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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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國籍」具有何種意義？請闡述個人取得國籍的方式。（25 分） 

二、我國相當重視移民人權，請從「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領」之面向與政策之內涵，論述我
國如何保障移民權益？（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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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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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史柯西亞號船案」（The Scotia Case）的論述，下列何者正確？ 

針對海上掛燈是否為國際條約之判例 

屬習慣變成習尚之判例 

當時英國與美國都有相關規定船舶在海上航行時必須展示彩色燈 

當時只有少數海權國家制訂相同的關於燈光展示法規 

2 根據 1926 年發生「蓮花號」案及其後續判決的論述，下列何者錯誤？ 

常設國際法院認為當時國際慣例主張公海上碰撞案件的刑事管轄權應完全賦予船旗國 

常設國際法院發現關於公海碰撞案之刑事管轄，各國法律規定不一致，各國國內法院的判例也多衝突 

常設國際法院在此一判決上，最後是由院長的決定票而成 

1958 年的公海公約以及 1982 年海洋法公約均推翻常設國際法院有關公海上碰撞案件刑事管轄的見解 

3 1961 年高棉控泰國「隆端古寺案」（Case Concerning the Temple of Preah Vihear）中，下列何者錯誤？ 

國際法院接受泰國援引「錯誤」的辯論 

泰國並不否認確實有意接受國際法院的強制管轄協議 

泰國認為其於 1950 年的宣告是基於錯誤的認知，因此並無接受強制管轄的效果 

泰國對高棉將爭議提交國際法院，提出管轄權的先決反對異議 

4 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根據其法律所訂的條件，允許外國人經由申請而獲得其國籍，此程序稱為： 

出生地主義 收養 血統主義 歸化 

5 依據 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對於條約適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在適用條約時，除非約文中有規定，否則沒有追溯力 

政府的更迭影響條約效力 

締約國得援引其國內法為由不履行條約 

條約生效日以前所發生之任何行為或事實，條約之規定對該當事國發生拘束力 

6 依據國際法院規約第 38 條，下列何者不是國際法之淵源？ 

1951 年國際法院對「英挪漁權案」之判決 1961 年「外交關係公約」 

一般正義原則  跨國企業的決議 

7 根據 1950 年國際法院針對哥倫比亞與秘魯間「庇護案」的判決，下列何者錯誤？ 

國際法院並未反對政治罪行的決定權屬於庇護國 

國際法院認為秘魯無法證明本案的主角哈亞（Haya dela Torre）是普通罪犯 

本案是屬於屬地管轄的庇護 

國際法院認為本案並未符合「哈瓦那庇護公約」所規定的急迫情勢 

8 就國際法與當前我國相關實踐上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我國簽署批准的條約與我國法律衝突時，其效力高於該國內法 

我國與條約當事國斷絕外交關係，此即影響彼此由條約確立之法律關係 

聯合國安理會具有拘束力之決議，須經我國行政機構頒布執行命令才能在我國生效 

美國在國內法上明文規定與我國簽訂非官方協定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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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被請求國經由引渡程序，將人犯解交請求國時，請求國僅能就引渡請求書所載之罪行加以審判，此為引渡的： 

被引渡人的國籍原則 罪行特定原則 再引渡原則 雙重犯罪原則 

10 下列何者不是國籍喪失的方式？ 

時效 領土主權轉移 在外國長期居留 放棄 

11 下列何者不屬於外交優例豁免（又稱「外交豁免」）的範疇？ 

外交使館不可侵犯 通訊自由 豁免駐所地國之法律管轄 私人投資與置產的自由 

12 下列何者不屬於國家領土主權分割的情形？ 

共管 租借地 先占 主權由他國代為行使 

13 對於威脅國家存在或其正常運作的行為，雖然行為在國境外發生且行為人並非其國民，為保護國家利益，亦可行使管
轄權，此為： 

領域管轄原則 保護管轄原則 普遍管轄原則 被害人國籍原則 

14 為便利兩岸人員往來，內政部移民署業已推動大陸地區人民網路申辦服務，但下列何者迄今尚未納入？ 

觀光 醫美健檢 探親 專業交流 

15 簽證核發是國家主權行為的展現，我政府相關單位在受理簽證申請時，應衡酌之因素，不包括下列何項？ 

申請人個別情形 國家利益之考量 申請人之主觀意願 其他國家與我國之關係 

16 下列何者不是跨國（境）婚姻媒合轉型公益化之目的？ 

避免跨國境婚姻媒合物化、商品化 方便民眾獲取更多跨國婚姻資訊 

由政府介入管理輔導，保障受媒合當事人權益 提昇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者專業服務形象 

17 下列何者非為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參考指標？ 

為未滿 21 歲之人  身分證明或旅行文件被扣留者 

接受司法警察人員詢問之證詞顯係被人教導者 薪資或性交易所得遭到不當剋扣者 

18 下列何者不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中，對於人類遷徙自由加以限制之原因？ 

國家安全 宗教信仰 公共秩序 公共衛生 

19 有關簡任第十職等以下未涉密公務員赴大陸地區的程序及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只須經服務機關核准   

明確規定不得赴大陸進修 

行前須填具申請表並詳閱注意事項及具名  

赴大陸回臺後需要填報「赴大陸地區人員返臺意見反應表」 

20 近年來內政部移民署透過跨部會合作推動之「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中，內容包括製作新住民輔導及多元文
化宣導影片、新住民幸福家庭生活短片、多元文化美食等活動，此類措施屬於： 

同化主義 跨國主義 多元文化主義 新住民主義 

21 下列對於「難民」的敘述，何者錯誤？ 

國際難民保護的兩項核心規範是「難民地位公約」和「有關難民地位的議定書」 

現今廣義難民的成因，包括氣候變遷、政治動亂、種族迫害等因素 

難民的界定僅止於因為天災或動亂造成的跨國人口遷徙，若僅是國內人口遷徙並不屬之 

我國目前已制定有難民法 

22 「早期閩南居民遠赴東南亞工作有成，嗣後帶動大量閩南鄉親移居東南亞，進而形成現今的華僑聚落」。以上文字之
敘述，應以下列何種移民理論解釋為宜？ 

推拉理論 雙重勞動市場理論 移民網絡理論 新古典經濟平衡理論 

23 「推動放寬對我國有特殊貢獻、高級專業人才及投資移民之外籍人士，於申請我國永久居留許可時，其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亦得隨同申請」。上述政策之推動，屬於我國人才政策中的那一方式？ 

育才 留才 攬才 搶才 

24 有關我政府自民國 103 年 7 月起實施的「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僑外生畢業後應返回僑居地服務滿 2 年者或具有 2 年以上工作經驗始可回臺工作 

放棄原本的單一薪資門檻機制，改採取「評點配額」 

爭取的僑外生留臺對象，同時包括白領和藍領人員 

「評點配額」累計點數超過 70 點標準就可獲核發聘僱許可 

25 有關我國對於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婚姻移民制度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大陸配偶和外籍配偶來臺都需要經過面談 

大陸配偶進入長期居留階段才能工作，外籍配偶進入居留階段即可工作 

兩者取得身分的年限相同 

兩者都必須要滿 10 年才可以參加公職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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