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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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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訴訟法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行政程序法 

2 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4 條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香港或澳門居民，未經許可入境者，內政部移民署得

限令其於幾日內出境？ 
5 日 7 日 10 日 15 日 

3 外國人如擬申請延期停留時，應於停留期限屆滿前，至遲幾日以內，檢具相關文件及照片，向內政部移

民署申請延期？ 
15 日 20 日 25 日 30 日 

4 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如原為大陸地區人民，未在大陸地區以外之地區連續住滿幾年者，

得不予許可？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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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 
臺灣地區人民  香港澳門僑民 

6 已出國之在臺設有戶籍國民，其護照逾期、遺失或滅失而不及等候換發或補發者，駐外館處得發給之證

件為何？ 
返國專用護照 入國證明書 入境證 護照遺失證明書 

7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經營移民業務者，以公司組織為限，應先向何機關申請設立許可？經依法辦理公

司登記後，再向何機關領取註冊登記證，始得營業？ 
經濟部；內政部移民署  經濟部；內政部 
內政部移民署；內政部移民署 內政部；內政部移民署 

8 有關於入出國查驗及資料蒐集利用辦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本辦法係為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規則 
在臺灣地區出生，且兼具有外國籍之國民，第 1 次出國時，應持外國籍護照出國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且持有中華民國之居留證者，入國時，須繳交「入國登記表」，未繳交者，內政

部移民署應禁止其入國 
外國人申請免簽證入國者，其護照所餘之效期，須為 6 個月以上 

9 在我國國內申請內植晶片之普遍護照之費額，每本之收費，原則上需新臺幣多少元？ 
1,200 元 1,300 元 1,400 元 1,500 元 

10 駐香港機構在當地聘僱之人員，其受聘僱達相當期間者，於入境臺灣之時，其所適用之規定，比照臺灣

地區人民辦理之。上述所謂之「駐香港機構」，係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何種機構？ 
香港代表處 香港服務站 香港事務局 香港辦事處 

11 大陸地區人民如擬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者，應於繼承開始起，至遲幾年以內，檢具相關之文件，向

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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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某甲係香港居民，擬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經許可，且已取得臺灣地區之定居證，某甲至遲須於多少日

以內，持憑上述之定居證，至預定申報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 
30 日 45 日 60 日 90 日 

13 某甲係大陸地區人民，因故被內政部移民署加以收容；在暫予收容之後，又被法院裁定續予收容；此一

續予收容之期間，自暫予收容期間屆滿之時起算，最長不得逾多少日？ 
45 日 60 日 90 日 120 日 

14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下列何者不須接受面談、按捺指紋並建檔管理之？ 
停留 團聚 居留 定居 

15 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曾非法入境我國者，得拒發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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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應我國政府邀請或對我國有貢獻之外國人士及其眷屬，適用何種簽證？ 
外交簽證 禮遇簽證 停留簽證 居留簽證 

17 下列何者非屬外交部或駐外館處得拒發簽證之情形？ 
曾在我國境內逾期停留者 有從事恐怖活動之虞者 
在我國境內無力維持生活者 無回程或次一目的地之機票、船票 

18 內政部移民署基於入出國管理之目的，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入出國之資料，並加以保存之，其保存

期限為何？ 
10 年 
30 年 
永久保存 
保有之期限，未明文規定，由內政部移民署自行決定之 

19 外國人持停留簽證入國者，停留期間之計算起點，以何時起算之？ 
入國翌日  入國之時 
取得合法簽證許可之時  取得合法簽證許可之翌日 

20 執行澳門居民強制出境，以下列何者為主要之原則？ 
解送至基隆港，搭乘船舶出境 解送至最近之機場，搭乘航空器出境 
解送至桃園機場，搭乘航空器出境 解送至金門，搭乘船舶出境 

21 內政部移民署受理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或定居案件時，應於受理申請之後，至遲

多久之時程之內，訪查申請人之臺灣地區配偶或親屬之家庭、身心、經濟等狀況，供作為審核申請案之

依據？ 
1 個月內 40 日內 45 日內 2 個月內 

22 甲是一家非營利社團法人，擬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業務，內政部移民署受理

甲之申請案件之後，不含延長審查期間至遲應於多久之內完成審查？ 
10 日 20 日 2 個月 3 個月 

23 某甲係外國人，因故遭內政部移民署強制驅逐出國，前項處分書應送交甲，並應聯繫甲之原籍國駐在臺

灣之使領館、授權機構或通知甲在臺指定之親友，至遲不得逾多少小時？ 
24 小時 36 小時 48 小時 6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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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在臺灣地區投資新臺幣至少多少金額以上，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 
500 萬元 1000 萬元 1500 萬元 3000 萬元 

25 大陸地區人民辦妥戶籍登記後，須更正戶籍登記事項者，應向何機關申請辦理？ 
內政部戶政司 內政部移民署 縣市政府民政局 戶政事務所 

26 內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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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最長各不得逾幾小時？ 
2 小時、4 小時 2 小時、6 小時 3 小時、6 小時 4 小時、8 小時 

27 假如受收容人為外國女性時，當其向內政部移民署請求攜帶未滿幾歲之子女同行者，得准許之？ 
3 歲 4 歲 5 歲 6 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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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入境之翌日

