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鼎文文理補習班 2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第一部分 考情分析與準備方法》 

壹、我們在移民特考要考哪些科目 

一、三等科目簡介：移民特考三等專業科目命題大綱 

國土安全與移民政策（含移民人權）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移民行政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國土安全與恐怖主義之概念。 

二、具備國境管理之專業知能。 

三、了解國土安全、移民人權與移民輔導政策之理論與實際。

四、防制非法移民政策與人流管理運作。 

大綱內容 

一、國土安全與反恐 

 國土安全體系與運作 

 國土安全情報理論與實務 

 國際反恐合作與法令 

二、國境人流管理與非正常移民防制政策 

 國境人流管理 

 非法移民管理政策 

 非法移民管理法制 

 非法移民與人口販運問題與實務 

三、移民理論與政策 

 國際移民的範疇、成因、影響 

 重要之國際移民理論 

 婚姻移民、技術移民、投資移民、人道援助移民 

 居留與定居制度 

 移民資訊提供、移民業務管理 

 移入發展趨勢 

 多元文化社會概念的理解與建置 

 移民輔導 

四、國際人權與移民人權 

 國內法化之國際人權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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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難民 

 國籍與個人、外國人之保護 

 引渡與庇護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

相關之綜合性試題。 

 
行政法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移民行政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依法行政原理之概念。 

二、對公務員法之理解。 

三、了解行政行為之運作。 

四、具備行政執行及行政罰之分析能力。 

五、具備各種行政救濟制度之適用能力。 

大綱內容 

一、行政程序之原理原則及公務員法 

 行政程序之原理原則 

 公務員法（公務員概念之確定、公務員之法律關係、公務員之責任。） 

二、行政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 

 行政計畫 

 行政指導 

三、行政執行及行政制裁 

 行政執行法 

 行政罰法 

四、行政救濟法制 

 訴願法 

 行政訴訟法 

 國家賠償法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

關之綜合性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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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包括入出國及移民法、人口販運防制法、國籍法、就業服務法、臺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護照條例、外國護照簽證條例、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民法親屬編） 

適用考試名稱 適用考試類科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行政人員考試三等考試 移民行政 

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 

一、了解入出國及移民管理之理論。 

二、熟悉入出國管理法令之規定與運用。 

三、熟悉移民管理法令之規定與運用。 

大綱內容 

一、入出國及移民管理之理論 

 入出國及移民之概念 

 入出國管理之原理 

 移民管理之原理 

二、入出國管理法規 

 入出國及移民法 

 人口販運防制法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 章、第 2 章、第 5 章與入出境規範、罰則

有關者）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 章、第 2 章、第 5 章與入出境、罰則有關者） 

 護照條例 

 外國護照簽證條例 

三、移民管理法規及相關民事法律 

 國籍法 

 就業服務法（第 5 章、第 6 章、第 7 章與外國人聘僱有關者） 

 民法親屬編（第 1 章、第 2 章 1-3 節、第 3 章與婚姻及父母子女有關者）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3 章）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3 章）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 章、第 2 章及第 6 章） 

備註 
表列命題大綱為考試命題範圍之例示，惟實際試題並不完全以此為限，仍可命擬相

關之綜合性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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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入出國及移民法規》 

 

第一章 基礎理論與入出國管理法規 

第一節 基礎理論 

壹、入出國及移民之概念 

一、入出國之概念 

入出國及移民法（下稱本法）所稱之入出國，即為入出臺灣地區而言。自本法中已強調我

國為一主權獨立之國家。舉凡本法中之相關規定，如外國人之申請入國查驗、禁止入國、

強制驅逐出國等，皆是以入出國作為規定；顯示出我國與主權之表現。亦即，就國境上人

流管理之行為而言，其性質屬於主權行為，且原則上宜界定為國境人流管理之具體行政作

為。 

惟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2 款之規定，外國人出、入境、難民認定及國籍變更之

行為，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對於個人入出國（或稱入出境）之行為，由於本法

原則上除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之返國無須經過許可之外，其餘個人，如外國人、

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與香港澳門地區居民，原則上其入出境乃採許可制加以管制。故

