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期進修學生組入學考試 

 「刑法概要」題解 

一、單選題： 

（Ｂ）台籍女子在美國殺死其夫大陸籍情婦，我國法院得依法追訴處罰。此係

因為我國刑法「兼採何種原則（主義）」之結果？（Ａ）屬地原則（Ｂ）

屬人原則（Ｃ）保護原則（Ｄ）世界原則。 
（Ｃ）甲乙為夫妻，某日同遊日月潭。乙一失神墜入潭中，甲本能反應立即將

岸旁救生索拋向乙，正當乙拉住救生索掙扎欲上岸時，甲突然鬼迷心

竅，想到巨額保險理賠，竟將救生索另一端鬆脫，不擅游泳之乙果然沉

入潭中，一命鳴呼。問本例甲係屬何種型態之犯罪？（Ａ）純正不作為

犯（Ｂ）不純正不作為犯（Ｃ）作為犯（Ｄ）作為與不作為競合犯。 
    【註：本題係測驗考生對作為、不作為概念之區別。作為與不做為之區

分，在學說上討論熱烈，一行為係屬作為或不作為，攸關犯罪

之成立與否。因不作為犯罪之成立前提，需行為人負有作為義

務，若行為人負有作為義務而不作為，始成立不作為犯罪。】 
（Ａ）甲欲殺乙，持槍朝乙射擊，因槍枝卡彈而未擊發。問：甲之殺人未遂，

係屬於？（Ａ）障礙未遂（Ｂ）不能未遂（Ｃ）中止未遂（Ｄ）準中止

未遂。 
（Ｄ）射擊課時，靶場指揮官下達「開始射擊」口令，甲以眼睛餘光注意到乙

尚在靶位附近，但對槍法頗有自信之甲仍毅然開槍，心想「不可能會倒

楣打中乙」。偏偏事與願違，子彈命中乙，乙送醫不治。問：甲之行為

屬於？（Ａ）確定故意（Ｂ）未必故意（Ｃ）無認識過失（Ｄ）有認識

過失。 
（Ａ）甲教唆乙殺丙，乙持刀前往殺丙，中途為警查獲，依實務見解，甲、乙

應論以何罪？（Ａ）甲教唆殺人未遂罪；乙預備殺人罪（Ｂ）甲教唆殺

人未遂罪；乙殺人未遂罪（Ｃ）甲教唆陰謀殺人罪；乙殺人未遂罪（Ｄ）

甲無罪；乙預備殺人罪。 
（Ｄ）刑法之犯罪判斷，依據犯罪三階層理論之見解，依序應為？（Ａ）構成

要件該當性、有責性與違法性（Ｂ）有責性、構成要件該當性與違法性

（Ｃ）違法性、構成要件該當性與有責性（Ｄ）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

性與有責性。 
（Ｃ）甲不滿鄰居所養小狗經常深夜嚎叫擾人清夢，某日持十字弓欲予射殺。

因天色昏暗，把爬在地撿拾東西之鄰居小孩乙誤認為小狗，引弓射之，

乙中箭斃命。問：依實務見解，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本例為打擊

錯誤之類型，甲應論以過失致死罪（Ｂ）本例為打擊錯誤之類型，甲應

論以毀損未遂與過失致死罪，兩罪想像競合（Ｃ）本例為客體錯誤之類



型，甲應論以過失致死罪（Ｄ）本例為客體錯誤之類型，甲應論以毀損

未遂與過失致死罪，兩罪想像競合。 
（Ａ）甲受到無主之流浪犬攻擊，情急之下，不得己撿拾地上木棍將之擊斃。

甲無罪之理由乃因為？（Ａ）構成要件不該當，不為罪（Ｂ）正當防衛，

阻卻違法（Ｃ）緊急避難，阻卻違法（Ｄ）欠缺期待可能性而不罰。 
（Ｃ）「甲於超商購物時，將低價貨品取出後，另將高價之貨品放入盒中調換，

持向櫃檯結帳，收銀員不察，亦以低價貨品之價格收帳」，待甲走出大

門時，為超市安全管理員發現，報警查獲。甲成立何罪？（Ａ）竊盜罪

