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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陸地區人民除經專案同意者外，幾歲以上者，於入出國（境）接受證照查驗或申請居留、永久居留時，

內政部移民署得運用生物特徵辨識科技，蒐集個人識別資料後錄存？ 

14 歲 16 歲 18 歲 20 歲 

2 下列何者不屬於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1 條禁止外國人出國情形之一？ 

經司法機關通知限制出國 

經財稅機關通知限制出國 

經外國政府通知限制出國 

因其他案件在依法查證中，經有關機關請求限制出國者 

3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灣地區合法連續停留幾年以上，且每年居住幾日以上者，

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5 年；90 日 5 年；183 日 5 年；270 日 7 年；183 日 

4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前已入國之特定國家、地區無國籍人民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未能強制其出國者，

內政部移民署應許可其居留，下列何者非屬特定之國家？ 

泰國 緬甸 印尼 菲律賓 

5 有關內政部移民署得禁止外國人入國之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在我國有犯罪紀錄  持外僑居留證而無回程或次一目的地之機票 

曾經逾期停留、居留  在外國有犯罪紀錄 

6 有關撤銷或廢止外國人永久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永久居留證之要件，下列何者錯誤？ 

兼具我國國籍 喪失我國國籍 取得我國國籍 回復我國國籍 

7 外國人依規定取得居留許可者，應於入國後幾日內，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外僑居留證？ 

10 日 15 日 30 日 60 日 

8 外國人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規定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及居住期間屆滿後多久

時間內申請之？ 

6 個月 1 年 2 年 3 年 

9 喪失我國國籍，尚未取得外國國籍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幾日內，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

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10 日 15 日 30 日 60 日 

10 有關外國人在我國停留、居留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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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法居留者，不得請願及參加合法集會遊行 

駐我國之外交人員及其眷屬，免申請外僑居留證 

14 歲以上之外國人入國後，應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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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國人在我國居留期間內，有出國後再入國之必要者，應於出國前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何種證件？ 

入境簽證 外僑居留證 入境證 重入國許可 

12 依現行規定，外國人居留原因消失，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外僑居留證者，內政部移民署得強制驅逐

出國，或限令於幾日內出國？ 

7 日 10 日 15 日 30 日 

13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下列何者不屬於外國人得不暫予收容之情形？ 

懷胎 3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未滿 2 個月 未滿 12 歲之兒童 

衰老或身心障礙致不能自理生活 經司法或其他機關通知限制出國 

14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任何人不得以國籍、種族、膚色、階級、出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地區之人

民為歧視之行為，因歧視致權利受不法侵害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得向何機關申訴？ 

內政部 移民署 法務部 行政院 

15 內政部移民署受理相關申請案件時，得於受理申請當時或擇期與申請人面談。下列有關面談之敘述，何

者錯誤？ 

外國人在臺灣地區申請停留、居留或永久居留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停留、居留 

必要時，得委由有關機關（構）辦理 申請人未滿 14 歲者，不需面談 

16 入出國及移民法關於外國人之規定，下列何種身分者非適用之對象？ 

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而持外國護照入國者 無國籍人民 

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而持我國護照入國者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外國國籍而持外國護照入國者 

17 無戶籍國民應於收到定居證之翌日起幾日內，持憑至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18 下列有關外國人申請在我國投資移民，內政部移民署得准予永久居留之敘述，何者正確？ 

投資金額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上之營利事業，並創造 5 人以上之本國人就業機會滿 3 年 

投資金額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上之營利事業，並創造 10 人以上之本國人就業機會滿 3 年 

投資中央政府公債面額新臺幣 2 千萬元以上滿 3 年 

投資中央政府公債面額新臺幣 3 千萬元以上滿 3 年 

19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下列有關入出國證照查驗之敘述，何者錯誤？ 

入出國，未經查驗者，不得入出國 有戶籍國民入出國未經查驗者，處行政罰鍰 

外國人入出國未經許可及查驗者，處行政罰鍰 外國人入出國未經查驗者，得強制驅逐出國 

20 下列何者進入中華民國須辦理我國簽證？ 

無戶籍國民 大陸地區人民 外國人 澳門地區人民 

21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定居，其在臺灣地區原有戶籍者，由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何種證件，持憑至戶政事務

所辦理登記？ 

臺灣地區定居證 入境證副本 臺灣地區居留證 臺灣地區長期居留證 

22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交流」，下列何者非屬其範圍？ 

商務研習 履約活動 投資經營管理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 

23 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3 條之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交流活動，

