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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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
科：戶政
科
目：移民政策與法規（包括入出國及移民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
門關係條例、護照條例及外國護照簽證條例）
白容老師
考試時間：2 小時
一、新冠肺炎（COVID-19）之全球肆虐，已造成全球大量人口死亡，同時因為含疫苗等在內之醫
療資源的不足，亦使在各國之移民及其社群常處於被忽略或不公平的醫療照護之境地。為了
適應不同國家和地方脈絡的互補設計，國際移民組織提出通過向移民、流離失所者和受影響
的收容社區提供拯救生命的援助和保護之戰略來加以因應，請論述其內容？（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
《解題關鍵》：國際移民組織、新冠肺炎大流行、聯合國對新冠肺炎的處理方案。
【擬答】
國際移民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簡稱 IOM）是一政府間國際組織，
其前身為美國和比利時倡議下，於 1951 年 12 月 5 日在布魯塞爾召開國際移民會議，主要
目的為幫助因二戰流離失所的人重建居住地。
國際移民組織 2020 年 2 月 21 日啟動 1700 萬美元戰略計劃支持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國際移民組織戰略計劃，涵蓋廣泛的干預措施，例如跨境協調、政府僱員培訓和模擬、人
口流動製圖、開展風險溝通和社區參與活動，加強監測並在入境點提供水、保洁和衛生服
務以支持感染防控。
國際移民組織在全球有 430 多個辦公點，約 1 萬 4000 名工作人員，包括數千人專門進行衛
生和社區參與工作，因此該組織在為突發國際公共衛生事件提供支持方面具有獨特的地
位。
世界衛生組織 2020 年 2 月啟動了新型冠狀病毒全球戰略準備和響應計劃。為了對此進行補
充和貢獻，國際移民組織此次啟動的 1700 萬美元的戰略計劃的目的主要是對可能需要更多
資源的國家給予支持，包括在金融、技術和運營方面，來確保防範疫情進一步發展，並支
持衛生系統，以便其有能力應對新的需求。
國際移民組織尤其準備好在 7 個方面提供支持：協調與夥伴關係；風險溝通和社區參與；
疾病監測；增強機場、海港和陸地過境點的應對能力；加強實驗室系統以進行有效檢測；
感染防控和物流。
這 1700 萬美元中有 1200 萬美元將在亞太地區和東非、西非和南部非洲地區平分。剩餘的
500 萬美元將被用於支持中東和北非、歐洲和中亞以及美洲地區。
國際移民組織與聯合國難民署，2020 年 3 月 20 日宣布暫緩難民重新安置行程。
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的全球衛生危機，導致多國大幅縮減入境人次及限制國際航空，重新安
置難民的行程安排亦因而受到嚴重阻礙。部分國家亦因公共衛生情況影響其接收新安置難
民的能力，故暫停難民安置入境。這些迅速演變直接影響難民家庭，部分難民正經歷大幅
度延誤或被逼和家人長期分開。
難民接觸病毒的風險會因跨國行程而有所增加，重新安置為最容易受到傷害的弱勢難民提
供重要的救援。聯合國難民署與國際移民組織呼籲各國並與其維持緊密合作，以確保最需
要緊急救援的個案仍能通行。該 2 機構會繼續在難民收容國工作，以及與其他相關夥伴合
作，以確保難民重新安置的申請繼續獲處理，以確保重新安置持續為保護難民的關鍵措
施。
國際移民組織 2021 年 4 月 8 日提出《新冠大流行和 2020 年全球流動狀況》，新冠相關邊
境管制措施對全球移徙造成嚴重影響，如下：
儘管自新冠大流行暴發以來各國政府採取的措施導致 2020 年總體的跨境人員流動趨勢大大
下降，隨時間推移，在不同地區，實際情況正不斷變化，這對難民和其他有必要遷徙的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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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影響。
各國和地方政府採取的所有相關行動，以關閉邊界，對特定地點之間的旅行加以限制，對
旅行者提出的隔離要求和健康要求，以及啟動“旅行封閉圈”（travel bubbles）和其他安
排。
國際移民組織表示，新冠大流行嚴重影響了全球人口流動性，使數百萬人，移民勞工，家
庭成員或國際學生滯留海外。這份報告羅列了 2020 年期間的這些動態，並著重強調了政府
在 2021 年及以後重啟流動性的方式。
2020 年初期，各國引入了一系列禁閉措施、旅行限制和衛生要求，邊界關閉的規模空
前。到 2020 年 3 月底，各國政府已發布或延長了 4 萬 3300 項旅行措施。各種活動都大
大減少。
2020 年中期，一些入境點得以重新開放，尤其是機場。旅行禁令越來越多地被健康措施
取代，包括在出發前獲得新冠檢測證明、實施檢疫措施或提供健康證明。在此階段，世
界各地的各種戰略開始形成。島嶼國家採取的不同方案最為明顯地體現出這一點：紐西
蘭和澳大利亞推行消滅病毒戰略並保持邊境關閉，而其他國家，如加勒比海地區國家開
始開放旅遊業。
2020 年末期：針對新暴發的新冠變異病毒的應對措施。在這一時期，各國試圖用健康要
求代替旅行限制，並努力應對這種病毒的新變種。包括智利、墨西哥和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甚至已經對遊客開放。健康證明成為最常見的與健康有關的旅行措
施。
二、請說明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之情形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
《解題關鍵》：無戶籍國民居留有 15 款，與香港澳門居民居留類似。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 條，第
16 條也作答更佳。
【擬答】
定義：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條第 3，5，8 款之規定如下：
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區。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指未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僑居國外國民及取得、回復我國國
籍尚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
居留：指在臺灣地區居住期間超過 6 個月。
申請居留條件：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9 條及第 16 條第 1，2 項規定整理如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向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有直系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其親屬關係因收
養發生者，被收養者年齡應在 12 歲以下，且與收養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並以 2 人為
限。
現任僑選立法委員。