（Ｂ）侵占罪（Ｃ）詐欺罪（Ｄ）背信罪。 
（Ｂ）下列罪名何者有處罰「預備犯」之明文？（Ａ）傷害罪（Ｂ）強盜罪（Ｃ）

恐嚇取財罪（Ｄ）妨害自由罪。 
（Ａ）有業務上持有關係之某工廠倉管人員甲與無持有關係之友人乙，基於共

同謀議而侵占該工廠貨品。問：依實務見解，甲、乙如何處斷？（Ａ）

甲、乙均論以業務侵占罪（Ｂ）甲、乙均論以普通侵占罪（Ｃ）甲論以

業務侵占罪；乙論以普通侵占罪（Ｄ）甲論以業務侵占罪；乙無罪。 
（Ｃ）下列情形何者屬於繼續犯類型？（Ａ）從甲地到乙地持續追打某人（Ｂ）

砍殺某人，復將屍體分屍（Ｃ）略誘少女後輾轉帶往新竹、台南等地躲

藏（Ｄ）以概括犯意，同日內盜取多家財物。 
（Ｄ）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故意有下列情形，依實務見解，何者應以共同正犯論？

（Ａ）他人竊盜時幫忙把風（Ｂ）幫助他人將搶來珠寶變賣（Ｃ）黑幫

小弟替老大出面頂罪（Ｄ）抓住被害人以利他人刺殺。 
    【註：關於正犯與幫助犯之區分： 
       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參與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者為正犯。 
       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參與犯罪構成要件之行為者為正犯。 
       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參與，其所參與之行為，為犯罪構成

要件以外之行為者，為從犯。 
       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參與，其所參與之行為，為犯罪構成要件

以外之行為者，為正犯。】 
（Ａ）酒醉駕車肇事致人死亡，所觸犯之「危險駕駛罪」（刑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之三）與「過失致死罪」（刑法第二百七十六條），依實務見解或學者

通說，一般情形下（不考慮特殊例外情形）兩罪如何處斷？（Ａ）兩罪

併罰（Ｂ）兩罪為牽連犯，兩罪從一重處斷（Ｃ）兩罪為想像競合犯，

兩罪從一重處斷（Ｄ）「過失致死罪」吸收「危險駕駛罪」，只論以「過

失致死罪」已足。 
    【註：危險駕駛罪（§185-3）、交通肇事逃逸罪（§185-4）與過失致死

罪（§276）或遺棄罪（§294）之關係： 
        §185-3、§185-4 VS. §276↓數罪併罰 
        §185-3、§185-4 VS. §294 （實務）法條競合↓§185-3、§185-4 



                    （學說）想像競合↓§185-3、§185-4】 
（Ｂ）下列情形，何者有適用「累犯加重其刑」機會？（Ａ）前犯之罪曾經大

赦（Ｂ）前處之徒刑已易科罰金執行完畢（Ｃ）緩刑期間內再犯罪（Ｄ）

因病保釋出獄而再犯罪。 
    【註：院解字 3534：因病保釋出獄，非「執行完畢」。】 
（Ｃ）甲因缺錢花用，某日向父親謊稱「因車禍撞傷人，需賠償五萬元」，索

