政策研議、法案審查、計畫核議及業務

督導機關？ 
行政院 國家安全局 法務部 司法院 

10 我國國軍肩負防衛戰力與災防應變任務，協助災防應變。當「發生重大災害時，國軍部隊應主動

協助災害防救」之法源基礎為何？ 
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  兵役法 
災害防救法  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 

11 如果我國發生恐怖攻擊事件，地方政府在初期無法判斷是否為恐怖攻擊時，應先依據下列何種法

規處置？ 
國家安全法 國防法 入出國及移民法 災害防救法 

12 美國政府為防範和應對網路攻擊與威脅，於 2015 年成立「網路威脅情報整合中心」（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Integration Center），請問該中心隸屬於下列何機關？ 
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 
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ODNI） 
聯邦調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13 依據我國「國土安全政策會報設置及作業要點」，所稱「國土安全」之意涵下列何者 完整？ 
國土安全指為預防及因應各種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或恐怖活動所造成之危害，維護與恢復國家正

常運作及人民安定生活 
國土安全指為因應各種重大天然災害事件或恐怖活動所造成之危害，維護與恢復國家正常運作

及人民安定生活 
國土安全指為因應各種重大滲透活動所造成之危害，恢復國家正常運作及人民安定生活 
國土安全指為預防及因應各種重大軍事攻擊或恐怖活動所造成之危害，維護國家正常運作及人

民安定生活 
14 甲意圖營利，利用契約約束小美，使其從事性交易者，下列處罰規定何項正確？ 

處三個月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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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國有關防制人口販運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之中央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外交部 法務部 臺北地方檢察署 內政部 

16 依據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規定，締約國境內合法居留之外國人，非經依法判定，除具有下列

何項事由必須急速處分者外，不得驅逐出境？ 
所犯惡性重大 重大治安事項 事關國家安全 違反善良風俗 

17 外國人在我國停留期間，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指在臺灣地區居住期間未逾下列何項期間？ 
二週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18 小美為港澳居民有合法有效之停（居）留許可，與經紀人甲簽約，以觀光名義來臺從事性交易，

並簽立本票新臺幣 10 萬元，保證到達後，完全依據雇主安排每日進行性交易，但第二天即遭警

察臨檢查獲。關於甲所違反之罪名，下列何項正確？ 
妨害性自主罪 妨害風化罪 人口販運罪 妨害自由罪 

19 甲外國人曾經來臺後逾期停留及非法工作，內政部移民署禁止該國國民入國期間下列何項正確？ 
自其出國之翌日起算至少為一個月，並不得逾六個月 
自其出國之翌日起算至少為六個月，並不得逾一年 
自其出國之翌日起算至少為一年，並不得逾三年 
自其出國之翌日起算至少為一年，並不得逾五年 

20 外國人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雖不具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1 項所定條件，亦得向內政

部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下列何者非屬該條所定條件？ 
對我國有特殊貢獻 
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在體育專業領域，參加國際公認之競技得有首獎者 
基於特殊政治因素考量 

21 外國人在我國停留、居留期間，不得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但合法居留

者得實現之權利，不包括下列何項？ 
請願 訴願 集會遊行 參加律師高考 

22 甲外國人進入我國時，認為其無任何非法物品，拒絕接受查驗，內政部移民署應為下列何項處置？ 
警告 行政罰鍰 強制驅逐出國 收容並嗣後遣返 

23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涉及刑法罪嫌之 輕本刑多久以上，內政部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下列

何項正確？ 
六個月 一年 二年 三年 

24 內政部移民署對於外國人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8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之一，而暫不予收容，得命

其尋居住臺灣地區有戶籍國民具保，並定期向內政部移民署指定之專勤隊報告生活動態，所為收

容替代處分，以保全強制驅逐出國之執行，上述動態報告不得逾下列何項期間？ 
三日 五日 七日 十五日 

25 外國人申請在臺灣地區永久居留，申請人未滿十四歲時，主管機關應如何面談？ 
指定其所屬國家使領館人員協助 隔離審訊 
應與其法定代理人分別面談 應與其法定代理人同時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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