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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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以情報驅動之國家資安聯防架構」為何？（25 分）

二、依據 2018 年世界移民報告，國際移民衍生許多問題，無法依靠國家單

方面的行動進行管理，應該進行全球移民治理或國際合作，才有利於移

民政策的發展和實施。請至少列述五種國際移民所衍生的問題，並闡述

它們需要採行全球移民治理的緣由為何？（15 分）

三、國際人權法制強調各國應尊重、保護和實現人權，請問：

移民人權所要保障的積極和消極的權利分別為何者？（5 分）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人權攸關密切者有二；第 8 條（奴隸

與奴工）、第 12 條（遷徙自由），請說明：各該條文規定之內容，

並闡述其立法之目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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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其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IP）的目標在於：

維護國家重要功能持續運作，以全災害為安全防護，因應各類災害所造成的衝擊

防止恐怖攻擊國家大型設施，確立金融系統完善，因應外部人為攻擊勢力

改善國家整體公共設施，防止內部蓄意破壞，制止私人目的占用

防止恐怖攻擊國家大型設施，防止內部蓄意破壞，確立金融系統完整

2 我國為防制洗錢，打擊犯罪，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

作，特制定洗錢防制法，該法所稱洗錢，下列何者為錯誤？

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

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

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獲取特定犯罪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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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為防止並遏止對恐怖活動、組織、分子之資助行為（以下簡稱資恐），維護國家安全，保障

基本人權，強化資恐防制國際合作，特制定資恐防制法，該法之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法務部 內政部 國土安全辦公室 國家安全會議

4 下列何者不是「國土安全政策會報」任務？

重要國家安全政策及措施之諮詢審議

其他行政院交辦有關國土安全事項

中央國土安全業務主管機關業務計畫及應變計畫之諮詢審議

中央與地方國土安全相關事項之督導及考核

5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辦公室是根據 2017 年 6 月 15 日大會第 71/291 號決議設立，其所實施的「聯

合國全球反恐戰略」具有四個支柱，不包括下列何項？

確保尊重所有人的人權和實行法治，作為反恐鬥爭的根基

建立各國防止和打擊恐怖主義的能力

消除有利於恐怖主義蔓延的條件

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

6 依據我國「國土安全緊急通報作業規定」，一般規定中，當請外交部協助通報境外事件，惟如發

生於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由大陸委員會或那一個部會通報？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內政部

法務部 教育部

7 美國國土安全部成立於 2003 年 1 月 24 日，其所負責職權不包括下列何項？

情報統籌 緊急應變 邊境管制 貪瀆防範

8 依據特種勤務條例第 5 條規定，下列何者非特種勤務安全維護之對象？

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及其配偶

卸任總統、副總統

總統、副總統當選人與其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

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

9 面臨日益嚴重及複雜的跨國犯罪問題，我國分別與一些國家簽署有關情資交流合作協定，用以有

效預防組織犯罪與打擊恐怖主義，不包括下列何者？

臺泰共同打擊跨境經濟及相關犯罪協議

臺北（臺灣）與華沙（波蘭）主管機關間關於洗錢及資助恐怖主義金融情報交換合作瞭解備忘錄

中華民國（臺灣）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洗錢情報交換合作協定

臺澳有關入出境管理事務及情資交換暨合作瞭解備忘錄

10 下列何項不是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中對人口販運的定義？

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

國內外人口

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以強暴、脅迫、恐嚇、拘禁等方式，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指意圖使未滿十六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

11 我國為有效運用民力，發揮民間自衛自救功能，共同防護人民生命、身體、財產安全，以達平時

防災救護，戰時有效支援軍事任務，特制定：

國家安全法 國防法 民防法 國土安全政策會報

12 依據「國土安全緊急通報作業規定」，下列何者為「特定身分 2」的認定？

駐華使節 中央民意代表

經列管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者 特種勤務安全維護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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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我國為積極推動國家資通安全政策，加速建構國家資通安全環境，以保障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公

共利益，特制定資通安全管理法，該法之主管機關為下列何者？

法務部 內政部 行政院 交通部

14 就微觀而言，臺灣引進專業技術之白領移民，具有許多優點，下列何者並非其中之優點？

推動民主憲政之發展

符合世界潮流

促進國家經濟、教育、科技及文化各層面的發展

開發新人力資源，提升國家競爭力

15 從國際移民之影響而言，低技能移民占移民的比重若愈來愈高，不只降低下列何者，而且他們的

下一代，在學校的表現也較不理想？

智商表現 薪資水準 環境保護 治安破案率

16 對於移民人權若無法落實，無法加以保障，則身為國際體系之一份子的我們，不僅易受他國的批

評、攻擊，更重要的是會影響我們身處下列何者之地位？

國際衛生組織 經濟貿易體系 國際社會 外交組織

17 依組織法及情報法，內政部移民署的業務重心，除移民相關業務外，應為下列何者？

國家安全 社會治安 社會秩序 經濟發展

18 在移民業務管理方面，內政部移民署之業務內容為人流管理、移民輔導、非法移民管理以及下列

何者？

海關稅務管理 機場保安事務 國際移民交流 外交執法事務

19 依據國際移民理論之世界體系論，對於解釋國際移民核心，主要為下列何者生產模式的延伸，從

核心國家至邊陲地帶，後續新區域企業不斷地進入單一世界經濟中？

社會主義 自由主義 資本主義 保守主義

20 從國際移民基本理論觀察，有關移民的性質，下列何者錯誤？

移民具雙向性 移民具複雜性 移民具攻擊性 移民具經濟性

21 內政部移民署對有一定要件情形者，撤銷或廢止其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下

列何者非屬其要件情形？

經受裁處拘留或拘役者 取得我國國籍

持用不法取得、偽造或變造之證件 回復我國國籍

22 外國人受強制驅逐出國處分，有一定要件情形者，且非予收容顯難強制驅逐出國者，內政部移民

署得暫予收容，下列何者並非屬其要件情形？

無相關旅行證件，不能依規定執行

有事實足認有行方不明、逃逸或不願自行出國之虞

受外國政府通緝

查有行政罰鍰未繳納者

23 基於掌握移民移入發展趨勢，目前我國移民政策鼓勵下列何者及專業移民之移入？

投資移民 婚姻移民 勞工移民 人道援助移民

24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中央勞工主管機關對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得核發聘僱許可，

不受下列何項法律之限制？

勞動基準法 就業服務法 中央法規標準法 團體協約法

25 對於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主管機關應提供一定協助，下列何者不是法律明示協助項目？

進修管道與各項保險之提供 提供必須之生理、心理醫療及安置之協助

適當之安置處所 語文及法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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