得金錢與朋友花天酒地，花費殆盡，問甲成立之詐欺罪？（Ａ）須告訴

乃論，應免除其刑（Ｂ）不須告訴乃論，不得免除其刑（Ｃ）須告訴乃

論，得免除其刑（Ｄ）不須告訴乃論，得免除其刑。 
（Ｃ）「甲明知乙所持之音響是偷竊所得之物，但貪圖低價，仍向之購買。」

甲、乙成立何罪？（Ａ）甲幫助竊盜罪；乙除原犯之竊盜罪外，另成立

買賣贓物罪（Ｂ）甲牙保贓物罪；乙除原犯之竊盜罪外，另成立買賣贓

物罪（Ｃ）甲故買贓物罪；乙除原犯之竊盜罪，不另成罪（Ｄ）甲收受

贓物罪；乙除原犯之竊盜罪外，不另成罪。 
（Ｂ）甲持槍抵住某乙，要求乙將身上財物交出，否則將開槍射殺乙。問甲成

立何罪？（Ａ）竊盜罪（Ｂ）強盜罪（Ｃ）恐嚇取財罪（Ｄ）侵占罪。 
（Ａ）欲吃狗肉，將他人所養之狗，誘而宰食之，應論以何罪？（Ａ）竊盜罪

（Ｂ）侵占罪（Ｃ）贓物罪（Ｄ）毀損罪。 
（Ｂ）依現行刑法之規定，「追訴權時效」最長者為幾年？（Ａ）三十年（Ｂ）

二十年（Ｃ）十年（Ｄ）三年。 
（Ｂ）甲甫就任某派出所主管，轄區經營餐飲業之業主乙為示結交，特致贈五

萬元之重禮，甲欣然接受。問：甲、乙有無罪責？（Ａ）甲、乙均無罪

（Ｂ）甲不違背職務受賄罪；乙無罪（Ｃ）甲不違背職務受賄罪；乙不

違背職務行賄罪（Ｄ）甲違背職務受賄罪；乙違背職務行賄罪。 
（Ｃ）甲前往公賣局門市購買紅標米酒，排隊甚久，最後依舊落空。甲憤而拉

扯銷售員乙，致乙衣服破裂。問：甲成立何罪？（Ａ）妨害公務罪（Ｂ）

妨害秩序罪（Ｃ）毀損罪（Ｄ）無罪。 
    【註：70.3.18 廳刑一字第 253號函復臺高院： 
       妨害公務罪屬侵害國家權力之罪，公務員必也依據法令執行公法上之行