歸化取得我國國籍。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子女，年齡在 20 歲以上（成年子女）。
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灣地區合法連續停留 7 年以上，且每年居住 183 日以上。
在臺灣地區有一定金額（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或備查。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就學之僑生，曾在臺灣地區居留畢業後，返回僑居地
服務滿 2 年。
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或為臺灣地區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具有特殊技術或專長，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延聘回國。
前款以外，經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任用或聘僱。
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
第 1 款至第 7 款或第 11 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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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就學之僑生。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接受職業技術訓練之學員生。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從事研究實習之碩士、博士研究生。
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款至第 10 款工
作。
因僑居地區之特殊狀況，必須在臺灣地區居留，符合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定，就特定國
家、地區訂定之居留或定居辦法者。
移民法施行（88 年 5 月 21 日）前已入國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未能強制其出國者。
其他相關規定：
前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至第 11 款規定，申請人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得隨同申請；
未隨同本人申請者，得於本人入國居留許可後定居許可前申請之。本人居留許可依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撤銷或廢止時，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居留許可併同撤銷或廢止之。
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移民署應發給臺灣地區居留證，其有效期間自入國之翌日起算，最
長不得逾 3 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居留期限屆滿前，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得向移民署申請
延期。經許可者，其臺灣地區居留證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滿之翌日起延期，最長
不得逾 3 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移民署應廢止其居留許可。但依
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申請居留之直系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死亡者，不在此
限，並得申請延期，其申請延期，以 1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3 年。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於居留期間，變更居留地址或服務處所時，應向移民署申請辦理變
更登記。
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利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每年申請在臺灣
地區居留之配額，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之。但有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或
結婚滿四年，其配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不受配額限制。內政部 109 年 11 月 23 日
訂定修正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居留配額表」。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許可入國，逾期停留未逾 10 日，其居留申請案依前項規定定有配
額限制者，依規定核配時間每次延後 1 年許可。但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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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得委託所定機構或民間團體，以受託人自己之名義，與大陸地區相關機關
或經其授權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協商簽署協議。但若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則相關規範
的處理要求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難
《解題關鍵》：政治議題之協議有 2 種。兩岸條例第 5 條之 3
【擬答】
不涉及憲政或重大政治影響性之協議：
定義：協議，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條例）第 4 條之 2 第
3 項，第 5 條之 3 第 2 項規定，係指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就涉及行使公權力或政治議
題事項所簽署之文書；協議之附加議定書、附加條款、簽字議定書、同意紀錄、附錄及
其他附加文件，均屬構成協議之一部分。但不包括具憲政或重大政治影響性之協議。
以受託人自己之名義，與大陸地區相關機關或經其授權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協商簽
署協議，若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相關規範的處理要求，依兩岸條例第 4 條之 2，之 4，
第 5 條，第 79 條之 1 規定如下：
大陸委員會得委託第 4 條所定機構或民間團體，以受託人自己之名義，與大陸地區相