既有本法為特別法將外國人之出入境相關程序與要件加以規範，則此時基於特別法優先於

普通法之原則，即應適用本法之相關行政管制規定。 

自動態面向加以觀察，個人出、入國的二種行為，雖二者之間具有關聯性，但對外國人而

言，從其所主張的權利性質上，乃有所不同。因入國，指外國人自我國領域以外的地區，

進入本國的領域而言。而出國，指其自本國領域內，往國外之其他地區出發而言。而對於

我國人而言，基於憲法第 10 條所保障之居住遷徙自由基本權，原有自由入出國境之權利，

但仍得依法加以必要之限制，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54 號解釋即闡明斯旨。故對於我國人

而言，尤其是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國民，其入境即為回國，而出境即屬出國，故除具

有法定消極要件之情形應加以具體限制外，通常之情形均承認其得自由入出境。以下分就

「入國」與「出國」之基礎概念簡述之： 

入國 

入國指進入本國而言，本國之範圍包括我國所屬之領土、領海、領空。外來人口進入本

國，須經遍我國之許可，此從主權國家之權力而言，乃屬當然。外來人口之進入他國，

依國際習慣法之通說，並不認為外來人口有本項權利。因其入國涉及各國家主權之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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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家有對外獨立、對內最高權力，一般外來人口（或外國人）不能主張有此項權利。

但國家主權之行使並非沒有限制，從理論上而言法治國家一切權力之行使，均來自於「法

律之授權，並受憲法原則之拘束」。因此其權力之運作、行使、裁量，須遵守立法比例、

法律保留、裁量原則等法治國家原則；且外國人之入國，亦涉及外國人人權事項。因此，

除有為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秩序、防止傳染病、造成公共負擔等原因外，一般國家應不

得恣意禁止外國人入國。 

有關外來人口的入國，依學說上的主張，外來人口可否進入一個國家之說法有四： 

國家應一律接受外國人申請入國。 

國家可依正當原因而排除特定之外國人。如有犯罪紀錄、帶傳染病者。 

國家可以附帶規定，外國人入境須具備特定條件，始許可其入國。 

國家可以自由決定，對國家有利者始准許其入境。 

一般的通說，則採取前述 2 或 3 說，亦即對於外來人口之入國或入境，其目的國得依法

加以管制。 

出國 

出國與入國為相對應的概念，指個人從我國之領域，包括領土、領海及領空的範圍而離

去，其不只是形式上的到達我國領域之外，且依其個人意願亦有往我國領域以外的認知，

始足以構成。 

 

貳、入出國管理之原理 

一、入出國管理制度之基礎意義 

入出國（境）管理制度，係指針對入出一國國境之人、物（包括貨物及工具）所施行措施

之總稱。就人的管理部分，約略可涵括入出國前之許可，入出國當時之國境管理，入國後

之居停留管理，以及必要時出國之強制等。本科之出題，乃以人的入出國管理為主，且入

出國前之許可問題與管制方式，均屬入出國相關法規之主要規範內容。一般而言，人口於

國際間的移動，須出境國與入境國之許可，相互配合，以完善整體國境人流管理之程序。 

 

二、入出國許可之概念 

許可之意義  

一般而言，特定的活動或計畫，其本質雖非法律政策上受負面評價者，但為預防在個案

中發生違法情事，法律特別規定，須經主管機關之「許可」始得為之。此一須許可之規

定，實即禁止未經許可而為該行為。惟主管機關之審查結果，如不能證明有法律上應拒

絕之理由，即應予以許可。據此，除人民對於行政機關許可之作成，具有請求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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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更具有以下二種特質： 

暫時禁令的解除  

法令內涵中，對某個別事件為暫時之禁止，換言之，即非永久性、終結性的禁止，此項

禁止，經由主管機關對該事項之審核而同意後，仍得予以淮許，在未獲淮許前，處於暫

時禁止狀態。因此，亦有將之稱為附許可保留之禁止。 

預行控制的手段  

行政機關為了確保審查程式的實施，對具體事件經常以法律為一般性的限制，但自始即

保留許可之可能性，此種事前抑制，在法治國理念之下，是被允許的。所留下的問題，

僅是如何依禁止事項之性質，來劃定此種預行控制之界限。是以，依據上開預防之許可

保留原則，而核發無疑慮證明書之行政行為，即謂之許可。  

 

