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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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論國際法中「無國籍」（stateless）的發生原因及解決方式。（25 分） 

二、自由（freedom）具有無上之價值，追求自由，是人的一種權利（right）。然而，

就移民收容處分之審查議題而言，移民收容本身乃屬於對受收容人身體自由之剝奪

與干預之高權處分。請從我國憲法第 8 條與「法官保留原則」之角度與觀點，論述

司法院釋字第 710 號解釋文，尚有那些可以再精進、強化與改善之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3531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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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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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釋字第 329 號解釋乃針對國際條約轉換為國內立法之程序加以說明，下列何者非該號解釋文之內容？ 

兩岸間文書若有涉及人民基本權利義務，且具有經濟與社會等國家重要事項者，一律送立法院審議 

國際文書之名稱為條約或公約，或稱為協定且附有批准條款者，當然應送立法院審議 

除條約或公約或用協定等名稱而附有批准條款之國際文書若經法律授權或事先經立法院同意簽訂，或

其內容與國內法律相同者，得免送立法院審議 

憲法所稱之條約係指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所締結之國際書面協定 

2 A 為一德國籍之航空公司，倘若其飛機於法國山區墜落，機上乘客除前述二國外，另包含荷蘭籍與丹麥

籍乘客（荷蘭籍乘客罹難人數高於丹麥籍二倍），關於國家管轄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法國檢察官就其境內失事航空班機之調查，基於領域管轄原則，得進行案件之調查 

德國政府基於國籍原則，該航空公司為德國籍之法人，德國檢察官亦可與法國合作進行案件調查 

荷蘭與丹麥政府基於被害人國籍原則，基於保護罹難國民之法律上權利，二國政府亦得主張行使管轄權 

依上述管轄競合之情況下，國際法上基於管轄權之優先順序，依序為法國、德國、荷蘭、丹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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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際人權保障除聯合國下設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外，各大洲亦設有區域性之人權委員會，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1949 年訂立東南亞國家協會人權保障公約，下設亞洲人權委員會，1972 年改名為東亞人權法院，受理

亞洲人權侵害之案件，但個人必須在窮盡當地救濟管道後才可以向委員會提出 

非洲國家於 1981 年通過非洲人與人民權利憲章，並於 2004 年成立非洲人與人民權利法院，對違反人

權之控訴加以審理 

 1969 年美洲間國家簽署美洲人權公約，下設美洲間人權委員會及美洲間人權法院，該委員會可以接受

個人提出對締約國違反公約之控訴 

 1950 年訂立歐洲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下設歐洲人權委員會與歐洲人權法院，此二組織已被 1994

年新成立之單一歐洲人權法院所取代 

4 對於死刑存廢之問題，依 1966 年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ICCPR）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ICCPR 第 6 條規定締約國應對生命權加以保護，並且直接要求締約國應全面廢除死刑 

 ICCPR 第 6 條第 6 款規定，任何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之任何部分作為推遲或阻止死刑之廢除 

 ICCPR 第 6 條第 2 款規定，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不得科處死刑；死刑未經管

轄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 

依 ICCPR 之意旨，締約國雖無義務徹底廢除死刑，但有義務限制死刑之執行，逐步廢除死刑 

5 「民族自決」在國際法上之討論與實踐很多，聯合國及其相關機構亦有許多闡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法上普遍接受殖民地或非自治領土享有獨立與民族自決之權利，以完成去殖

民化過程 

 2010 年國際法院（ICJ）於諮詢意見中指出，「宣布獨立之行為有可能造成一個新的國家建立，從而改

變其在國際法上主體之地位，國際應承認一切國家之內的人民享有自該國分離之自決權利」 

 1970 年通過「關於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係及合作之國際法原則之宣言」規定各民族享有平等

權利與自決權之原則，但亦規定每一國均不得採取目的在局部或全部破壞另一國國內統一及領土完整

之任何行動 

「非殖民地」之獨立與分離運動視為高度爭議問題，許多國家都不接受在一主權國家內之人民可以享

有自決權，國家實踐亦未顯示其為國際習慣 

6 下列何者非中華民國已簽署、批准之國際人權條約？ 

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兒童權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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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際法上關於管轄之豁免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國家豁免」主要是強調國家及其財產在外國法院應享有管轄豁免 

「國家豁免」原則只適用於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之雙方，故即使美國國會訂有臺灣關係法，我國仍無法