為，始具實行國家權力之性質，亦因此際公務員之地位特殊，而有特

加保護其執行行為之必要。苟若所執行者為私法上之行為則國家係與

該私法行為之相對人立於相對等之法律地位，並非實行國家權力之

屬，縱對執行該行為之公務員施以強暴脅迫，亦不構成妨害公務罪。】 

（Ｄ） 將交警所查扣之他人違規車輛，私自竊走藏匿，應論以：（Ａ）只成立

竊盜罪（Ｂ）只成立隱匿公務員職務上掌管物品罪（Ｃ）竊盜罪、隱匿

公務員職務上掌管物品罪，兩罪併罰（Ｄ）竊盜罪，隱匿公務員職務上

掌管物品罪，兩罪想像競合犯。 
（Ｄ） 消防隊員甲偷偷將刑警依法逮捕之國中同學乙放走，應成立（Ａ）公務



員縱放人犯罪，適用「得減輕其刑」規定（Ｂ）公務員縱放人犯罪，不

適用「得減輕其刑」規定（Ｃ）普通縱放人犯罪，適用「得減輕其刑」

規定（Ｄ）普通縱放人犯罪，不適用「得減輕其刑」規定。 
（Ｃ） 甲意圖陷害乙，乃向警察指控乙竊盜，唯警察並未受騙，問甲應成立何

罪？（Ａ）偽證既遂（Ｂ）偽證未遂（Ｃ）誣告既遂（Ｄ）誣告未遂。 
（Ｂ） 甲意圖殺乙，某夜趁乙在屋內時縱火燒屋，幸乙即時逃避，只受輕傷。

問甲應如何論斷？（Ａ）放火罪、殺人未遂罪，兩罪併罰（Ｂ）放火罪、

殺人未遂罪，兩罪從一重處斷（Ｃ）只成立放火罪（Ｄ）只成立殺人未

遂罪。 
（Ａ） 意圖供行使之用而偽造捷運儲值卡，依現行法立法例，係歸類為；（Ａ）

偽造有價證券罪（Ｂ）偽造通用貨幣罪（Ｃ）偽造私文書罪（Ｄ）偽造

公文書罪。 
（Ｄ） 甲欲殺死乙，朝乙發射一槍，因乙閃避得宜，只中小腿，送醫治療月餘，

乙即完全康復。甲成立何罪？（Ａ）輕傷罪（Ｂ）重傷罪（Ｃ）傷害未

遂罪（Ｄ）殺人未遂罪。 
（Ｂ） 甲意圖散布於眾，傳述他人「未婚生子」之事，甲應論以何罪？（Ａ）

妨害自由罪（Ｂ）誹謗罪（Ｃ）公然侮辱罪（Ｄ）妨害信用罪。 
（Ｃ） 擄人之後始起意勒贖，依現行刑法應如何處斷？（Ａ）只論以妨害自由

罪（Ｂ）只論以恐嚇取財罪（Ｃ）以意圖勒贖而擄人論（Ｄ）論以妨害

自由、恐嚇取財罪，兩罪併罰。 
    【註：參閱 81.5.19第三次刑庭決議。】 
二、複選題： 

（ＢＤ） 依實務見解或學者通說，下列何者是屬於「空白刑法」之適例？（Ａ）

公務員不盡其應盡之責，而委棄守地（Ｂ）違背關於預防傳染病所公布

之檢查法令（Ｃ）服用酒類，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Ｄ）

於外國交戰之際，違背政府局外中立之命令。 
（ＡＣＤ） 依實務見解或學者通說，下列各例中甲之行為何者已達於著手階

段？（Ａ）甲以行竊之意思接近財物，並進而物色財物（Ｂ）甲欲闖空

門行竊，立乙於宅門前按門鈴以確定是否無人在家（Ｃ）甲看見仇人乙，

握住手槍瞄準，欲射殺乙（Ｄ）甲欲毒殺乙，已將摻入毒液之餅乾交郵

差寄送。 
（ＣＤ） 下列何者屬於得阻卻違法之適例？（Ａ）十二歲學童的竊盜行為（Ｂ）

犯罪後欲逃避刑責而教唆他人頂替自已（Ｃ）警察使用過肩摔逮捕現行

犯，導致對方輕微擦傷紅腫（Ｄ）足球比賽時，以頭槌爭球卻誤中對手，

致其眼角受傷流血。 
（ＡＢＤ） 依實務見解，下列情形何者成立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Ａ）密醫

為他人治病，疏失導致病患死亡（Ｂ）砂石車司機不小心撞死人（Ｃ）

警專教員於上班途中開車不小心撞死人（Ｄ）餐廳廚師不注意清潔衛



生，導致顧客中毒死亡。 
    【註：關於駕駛砂石車肇禍，另請注意法務部檢察司檢字第 1303

號函：從事業務之人，對於一定危險之認識能力較常人為高，

故課以較高之注意義務。換言之，客觀上，其避免發生一定危

險之期待可能性較常人為高，故其違反注意義務之可責性，自

亦較重。故某甲既以駕駛大卡車載運砂石為業，則駕駛車輛可

謂係其業務，無論駕駛大貨車或自用轎車肇事致人於死，均應

論以業務上過失致人於死罪。】 
（ＡＢ） 依實務見解，下列情形何者得邀「中止犯減輕或免除其刑」之寬典？

（Ａ）行竊時發現屋主家中擺設佛堂，引發宗教意識而放棄行竊（Ｂ）

行竊中，突然擔心事後法律之追訴遂放棄行竊（Ｃ）錯認外面風聲為主

人返家而放棄行竊（Ｄ）意欲行竊特定物（如夜明珠），遍尋不著而放

棄行竊。 
（ＢＤ） 下列何者成立殺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Ａ）

媳婦殺死公婆（Ｂ）非婚生子女殺死生母（Ｃ）子女殺死繼母（Ｄ）兒

子殺死對外聲明斷絕父子關係之父親。 
（ＡＢＤ） 「教唆他人犯罪（刑法第二十九條）與「煽惑他人犯罪（刑法第一

百五十三條）」之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教唆」係對特定人；

「煽惑」不限特定人（Ｂ）「教唆」不限公然為之；「煽惑」限公然為之

（Ｃ）「教唆」與「煽惑」均以特定犯罪為限（Ｄ）「教唆」係對無犯罪

決意之人；「煽惑」不限無犯罪決意之人。 
（ＡＤ） 下列何者是「不純粹瀆職罪」（或稱不純正瀆職罪）之適例？（Ａ）

刑警順手牽羊，趁搜索時摸走他人鑽戒乙只（Ｂ）建設局科員接受廠商

賄賂，違法核發建築許可（Ｃ）郵差趁送信之便，開拆他人投寄之郵件

（Ｄ）公立學校老師利用上課機會，痛毆情敵之子。 
（ＡＢＣＤ）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與未滿十六歲之男女「合意性交」，