三、入出國許可與人口移動  

關於國際間人口移動，一般通常採取屬地主義，且以國境為界。我國入出國管理法制亦不

例外，甚至將此移動的人口，區分為國民（另依在臺是否設有戶籍為區分在台有戶籍國民

及在臺無戶籍國民二種）、外國人（包括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等四

大類，各別規範其入出國（境）之許可之要件。 

國民入出國許可與遷徙自由權  

如前述，我國憲法第 10 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是以，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

中華民國國民，受到憲法此一規定之保障。雖然此一憲法條款並未明文規定，國民有入

出國之權利，但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43、454、542、及 558 號解釋，國民入出國之權

利，已內涵在憲法第 10 條之保障範圍。是以，我國入出國管理法制，對於國民入出國之

限制，僅能依憲法第 23 條規定，作合憲性之規制，否則即屬違憲。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 條第一項之規定，在臺有戶籍國民之入出國，自中華民國 89 年

5 月 21 日起，已廢止許可制度。但仍保留在臺無戶籍國民入出國之許可制度。學說上認

為，此種差別待遇，是否合憲，值得研究。 

國民依其在臺是否有戶籍，作為入出國實行制許可制度之區分准據，此似為司法院大法

官釋字第 558 號解釋所肯認，同號解釋劉鐵錚大法官更於不同意見書中表示，此乃由於

行憲後，國家遭遇重大變故，特殊國情使然，如不作此區分，必有事實上之困難，與國

家安全也屬有礙，乃立法機關盱衡國家情勢，考慮國家安全後所為之立法裁量，應無違

憲之虞。但董翔飛大法官於同號解釋不同意見書所表示之意見，認為禁止國民入出國，

法已有明文之具體規定，對於國民之入出國即應不得再以在臺是否有戶籍，作為應否先

經許可之差別待遇，亦有其論據。當然，對於是否違反平等權之審查，不同類型的差別

待遇，可以適用不同層級的違憲審查標準。我國入出國管理法制，對於國民單純以其在

臺是否有戶籍，作為實行許可制之區分准據，生硬地在國家構成要素之中，區分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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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國民」，既然在臺無戶籍國民，本質上對國家安全並未比在臺有戶籍國民具有更

高或極高的危險性，以之作為入出國境實行許可制之區分准據，自難脫歧視之譏評，值

得檢討省思。 

至於上開解釋除以在臺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作為國民入出國管理法制，得否採行許可制

之標準，另增加現行法制所無之「住所」要件（依據本法第 3 條第 4 款規定：「居住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現在或原在臺灣地區居住之國民，且未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本條規定並無住所之要

