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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出國及移民署執行職務人員於入出國查驗時，必要時對當事人得實施暫時留置，實施暫時留置時間，對大

陸地區人民，不得逾多久？ 
4 小時 5 小時 6 小時 8 小時 

2 有關禁止對居住於臺灣地區的人民為歧視行為，依入出國及移民法列舉規定，任何人不得以國籍、種族、膚

色、階級及下列何因素，而為歧視？ 
出生地 男女 宗教 黨派 

3 依現行規定，外國人得暫予收容之要件，下列何者為錯誤？ 
受驅逐出國處分尚未辦妥出國手續 非法入國或逾期停留、居留 
受我國政府通緝  其他在事實上認有暫予收容之必要 

4 有關撤銷或廢止外國人居留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留證之要件，下列何者為錯誤？ 
申請資料虛偽或不實   
回復我國國籍 
取得我國國籍   
兼具我國國籍，以外國人身分入出國、居留或定居 

5 在我國出生之外國人，出生時其父或母持有外僑居留證或外僑永久居留證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幾日內，

申請外僑居留證？ 
10 日 15 日 20 日 30 日 

6 外國人在我國居留期間內，有出國後再入國之必要者，應於出國前向何機關申請重入國許可？ 
入出國及移民署 外交部 警察局外事科 縣市政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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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在臺灣地區有一定金額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得向入出

國及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留，一定金額指新臺幣多少？ 
一千萬元 二千萬元 三千萬元 五千萬元 

9 受收容之外國人無法遣送時，入出國及移民署得限定其住居所或附加其他條件後，如何處理？ 
廢止收容處分 撤銷收容處分 註銷行政處分 停止收容處分 

10 面談輔佐人之資格以申請人之配偶、直系血親及下列何者為限？ 
四親等內旁系血親 四親等內姻親 三親等內旁系血親 公益團體志工 

11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8 條規定，曾經逾期停留、居留或非法工作之外國人，入出國及移民署得禁止其入

國，其禁止入國期間，自其出國之翌日起算至少為一年，並不得逾幾年？ 
2 年 3 年 4 年 5 年 

12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持我國護照入境，在臺灣地區合法連續停留幾年以上，且每年居住 183 日以上者，得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留？ 
2 年 3 年 5 年 7 年 

13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幾年，不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 
10 年 15 年 20 年 3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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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者，其因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任及義務，應如何處理？ 
由臺灣地區法院判決  由大陸地區法院判決 
視為消滅  不因而喪失或免除 

15 外國人已取得居留、永久居留許可，而有違法得強制驅逐出國之情形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於強制驅逐出國前，

得如何處理？ 
召開公聽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機會 舉行聽證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機會 
召開記者會  召開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機會 

16 入出國及移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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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下列何機關核定後公告之？ 
總統 立法院 行政院 內政部 

17 外國人申請停留簽證目的，不包括下列何者？ 
就學 參加國際會議 探親 聘僱 

18 依外國護照簽證條例之規定，列舉得拒發簽證之事由，不包括下列何者？ 
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曾非法入境我國  
所持外國護照經變造者  屬無政府主義者 

19 下列何者並非外國護照簽證條例之立法目的？ 
規範外國護照之簽證  禁止外國人入國  
維護國家利益  行使國家主權 

20 入出國及移民署受理申請面談，如接受面談之人為未滿十四歲，其面談之實施，應符合下列何條件？ 
經其本人同意後，始面談 告知可拒絕答覆相關詢問 
審酌免予面談，逕予通過 與其法定代理人同時面談 

21 外國人向外交部申請居留簽證，依外國護照簽證條例施行細則列舉規定，外交部得要求申請人提供之資料，

不包括下列何者？ 
來我國目的證明 學經歷證明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旅行計畫 

22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之主管機關，為下列何者？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內政部 海峽交流基金會 入出國及移民署 

23 有關入出國事務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永久居留：指外國人在臺灣地區無限期居住  
停留：指在臺灣地區居住期間未逾六個月 
定居：指決定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 
過境：指經由我國機場、港口進入其他國家、地區，所作之短暫停留 

24 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17 條規定，內政部得基於政治、經濟、社會、科技、文化及下列何

考量，專案許可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 
教育 宗教 傳播 公務 

25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有下列何種情形，入出國及移民署應不予許可其入國？ 
來我國之目的作虛偽陳述 未帶護照 
有犯罪習慣  曾經被拒絕入國 

26 下列何者申請喪失我國國籍，內政部得予許可？ 
僑居國外國民，在國外出生且於國內無戶籍但尚未服兵役者  
為民事被告 
受破產之宣告，未復權者 
有滯納租稅或受租稅處分罰鍰未繳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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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外國人已取得外僑永久居留證者，其申請歸化，應檢附何種財力證明文件？ 

最近一年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行政院勞工委員會公告基本工資二倍者  
國內之動產及不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五百萬元者 
出具足資證明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資料 
免附財力證明文件 

28 國籍法於民國 89 年修正時，生父為外國人生母為我國人之未成年人，何時以後出生者溯及具有我國國籍？ 
民國 69 年 2 月 9 日 民國 69 年 2 月 10 日 民國 69 年 2 月 11 日 民國 69 年 2 月 12 日 

29 下列何種情事，不得申請改姓、改名或更改姓名？ 
為民事被告  受破產之宣告，未復權者 
受監護宣告者  經通緝或羈押者 

30 國民身分證係不法取得、冒用或變造者，發現之機關（構）應函知何機關，註銷製發檔案資料？ 
內政部  原發證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原發證之戶政事務所  當地警察機關 