起算幾日內持憑至現住地之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入登記？ 
定居證；30 日內 定居證副本；30 日內 入境證副本；30 日內 入境證；60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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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者，內政部移民署得廢止其定居許可？ 
30 日 60 日 90 日 183 日 

30 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檔案之保存，應自外國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及澳門居

民最後一次入國（境）之日起算，保存幾年？ 
無年限之限制，由內政部移民署自行決定 20 年 
30 年  50 年 

31 甲係大陸地區人民，入臺之後，持有「長期居留證」，在該證有效期間屆滿之前幾個月之內，如某甲原

申請長期居留之原因，仍繼續存在者，得申請延期之？ 
3 4 5 6 

32 入出國及移民法的主管機關為何？ 
內政部移民署 內政部警政署 行政院 內政部 

33 入出國及移民法有關跨國（境）婚姻媒合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跨國（境）婚姻媒合得為營業項目 
跨國（境）婚姻媒合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 
跨國（境）婚姻媒合得於電視或廣播播送跨國婚姻媒合廣告 
經許可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法人，應保存媒合業務資料 3 年 

34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停留期間屆滿時，如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變者，得申請延長在臺停留

期間，其延期停留期間為： 
不得逾 1 個月 2 個月 不得逾 6 個月 依事實需要核給 

35 未滿幾歲之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或定居者，不予按捺指紋？ 
6 7 8 9 

36 某甲係大陸地區人民，因故被內政部移民署收容，某乙是某甲之在臺親友，某乙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會

見受收容人某甲，兩人會見之時間，如無特殊之情形，原則上，最長之會見時程為多久？ 
20 分鐘 30 分鐘 40 分鐘 1 個小時 

37 外交及公務護照之效期，主管機關得視持照人任務之需要與實際之情形，加以酌減之，可酌減為幾年？ 
1 至 3 年 1 至 4 年 2 至 4 年 3 至 4 年 

38 有關於個人生物特徵識別資料中之指紋之錄存方式，何者正確？ 
應以左手食指接受按捺  應以左、右手食指接受按捺 
應以右手食指接受按捺  應以左、右手拇指接受按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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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持外國護照入國者，申請停留延期、居留或居留延期，應先至戶政事務所

辦理何項手續，內政部移民署始得受理其申請？ 
戶籍遷出登記 戶籍遷入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撤銷之登記 

40 有關於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本辦法屬於授權命令，其授權之母法，主要為大學法 
香港中等以下學校之學歷檢覈，由受理機關或學校自行審查屬實者，即予以採認 
所稱之「檢覈」，其定義乃指：就香港或澳門各級各類學校畢業證（明）書、學位證（明）書、高級

文憑或肄業證（明）書之審查；經審查之後，就香港或澳門學歷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相當之學歷

之認定 
所稱之「採認」，其定義乃指：針對於香港或澳門各級各類學校之畢業證（明）書、學位證（明）書、

高級文憑或肄業證（明）書之審查，此種之審查，包括形式與實質之審查 
41 大陸地區人民如擬來臺從事個人旅遊觀光活動，須年滿 20 歲，且有相當新臺幣至少幾萬元以上之存款始

可？ 
5 萬元 10 萬元 15 萬元 20 萬元 

42 接近役齡之男子甲，如不慎遺失護照，經向鄰近之我國外交部駐外館處申請補發，其補發之護照效期，

最長之時效，係以幾年為限？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43 某甲是某外國已卸任總統之妻子，某甲須申請何種簽證，始可順利來臺？ 
外交簽證 外交眷屬簽證 禮遇簽證 公務簽證 

44 某甲之護照因故遺失，被他人拾獲，並送交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經通知某甲儘速領

回，某甲因工作之故，遲遲未領回；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對上述護照之保管期限，最長以幾年為限？ 
2 年 3 年 4 年 5 年 

45 某甲持外國護照，擬申請來臺簽證，依規定某甲須檢具有效外國護照，及最近「多久」以內之照片，送

外交部或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簡稱駐外館處）核辦？ 
6 個月 8 個月 10 個月 1 年 

46 某甲係中華民國現任總統之兒媳，下列何種護照種類適用於某甲？ 
外交眷屬護照 外交禮遇護照 一般護照 外交護照 

47 護照上面之外文姓名的排列方式，依規定係為姓在前，名在後，且含字間在內，不得超過多少個字母？ 
36 37 38 39 

48 依據護照條例規定，下列何者非屬應申請換發護照之情形？ 
持照人取得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護照內植晶片無法讀取 
所持護照非屬現行最新式樣 護照製作有瑕疵 

49 下列有關護照之敘述，何者錯誤？ 
外交護照及公務護照免費 
護照之申請，得由本人親自或委任代理人辦理 
護照記載事項除資料頁外，於必要時，得依規定申請加簽 
護照經申報遺失後尋獲者，該護照視為未遺失 

50 護照之持照人於護照增刪塗改或加蓋圖戳者，主管機關或駐外館處應如何處理？ 
扣留其護照  沒入其護照 
廢止原核發護照之處分，並註銷該護照 撤銷該護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