件，僅規定設有戶籍）劉鐵錚大法官於不同意見書中表示，此已使在地區未設住所但有

戶籍之國民，依入出國及移民法原可享有之入出境不需申請許可之權利，變得曖昧不明、

模糊而不確定，不僅造成執行機關一頭霧水，不知如何適從？對有戶籍國民入出境不需

申請許可的權利，解釋出較現行適用的入出國及移民法更為嚴格的標準，或作出承諾主

管機關未來朝此方向修訂時，並不違憲的保證。此點亦值得主管機關研究解決，俾資釋

疑。 

外國人入國許可之規制  

外國人入國許可規制之問題，首先涉及外國人得否享有我國憲法第 10 條保障之遷徙自由

權。由於我國憲法僅於第七條平等權之保障，使用「中華民國人民」一詞，其餘基本權

一概使用「人民」。因此，是否即可謂未標明「國民」享有之個別基本權，即為任何人

皆得主張之人權，即有疑義。由於外國人入境我國，直接涉及我國領土之主權，在國家

主權與領土恆屬我國國民全體之定理下，進入國境乃本國國民始得主張之基本權。對於

是否淮許外國人入國，一般國際法上認屬本國的自由裁量權。即使依照一般國際間之慣

例，本國亦無義務必須允許外國人國民入境。是以，外國人入境他國，並非行使入境人

權之結果，而是依據兩國之間外交上之平等互惠原則，享有對方國家給予進入國境之優

惠。國際法學會於 1892 年於日內瓦集會制定了「關於外國人入國許可及強制退去國際規

則」，其中亦提及對於各國而言，對外國人欲進入本國之許可或賦予一定條件之許可，

及對於外國人加以強制出境等情形，皆是由國家主權及獨立的立場所得必然之結論。只

是作為一個法治國家，欲限制外國人入境，仍必須符合法律保留原則。再者，一個國家

作為國際之一員，亦有信守國際法之義務，至少對於他國國民入境之申請，不得以歧視

方式，予以核駁。 

大陸地區人民入境許可之規制 

憲法作為人民權利的保障書，主要乃以本國國民為保障對象。憲法第 3 條規定「具有中

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雖然行憲後，因為重大變故，使得兩岸形成兩個政

權並存的事實，但基於修憲者國家終將統一之認知，設戶籍於臺灣地區之人民，固為中

華民國之國民，但設戶籍於大陸地區之人民，亦為中華民國國民，應無疑義。從而亦得

享有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惟因因素，大陸地區人民亦多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籍，成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國民。此一事實，是否可以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自由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權利義務及其它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為依據，作為差別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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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當理由？ 

論者認為兩岸仍在對峙狀態，為確保臺灣安全，並鑒於無法給予兩岸人民相同程度之基

本權保障之事實，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大陸地區人民非經

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並未違反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規定之意旨。司法

院大法官釋字第 497 號解釋，亦採相同之見解。釋字 710 號解釋理由書再次肯認此一見

解，認為憲法增修條文前言明揭：「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 27 條第 1 項

第 3 款及第 174 條第 1 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如左：……」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明

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

規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兩岸關係條例）即為規範國家統一前，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及其他事務，所制定之特別立法（本院釋字第 618

號解釋參照）。兩岸關係條例第 10 條第一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

不得進入臺灣地區。」是在兩岸分治之現況下，大陸地區人民入境臺灣地區之自由受有

限制（本院釋字第 497 號、第 558 號解釋參照）。故此對於大陸地區人民入境許可之限

制，依據上開見解，乃為合理之差別待遇，而無乖於平等原則。 

香港澳門居民入國許可之規制 

我國為了因應英、葡分別於 1997 年 7 月 1 日及 1999 年 7 月 1 日，將香港、澳門地區的

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遂於民國 86 年制定了「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依現行香

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1 條第一項規定，香港或澳門居民，經許可得進入臺灣地區。亦即港

澳居民之入境，與大陸地區人民相同，亦採取許可制。 

港澳地區已是大陸地區的一部分，就臺灣地區與港澳地區之關係，原應適用兩岸關係條

例。但因我國與港澳間之往來關係，仍屬密切，即使英葡已分別結束其在港澳地區之治

理，但衡諸實際情形，港澳地區與大陸地區仍有相當大的差異性，是以，我國與港澳地

區之關係，實行另行立法，而未逕行適用兩岸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 1 條第 2

項但書更明文規定，本條例未規定之事項，除本條例有明文規定者外，不適用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之規定，應可接受；且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關於入境之相關規定，

雖近年來該條例有相關修正、調整，但此部分自民國 86 年後尚無具體修正，自法規之穩

定程度而言，實務上似亦未發生入境管制上之重大困難。 

 

參、移民管理之原理 

一、國際移民之定義 

國際移民應當定義為：在國籍所屬國或出生國以外的國家或地區作一定期限的居留而出

入國境的自願或非自願遷移行為。 

國際移民組織認為：國際移民是指居民跨越國境離開出生國或原國籍國，以短期或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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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為目的前往他國的遷移。遊客、短期商務考察者、醫療或宗教朝拜等通常不計入移

民之列。 

 

二、移民之內涵 

學說上曾經指出，移民的內涵基本上包括六項： 

移民係基於自由意志，移居國外，長久居住終其一生。 

受本國（移出國）推力之影響或為他國（移入國）所吸納。 

受到移入國入出國及移民法制之規範與管理。 

皆須經過停留、居留、永久居留、定居等移民過程。 

透過和平、合法方式為主，少數則透過非法途徑。 

以長期、永久居住他國為目的。 

 

三、移民管理 

移民管理與移民政策之發展 

移民管理與我國移民政策之發展具有直接且密切之關連。移民政策是解決移民問題的基

本原則或方針，然而依據學者見解，我國目前尚無全盤性的移民或謂人口移動政策」

（MigrationPolicy），原因在於自 1950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我國人口的移入

