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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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安全工作的範圍極為廣泛，但基本上可分為確保國境安全、災害防救應變、基礎建

設防護、維安防恐機能等四個面向，試分別說明之。（25 分） 

二、試說明我國負責國境執法的機關有那些？以及各自主要的職掌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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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列關於真主黨（Hezbollah）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屬於回教的什葉派  主要活動地區在東南亞 
主張中東和平進程  受到伊拉克政府的軍事及財務支持 

2 我國中央負責掌理人口販運防制之主管機關為： 
內政部 外交部 法務部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3 近年來兩岸與東南亞國家合作共同打擊犯罪，以何種查緝目標成果最為豐碩？ 
電信詐欺 綁架勒贖 貪腐犯罪 文物走私 

4 依據「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下列何者不是兩岸共同打擊犯罪的內容？ 
犯罪情資交換 協助偵辦 人員遣返 互設聯絡處 

5 下列有關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秘書處設於德國波昂  本身沒有警察部隊，對各國亦無指揮權 
我國自 2006 年起成為國際刑警組織的會員國  911 事件以後成立情資融合中心打擊恐怖主義 

6 依據「人口販運防制法」之規定，何種機關應設置檢舉通報窗口或報案專線，受理疑似人口販運案件？ 
司法警察機關及衛生主管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及外交主管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及勞工主管機關 司法警察機關及大陸事務主管機關 

7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專勤事務大隊主要是透過何種手段，以遏阻虛偽結婚情事，杜絕非法移民？ 
戶口調查 查察訪視 路邊臨檢 家戶臨檢 

8 我國國境線偵查毒品犯罪，不包括那一種方法？ 
觀察法  X 光儀之偵查檢視 緝毒犬之運用查緝 誘捕偵查 

9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民國 100 年 8 月建置何種裝備，作為國境犯罪情報蒐集之利器？ 
自動查驗通關系統（e-Gate） 新版晶片護照查驗系統 
航前旅客資訊系統（APIS） 訪客計劃系統（VISIT Program） 

10 美國「國家反恐中心」（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隸屬於那一個機構？ 
中央情報局（CIA） 
聯邦調查局（FBI） 
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Office of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11 下列何者不是美國在 911 事件以後所採取的國土安全作為？ 
國會通過「愛國者法案」（The USA PATRIOT Act） 
成立「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成立「北方司令部」（US Northern Command） 
成立「聯邦緊急事務管理總署」（FEMA）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8017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D008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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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機關何者不負責機場的安全警衛？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外交部領事事務局  財政部關稅總局 

13 我國已經獲得一百多個國家免簽證待遇，各國政府在評估是否開放我國免簽證時，安全問題是一項關鍵性的考量因素，

包括第一，臺灣是否有能力打擊護照詐欺犯罪，另一項是臺灣本身是否有能力： 
防止不法分子偷渡入境或經由臺灣轉機偷渡其他國家 
防止不法分子詐欺其他國家人民 
防止跨國犯罪集團藉臺灣販毒 
防止跨國犯罪集團藉臺灣洗錢 

14 美國國務院公布之「2011 年人口販運報告」，對我國防制人口販運整體作為表示肯定，並將臺灣評列為第一級名單，

而在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公布的「我國回應說明」中，則從那三面向說明我國推動作為？ 
定罪、驅逐與國際合作  逮捕關押、遣返與國際合作 
逮捕關押、保護與國際合作 查緝起訴、保護及預防 

15 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對於被害人提供之保護措施，不包括： 
傳染病篩檢  補助返回原國籍地之交通費用 
最低工資  身分資料之保密 

16 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8 條規定，人口販運被害人因協助偵查或審判而於送返原籍國（地）後人身安全有危險

之虞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專案許可人口販運被害人停留、居留。而其得申請永久居留的要件為： 
在我國合法連續居留 3 年，每年居住超過 183 日以上 
在我國合法連續居留 3 年，每年居住超過 270 日以上 
在我國合法連續居留 5 年，每年居住超過 183 日以上 
在我國合法連續居留 5 年，每年居住超過 270 日者 

17 我國「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2 條對「人口販運」之定義，仿效聯合國之規定，認為未滿幾歲被害人之同意行為係無效

之同意？ 
 14 歲  16 歲  18 歲  20 歲 

18 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條規定，定居的意義為： 
指在臺灣地區居住並設立戶籍 指外國人在臺灣地區無限期居住 
指在臺灣地區居住期間超過 6 個月 指在臺灣地區居住期間超過 1 年 

19 臺灣地區的網路經常受到外力攻擊，如病毒感染、駭客攻擊與非法入侵等，為推動國家資訊通信安全政策，建構國家

資訊通信安全環境，我國政府特設： 
行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行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指揮中心 
國安會國家資通安全會報  國安會國家資通安全指揮中心 

20 我國行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將那三項功能合而為一，做為國土安全的核心主軸？ 
危管、反恐與徵召 災防、反恐與全動 指揮、協調與整合 傳達、分析與反應 

21 聯合國大會在 2006 年通過第 A/60/288 號決議，制定了那項文件？ 
制止恐怖主義行為國際公約 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 
制止恐怖主義爆炸事件的國際公約 全球反恐戰略 

22 我國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對人口販運採取從寬認定，依據「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第 3 條規定，司法警察人員

於調查案件時，無論是否合法入境，凡是遭遇何種迫害，皆視為人口販運被害人？ 
性剝削或離婚者  勞力剝削或智力剝削者 
性剝削或勞力剝削者  勞力剝削或申請庇護者 

23 2001 年 911 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後，聯合國安理會先後通過決議與宣言推動全球反恐合作，同時，在 2003 年 1 月 20
日通過何項決議，強調必須防止恐怖分子利用其他犯罪活動，如跨國組織犯罪、非法藥物與毒品販運、洗錢及販運軍

火等？ 
 1377 號決議  1356 號決議  1456 號決議  1477 號決議 

24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司法、軍法機關、法務部調查局或內政部警政署因偵辦案件，情況急迫，得通知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禁止國民出國，惟禁止出國之期間自通知時起算，不得逾幾小時？ 
 24 小時  48 小時  72 小時  96 小時 

25 中共應對公共突發事件與反恐作戰的主要力量是： 
公安部隊 武警部隊 解放軍部隊 中央警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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