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人員、海岸巡防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110年
未具擬任職務任用資格者取得法官遴選資格考試試題

考 試 別：移民行政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移民行政
科 目：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包括移民人權）
考試時間： 2小時 座號：

※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70120-70720
頁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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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安全事件包括恐怖活動、重大人為危安事件及人為疏失事件，請說

明恐怖活動的定義及行為有那些？（15 分）發生恐怖活動時由那些單位

負責通報？（10 分）

二、長期仰賴外籍漁工的臺灣遠洋漁船不僅遭美國國務院《2021 年人口販運

問題報告》（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port, TIP Report）點名，其漁獲亦被

美國勞動部列入「童工及強迫勞動製品清單」（List of Goods Produced by

Child Labor or Forced Labor）。請詳述外籍漁工遭臺灣遠洋漁船剝削之現

況、此與國際規範與義務的落差及臺灣政府之處理與應對。（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2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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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土安全會報之任務？

國土安全基本方針之諮詢審議

重要國土安全戰略制訂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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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果海上貨櫃輪發生恐怖攻擊事件，應該由那一個部會主導設立海事應變組？

內政部 國防部 外交部 海洋委員會

3 下列何者非屬國土安全會報之委員？

行政院政務副祕書長 內政部長

外交部長 教育部長

4 為優化特勤部隊執行反恐任務，行政院制訂何種指導綱要文件，以建立各反恐特勤部隊間資源共

享、觀摩學習、聯合演訓、協同作戰及指管、通聯系統等相關運作機制？

聯安專案指導綱要 金華專案指導綱要

聯翔專案指導綱要 固安專案指導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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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據國土安全緊急通報作業規定，通報機關接獲國土安全事件（預警）通知後，應即依權責初判、進

行處置作為並通報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與國家安全局；在何種情況下相關通報機關均應通報？

異常緊急事件 事件涉及數個相關機關

行政院院長核定事件 無法連絡應處置機關時

6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具有特殊技術或專長，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延聘回國，得向內政部移民

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下列何者非屬特殊技術或專長的內容？

新興工業、關鍵技術、關鍵零組件及產品有專業技能

光電、通訊技術、工業自動化、材料應用、高級感測、生物技術、資源開發或能源節約等著有

成績，而所學確為臺灣地區所亟需或短期內不易培育者

國防科技、飛彈、潛艦關鍵零組件之設計製造與系統整合

公路、高速鐵路、捷運系統、電信、飛航、航運、深水建設、氣象或地震等領域有特殊成就

7 香港或澳門居民在臺灣地區有多少金額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通過，得申請

在臺灣地區居留？

新臺幣 300 萬元 新臺幣 400 萬元 新臺幣 500 萬元 新臺幣 600 萬元

8 在機場、港口以交換、交付證件或其他非法方法，利用航空器、船舶或其他運輸工具運送非運送

契約應載之人至我國或他國者，可以處罰幾年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新臺幣 200 萬元以下罰金？

 5 年以下  4 年以下  3 年以下  2 年以下

9 下列何者並非我國國家關鍵基礎設施能源主領域下所包含次領域之內容？

煤 電力 石油 天然氣

10 國民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內政部移民署應禁止其出國，其中因為司法、軍法機關、法務部調查局

或內政部警政署因偵辦特定案件，情況急迫，得通知內政部移民署禁止出國，禁止出國之期間自

通知時起算，不得逾多少小時？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11 意圖營利，利用不當債務約束或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求助之處境，使人從事性交易者，其罰則

除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下罰金外，在有期徒刑的量刑範圍為何？

處 6 月以上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 6 月以上 4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處 6 月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

12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不同，有關人口販運案件之查緝與犯罪案件

之移送、人口販運被害人之鑑別、人口販運被害人人身安全保護之規劃、推動、督導及執行，由

那一個主管機關負責？

海岸巡防主管機關 法務主管機關

衛生主管機關 勞工主管機關

13 依據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習指導手冊，下列何者不是國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演習指導的類

型？

桌上推演 兵棋推演 實兵推演 電腦模擬

14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所發布的 2020 年人口販運全球報告，近年來前三大人口販運

剝削類型依序為何？

性剝削、勞動剝削、犯罪活動 勞動剝削、性剝削、乞討

性剝削、犯罪活動、勞動剝削 勞動剝削、性剝削、犯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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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大陸與外籍配偶工作權政策的轉變，下列何者錯誤？

外籍配偶工作權最初規範於 1992 年公布之「就業服務法」，規定外籍配偶與其他移工無異，須

向主管單位申請許可才可合法工作

大陸配偶工作權最初規範於 1992 年公布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大陸地

區配偶須符合職能、經濟弱勢資格者始得申請工作許可

2003 年「就業服務法」修正後，外籍配偶依親居留期間始得不須申請工作證在臺工作

2009 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修正後，即可申請依親居留，且在臺居留（依親、

長期居留）期間得在臺灣地區工作，不需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即可就業

16 為保護移工人權，我國修正就業服務法以進一步保障移工在臺權利，其中，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

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知悉受聘僱外國人疑似遭受雇主、被看護者或其他共同生活之家

屬為性侵害，應於多久內向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或其他司法機關通報？

 12 小時  24 小時  36 小時  72 小時

17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跨國（境）婚姻媒合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此項規定與

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工作權及契約自由之意旨是否相違背？

尚無違背

部分違背，涉及職業選擇自由之限制

部分違背，涉及契約自由之限制

違背

18 有關本國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看護工作或家庭幫傭前，應參加聘前講習之相關規定，下列何

者錯誤？

每一次聘僱前應於申請聘僱或接續聘僱許可前參加聘前講習

聘前講習之時數至少為 1 小時

講習課程得以播放影片或多媒體簡報等方式進行

主管機關得委託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財團法人、非營利之社團法人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之團體，

辦理聘前講習

19 漁工移工人權保障近年來受到國際關注，下列有關我國境外聘僱漁工敘述何者錯誤？

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每月工資不得低於美金 450 元

應保有商業保險，且一般身故保險金額不得低於新臺幣 100 萬元

每日休息時間原則上不可低於 12 小時

20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3 條規定，一國境內合法居留之外國人，除非有下列何種情形，不得

驅逐出境？

危害國家安全 遇有緊急危難 妨害公共衛生 經依法判定

21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籍者自滿

一定年齡之日起，原則上多久內應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1 年  2 年  3 年  5 年

22 根據 2020 世界移民報告，2018 年因暴力和衝突產生的境內流離失所者人數最多的為那一國家？

委內瑞拉 敘利亞 哥倫比亞 緬甸

23 2020 年世界移民報告指出，2018 年全球國際移民數量約為 2.72 億人，其中最主要的移民類型為

下列何種類型？

氣候難民 婚姻移民 勞務移民 退休移民

24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所發布的 2020 年人口販運全球報告，下列敘述何項錯誤？

新冠肺炎大流行使更多人陷於人口販運風險之中

兒童遭受販運最主要因素來自於家庭失功能

有些販運者會利用仲介身分作為販運人口的掩護

人口販運已經滲透至全球許多合法的經濟類型

25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估計，2018 年全球難民人口有 2590 萬人，而其中下列那個年齡級距為主要

的難民人口？

 18 歲以下  19-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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