（Immigration）、移出（Emigration），都受到嚴格限制，幾乎成為封閉狀態，再加上我

國政府認為臺灣地狹人稠，非移民國家，所以即使 1987 年解除戒嚴，逐漸開放出入境的

管制，我國的移民政策仍以「移入從嚴、移出從寬」為原則，並以吸引專技人才居留為

目標。 

然而移民政策為解決移民問題的基本原則或方針。舉凡政策之制定與實施，需要有經過

合法手續制成的法律，如無法定條文為依據，將無執行機制，對於問題的處理，會無目

標可循，且無程序可茲依循，並會遭遇各種阻撓和困難。因而移民政策應包含移民立法

與執行機制，此二者乃是移民政策的主要成分，然而我國一直以來並無明確移民政策之

規劃。然於 2004 年內政部亦曾委請專家學者撰擬「移民政策白皮書」，分別對：1.臺灣

與各國移民政策比較；2.多元種族社會；3.大陸配偶；4.外籍配偶；5.外籍勞工；6.專業技

術人才與投資移民；7.移民法制與行政等七項提出建議。內政部並於 2004 年 12 月 14 日

公布該移民政策白皮書。因而亦有移民學者認為，移民政策白皮書作為「現階段移民政

策綱領」的具體說明，白皮書屬於正式公文，其公布亦表示我國新移民政策之確立。 

自宏觀之角度而言。移民政策為人口政策之一環，近年來行政院曾於 2008 年 3 月函頒「人

口政策白皮書」，其中移民部分，依據現階段我國人口政策綱領之內涵，規劃「掌握移

入發展趨勢」、「深化移民輔導」、「吸引專業及投資移民」、「建構多元文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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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國境管理」及「防制非法移民」等六大對策 32 項重點措施，並持續滾動檢討修正。

後又於 2013 年 6 月 4 日修正該「人口政策白皮書―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其中計

有 18 項對策，107 項具體措施，232 項績效指標。其內容包括人口變遷趨勢、問題分析、

因應對策、期程分工、預期效益及願景等。該政策白皮書綜合考量我國經濟性與非經濟

性移入人口分布現況，歸納其對我國社會、經濟與文化產生以下幾大面向之挑戰：經

濟性移民誘因不足，社會調適與互動，整合就業條件與人力運用，新移民第二代

養育與教育，非法停居留、工作及人口販運等等新議題與困境。至於我國移民事務，

其認為乃經緯萬端，為執簡馭繁，規劃一套可長可久的移民政策，故依據現階段我國人

口政策綱領之內涵，規劃掌握移入人口發展動態、深化移民輔導、吸引所需專業人才及

投資移民、建構多元文化社會、完備國境管理及深化防制非法移民等各項對策，期建構

一個兼容並蓄、多元繁榮之社會等多項的移民管理措施。然而，學說上亦認為本次人口

政策白皮書之修定，亦如 2008 年之人口政策一般，僅止於總體人口政策之規劃，對於我

國移民之政策亦僅是附帶之說明，並無整體移民政策之規劃。 

 移民管理之主要面向 

雖如學者所言，我國目前似無一套獨立之移民政策，且對於移民政策之規劃；由於涉及

跨部會事項之權責分配，因此就整體移民管理而言，其重心與面向之掌握較為困難。 

然若立於移民管理之核心為「入出境人流管理」以及「境外移入人口之管制」兩大業務

範圍加以觀察，則上開移民政策白皮書中有關之政策論述，與移民管理乃具有直接之關

係。故而，移民管理之主要面向，乃包括下述六大環節： 

嚴密入出國管理：以人流管理為核心，包括其對象、趨勢、業務、區域、採行之管理

方法等主要項目； 

落實移民輔導：包括掌握移民發展趨勢、深化移民輔導與吸引專技與投資移民等主要

項目； 

強化國際合作：重點項目包括移民秘書之設置、外國駐臺機構之合作與發展、反恐與

國境安全維護之合作； 

設置自動通關設備：立於兼顧安全與效率之理念，設置生物資訊辨識裝置與自動通關

系統，提升入出國查驗之效能； 

非法移民管理：包括新移民（外籍與大陸配偶）之訪查、查處非法外籍勞工與收容遣

返業務之落實等相關措施； 

防制人口販運：包括 4P 之具體作為、人口販運問題之掌握與展望等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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