下列何者不屬於社會交流？ 

探親 團聚 奔喪 演講 

24 下列何者為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之主管機關？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內政部 法務部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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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其數額得予限制，並由下列何者公告之？ 

行政院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內政部 交通部 

26 下列何者不是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所授權訂定之法規命令？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按捺指紋及建檔管理辦法 

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品質注意事項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 

27 下列有關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之敘述，何者錯誤？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一般出境查驗程序 

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 

因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而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亦喪失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與義務 

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 

28 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由下列何者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內政部 法務部 外交部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9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下列有關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之敘述，何者錯誤？ 

14 歲以上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進入臺灣地區停留或居留，應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經許可定居者，應於 15 日內向預定申報戶籍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未經許可入國者，內政部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其出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停留、居留、定居之許可經撤銷或廢止者，內政部移民署應限令其出國 

30 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直系血親及配偶，年齡在幾歲以上、幾歲以下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

居？ 

50 歲以上、10 歲以下  60 歲以上、10 歲以下 

70 歲以上、12 歲以下  70 歲以上、14 歲以下 

31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如擔任義務役軍官及士官，必須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幾年？ 

10 年 1 5 年 20 年 25 年 

32 父母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依何規定？ 

依父設籍地區之規定  依子女設籍地區之規定 

依行為地之規定  依母設籍地區之規定 

33 大陸地區人民受強制出境處分者，如合乎相關規定，內政部移民署得暫予收容，期間最長不得逾幾日？

必要時，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續予收容最長不得逾幾日？ 

15 日；40 日 15 日；45 日 15 日；50 日 20 日；40 日 

34 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

區： 

依親居留 停留 長期居留 永久居留 

35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95 條之 3 規定，依本條例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

事務，下列法律何者不適用？ 

入出國及移民法 行政執行法 行政訴訟法 行政程序法 

36 大陸地區人民逾期停留或居留者，由內政部移民署處新臺幣罰鍰： 

1 千元以上 5 千元以下  1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 

2 千元以上 1 萬元以下  2 千元以上 3 萬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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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應覓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二親等內血親、配偶或有正當職業之

公民保證，保證人為具有正當職業之公民，其保證對象每年不得超過幾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38 香港或澳門居民在臺灣地區有新臺幣多少元以上之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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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百萬 5 百萬 6 百萬 1 千萬 

39 依現行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具有下列何種情形者，內政部移民署得逕行強制出境，

或限令出境？ 
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 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 

40 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第 1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不是外國護照簽證條例之立法目的？ 
為保障人民權益 為行使國家主權 為維護國家利益 為規範外國護照之簽證 

41 下列何者非內政部移民署應進行查察登記之對象？ 
外國人 大陸地區人民 香港及澳門居民 有戶籍國民 

42 外國護照之簽證種類，下列何者錯誤？ 
外交簽證 禮遇簽證 停留簽證 定居簽證 

43 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外交部 
外國護照簽證之核發，由外交部或駐外館處辦理 
駐外館處受理停留簽證之申請，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核發 
依規定拒發簽證時，得不附理由 

44 下列關於中華民國護照之何種作為，不依護照條例辦理？ 
申請 簽證 核發 管理 

45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香港或澳門，依一般之出境規定辦理；其經由香港或澳門進入大陸地區者，適用下列

何者之相關規定？ 
入出國及移民法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46 香港或澳門居民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並辦妥戶籍登記後，須申請入出境者，依何種身分辦理？ 
香港澳門居民 臺灣地區人民 大陸地區人民 港澳僑民 

47 依據護照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應申請換發護照之情形？ 
護照污損不堪使用  持照人取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所餘效期不足 1 年  護照製作有瑕疵 

48 護照條例有關護照效期之規定，下列何者錯誤？ 
外交護照及公務護照之效期以 5 年為限 普通護照以 10 年為限 
未滿 14 歲者之普通護照以 5 年為限 護照效期屆滿，得延期 

49 下列對於入出國之簽證與證照查驗之敘述，何者錯誤？ 
簽證與證照查驗均為入國許可之一環，均由外交部為之 
簽證與證照查驗後之許可入國屬於行政處分 
簽證為入國第一階段之初核審查；證照查驗為入國第二階段之複核審查 
證照查驗並非單純執行簽證之事實行為，仍得進行實質審查 

50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有下列何者行為者，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處以刑事罰則？ 
未經許可入國 逾期停留 逾期居留 逾限令出國之期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