於美國法律適用國家豁免原則 

「外交豁免」不在於給予個人利益，而在於確保代表國家之使館能有效執行職務，故外交豁免多限於

職務上行為 

「外交豁免」限於使館與外交代表在接受國內應享有之特權與豁免 

8 下列何者不具國際法上關於國家代表之豁免資格？ 

派駐在外之外交領事人員 非政府組織參加全球性社會運動之人員 

特種使節團參加特別會議之人員 出席國際組織會議之國家代表 

9 依據 1933 年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第 1 條之規定，下列何者非國家應具備之資格？ 

固定的居民  一定界線的領土 

政府  與他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 

10 下列何者可符合 1951 年關於難民地位公約及 1967 年關於難民地位之議定書第 1 條規定所定義之「難

民」？ 

因利比亞國內情勢動盪，由該國北部沿岸沿地中海逃往義大利之人 

因車諾比核災而從其境內遷徙至歐盟境內之人 

因氣候變遷導致海平面上升之吐瓦魯境內遷徙至紐西蘭之人 

因尼泊爾大地震而從該國境內逃離至不丹之人 

11 下列何者非 1969 年條約法公約中所列之條約締結程序與生效步驟？ 

任命派遣談判代表 認證與簽署（字） 公眾諮詢與資訊揭露  批准與公布 

12 下列何者非 1969 年條約法公約中所規定條約生效之實質要件？ 

條約不違反當事國國內法上關於締約權限之限制 

當事國於簽署、批准、接受、贊同或加入條約時，並無提具任何保留 

當事國表示同意時，並無錯誤詐欺或對其代表賄賂或脅迫之情形 

條約內容必須合法，不違反強制規律 

13 關於國際法是否具有制裁之效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依聯合國憲章第 7 章所作成之決議，可對國家進行制裁，例如：1991 年波斯灣戰爭 

若國家簽訂之公約訂有制裁條款，則違反該公約之締約國將受到制裁，例如：麻醉品單一公約 

在國家雙邊關係上，受侵害國可以針對另一國違反國際法之不法行為採取「反措施」，包括使用必要

之武力予以報仇 

在 WTO 爭端解決機制下，勝訴方會員在獲得爭端解決小組之授權下，得對被認定違反 WTO 協定且未

於合理期間內遵行建議或裁決之另一方，採取貿易報復 



 代號：53130
| 

54130 
頁次：4－4

14 行政院強化競才策略推動小組，下分 4 個工作小組，其中競才條件工作小組由何機關主辦？ 

外交部 經濟部 教育部 內政部 

15 我國於機場港口建置各種自動化查核系統，下列何者可最先查覺管制對象？ 

自動查驗通關系統（e-Gate） 航前旅客資訊系統（APIS） 

航前旅客審查系統（APP） 外來人口生物特徵蒐集及辨識系統 

16 依據內政部移民署於民國 102 年辦理之「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需求」調查，大陸地區配偶最希望參與的

訓練項目，第一名需求為何？ 

衛生保健常識 親職教育育嬰常識 醫療照護技能 語言訓練識字教育 

17 目前我國之移入趨勢以何項移民為最大宗，且來源國較集中？ 

技術移民 投資移民 非經濟性移民 人道援助移民 

18 下列何者非移民人口評估之主要來源？ 

戶籍登記 居留許可 勞動力調查 人口普查 

19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投資新臺幣 3 千萬元，可申請何種許可？ 

停留 投資居留 專案居留 定居 

20 政府為掌握移入人口發展動態，完備全國性資料庫，明訂每幾年辦理外籍配偶生活處遇調查？ 

每年  3 年  5 年  10 年 

21 提審救濟與收容異議，何者較快移送法院審理？ 

提審 收容異議 一樣快 無從比較 

22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規定，下列何者不屬人口販運使用之方法？ 

招募 買賣 質押 強暴 

23 人口販運問題錯綜複雜，涉及各面相，需整合政府與民間資源，強化國境內人流管理。下列何者非整合

面向的重點？ 

移民 勞動 民政 治安 

24 依相關法律，下列何種身分，強制出國（境）前之收容期間最長？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 外國人 香港澳門居民 大陸地區人民 

25 依據國際移民組織（IOM）對「國際移民」的定義，遷移的目的是定居而非暫居，同時還必須在外國最

少居住幾年以上？ 

 1 年  2 年  5 年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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