31 下列有關申請戶籍登記之敘述，何者錯誤？ 
未滿十四歲者，不得申請發給 國民身分證非依法律不得扣留 
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  國民身分證滅失或遺失者，應申請補領 

32 戶政事務所逕為出生登記時，無依兒童之姓氏如何決定？ 
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  從母姓  
戶政事務所主任代立  從監護人之姓 

33 下列何種戶籍登記事項，無申請人時，得以利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初設戶籍登記  監護登記  
輔助登記  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行使負擔登記 

34 下列何者不是死亡登記之申請人？ 
同居人  檢察官 
死亡者死亡時之房屋或土地管理人 經理殮葬之人 

35 虛報戶籍遷入登記之人口，應為何種登記？ 
撤銷登記 廢止登記 更正登記 變更登記 

36 下列有關出生地認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無依兒童之出生地無可考者，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在船機上出生而無法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出生時該船機之船籍港、註冊地或國籍登記地為出生地 
在兒童及少年福利機構收容教養者，以該機構所在地為出生地 
在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出生地 

37 下列有關遷徙登記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內就學者，應為遷出登記  
全戶遷徙時，矯正機關收容人應隨同遷徙 
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出境二年以上者，應為遷出登記 
服兵役者，應為遷出登記 

38 結婚證明書或離婚證明書之格式，由何機關定之？ 
行政院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戶政事務所 

39 下列戶籍登記有關戶之規定，何者錯誤？ 
同一處所不得分別立戶  一人同時不得有二戶籍 
單獨生活者，得為一戶並為戶長 戶籍登記，以戶為單位 

40 ①林小莉主張與通緝有案之凌小莉同名申請改名  ②張君子主張與阿姨姓名相同申請改名  ③王夫子主張

與其孫子姓名相同申請改名  ④呂大軍主張與曾祖母葉大軍同名申請改名。以上何些情事是姓名條例明文

規定可申請改名？ 
①②③ ②③ ③④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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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李女是國內有戶籍者，其外籍配偶該如何依姓名條例使用姓名？ 
結婚登記、申請歸化及歸化後均應取中文姓名  
結婚登記、申請歸化及歸化後均應取中文姓氏 
結婚登記取中文姓氏，申請歸化及歸化後均應取中文姓名 
結婚登記、申請歸化取中文姓氏，歸化後應取中文姓名 

42 親等關聯資料係親屬關係之戶籍資料，作為親屬關係證明文件，資料控管必須嚴格，因此以下何項非戶籍法

之規定？ 
提供資料之格式以辦法另定之 不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申請 
僅得提供有利害關係之部分 須法律明文規定需求之申請 

43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與戶口名簿戶號之編定及配賦方式，現行法定規範如何？ 
二者編定由內政部，直轄市、縣（市）定配賦方式，交戶政事務所配賦  
前者編定由內政部，後者編定及二者配賦方式由直轄市、縣（市）定之，交戶政事務所配賦 
二者編定及配賦方式均由內政部定之，交戶政事務所配賦 
二者編定由內政部定之，配賦方式交戶政事務所配賦 

44 公務員或醫療機構未將出具之死亡證明文件送當事人戶籍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時，如何依戶籍法處

理？ 
公務員、醫療機構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  
公務員、醫療機構負責人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公務員由服務機關懲處、醫療機構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公務員由服務機關懲處、醫療機構負責人處新臺幣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罰鍰 

45 以下何案係免經催告程序，由戶政事務所逕行為戶籍登記？ 
甲男之死亡宣告係由檢察官聲請 乙男應認領甲女經法院判決確定 
丙男與乙女經法院調解離婚成立 丁男收養丙女經法院裁定認可確定 

46 小莉從父姓於父母離婚後，為其阿姨收養，她的姓氏及國民身分證父母欄，可如何記載？ 
須改為阿姨之姓，母欄為阿姨姓名父欄劃雙橫線  
可改為阿姨之姓，母欄為阿姨姓名，人工加註生父姓名 
可維持原姓，母欄為阿姨姓名，父欄載父姓名 
可維持原姓，母欄為阿姨姓名及生母姓名，加註生父姓名 

47 考量昔日分平地或山地原住民現仍區分否，申請戶籍登記原住民身分及族別，如何記載？ 
身分：原住民；族別：14 族之 1 族  
身分：原住民；族別：13 族之 1 族 
身分：平地或山地原住民；族別：14 族之 1 族  
身分：平地或山地原住民；族別：13 族之 1 族 

48 陳女於未婚時生有甲男、乙女、丙女，嗣與林先生結婚再生丁女、戊男，林先生又收養甲、乙、丙，請問他

們之五子女該如何登記出生別？ 
長男、長女、次女、三女、次男 長男、長女、次女、長女、長男 
長男、次女、三女、四女、五男 長男、長女、次女、長女、次男 

49 越南國籍女子阮氏於民國 96 年 2 月 20 日與我國籍配偶離婚，同年 6 月 30 日於國內生產一子，請問該子要

如何取得我國國籍？ 
因父母婚姻關係已消滅，可隨母歸化 因出生於我國，又未成年即可歸化 
須由父認領後，即具有我國國籍 無庸父認領，即具有我國國籍 

50 下列有關應為初設戶籍登記之情形，何者錯誤？ 
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者  
大陸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核准定居者 
在臺灣地區合法居住之無戶籍國民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或回復國籍後，經核准定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