關機關或經其授權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協商簽署協議。
受委託之機構或民間團體，應遵守下列規定；
派員赴大陸地區或其他地區處理受託事務或相關重要業務，應報請委託機關同意及
接受其指揮，並隨時報告處理情形；因其他事務須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先通知委
託機關。
其代表人及處理受託事務之人員，負有與公務員相同之保密義務；離職後，亦同。
其代表人及處理受託事務之人員，於受託處理事務時，負有與公務員相同之利益迴
避義務。
其代表人及處理受託事務之人員，未經委託機關同意，不得與大陸地區相關機關或
經其授權之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協商簽署協議。
受委託簽署協議之機構，應將協議草案報經委託機關陳報行政院同意，始得簽署。
協議之內容涉及法律之修正或應以法律定之者，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 30 日
內報請行政院核轉立法院審議；其內容未涉及法律之修正或無須另以法律定之者，
協議辦理機關應於協議簽署後 30 日內報請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其程序，
必要時以機密方式處理。
兩岸條例相關罰則：
第 79 條之 1，受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或協商簽署協議，逾
越委託範圍，致生損害於國家安全或利益者，處行為負責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並科以前項所定之罰
金。
第 79 條之 2，違反第 4 條之 4 第 1 款規定，未經同意赴大陸地區者，處新臺幣 30 萬
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罰鍰。
第 79 條之 3 第 1 項，違反第 4 條之 4 第 4 款規定者，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00 萬元
以下罰鍰。
涉及憲政或重大政治影響性之協議，相關規範的處理要求，依兩岸條例第 5 條之 3 規定如
下：
定義：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係指具憲政或重大政治影響性之協議。
涉及政治議題之協議，行政院應於協商開始 90 日前，向立法院提出協議締結計畫及憲政
或重大政治衝擊影響評估報告。締結計畫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
四分之三之同意，始得開啟簽署協議之協商。
負責協議之機關應依締結計畫進行談判協商，並適時向立法院報告；立法院或相關委員
會亦得邀請負責協議之機關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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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依據前項報告判斷雙方談判協商已無法依照締結計畫進行時，得經全體立法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要求負責協議之機關終止協商；行政院判斷雙方談判協商已無法
依照締結計畫進行時，應終止協商，並向立法院報告。
負責協議之機關依締結計畫完成協議草案之談判後，應於 15 日內經行政院院會決議報請
總統核定。總統核定後 15 日內，行政院應主動公開協議草案之完整內容，函送立法院審
議，並向立法院報告協議過程及憲政或重大政治衝擊影響評估。
立法院全院委員會應於院會審查前，就協議草案內容及憲政或重大政治衝擊影響評估舉
行聽證。
立法院院會審查協議草案經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同
意，再由行政院將協議草案，連同公民投票主文、理由書交由中央選舉委員會辦理全國
性公民投票，其獲有效同意票超過投票權人總額之半數者，即為協議草案通過，經負責
協議之機關簽署及換文後，呈請總統公布生效。
關於政治議題協議之公民投票，不適用公民投票法第 9 條至 16 條、第 17 條第 1 項關於
期間與同條項第 3 款、第 19 條、第 23 條及第 26 條至第 29 條之規定。其餘公民投票事
項，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公民投票法之規定。
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毀棄或變更，不得作為政治議題談判及協議之項
目。
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政治議題協商或約定，無效。
四、香港及澳門居民受強制出境處分者，內政部移民署得暫予收容之情形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中
《解題關鍵》：暫予收容條件。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4 條之 1
【擬答】
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4 條之 1 第 1，2，4，5，8，9 項規定如下：
香港及澳門居民受強制出境處分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且非予收容顯難強制出境，內政部
移民署得暫予收容，期間自暫予收容時起最長不得逾 15 日，且應於暫予收容處分作成前，
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無相關旅行證件，不能依規定執行。
有事實足認有行方不明、逃逸或不願自行出境之虞。
於境外遭通緝。
暫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內政部移民署認有續予收容之必要者，應於期間屆滿 5 日前附具理
由，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續予收容之期間，自暫予收容期間屆滿時起，最長不得逾
45 日。
受收容人有得不暫予收容之情形、收容原因消滅，或無收容之必要，內政部移民署得依職
權，視其情形分別為廢止暫予收容處分、停止收容，或為收容替代處分後，釋放受收容
人。如於法院裁定准予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內政部移民署停止收容時，應即時通知原
裁定法院。
受收容人涉及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內政部移民署於知悉後執行強制出境 10 日前，
應通知司法機關；如經司法機關認為有羈押或限制出境之必要，而移由其處理者，不得執
行強制出境。
受收容人之收容替代處分、得不暫予收容之事由、異議程序、法定障礙事由、暫予收容處
分、收容替代處分與強制出境處分之作成方式、廢（停）止收容之程序、再暫予收容之規
定、遠距審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準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相關規定辦理。
有關收容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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