即使無金錢交易，仍為犯罪行為（Ｂ）十八歲以下之人犯「與未滿十六

歲之男女合意性交罪」者，「應」減輕或免除其刑（Ｃ）未滿十八歲之

人犯與未滿十六歲之男女「合意性交」罪者，須告訴乃論（Ｄ）與未滿

十八歲之男女「合意性交」，如有金錢交易，仍屬犯罪行為。 
（ＢＣＤ） 依二○○二年一月三十日公布之刑法修正條文規定，犯擄人勒贖罪

之結合犯（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包括哪些類型？（Ａ）擄人勒贖而放

火（Ｂ）擄人勒贖而強制性交（Ｃ）擄人勒贖而使人受重傷（Ｄ）擄人

勒贖而故意殺人。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一期進修學生組入學考

試 

「刑法概要」題解 

壹、單選題 

（Ａ）行為之處罰，以何時之法律有明文規定者為限？（Ａ）行為時（Ｂ）起

訴時（Ｃ）裁判時（Ｄ）執行時。 

（Ｄ）處罰之裁判確定後，未執行或執行未完畢，而法律有變更不處罰其行為

者，其法律效果如何？（Ａ）不起訴處分（Ｂ）判決無罪（Ｃ）免除其

刑（Ｄ）免其刑之執行。 

（Ｃ）「行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見其能發生而確信其不發生者。」

在刑法學說上係如何稱呼之？（Ａ）直接故意（Ｂ）間接故意（Ｃ）有

認識過失（Ｄ）無認識過失。 

（Ｄ）刑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有期徒刑其法定期間為何？（Ａ）六月至十五年

（Ｂ）二月至二十年（Ｃ）六月至二十年（Ｄ）二月至十五年。 

（Ｄ）依據現行刑法之規定，符合易科罰金之要件者，已修正為犯最重本刑為

幾年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Ａ）六月（Ｂ）一年（Ｃ）三年（Ｄ）

五年。 

（Ｂ）依據現行刑法之規定，符合累犯之要件者，需前所犯之罪已受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執行完畢或赦免後，幾年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Ａ）

三年（Ｂ）五年（Ｃ）七年（Ｄ）十年。 

（Ｂ）「一行為而觸犯數罪名者」，在刑法學說上稱為：（Ａ）加重結果犯（Ｂ）

想像競合犯（Ｃ）牽連犯（Ｄ）連續犯。 

（Ｃ）刑法第六十二條前段規定，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其效力為

何？ 

    （Ａ）不罰（Ｂ）減輕或免除其刑（Ｃ）減輕其刑（Ｄ）免除其刑。 

（Ｃ）未滿十八歲人犯何種之罪者，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Ａ）擄人勒贖

而故意殺人罪（Ｂ）強制性交而故意殺被害人罪（Ｃ）殺直系血親尊親

屬罪（Ｄ）首謀暴動內亂罪。 

（Ｃ）有期徒刑之減輕規定，遇有「減輕或免除其刑」者，其減輕得減至多少？

（Ａ）二分之一（Ｂ）三分之一（Ｃ）三分之二（Ｄ）四分之三。 

（Ｂ）法院於審判時，認為被告以暫不執行為適當者，得宣告何種期間之緩刑？

（Ａ）一年以上三年以下（Ｂ）二年以上五年以下（Ｃ）一年以上十年

以下（Ｄ）六月以上三年以下。 

（Ｂ）受徒刑之執行而有悛悔實據者，無期徒刑累犯逾幾年者，得由監獄報請

法務部許可假釋出獄？（Ａ）三十年（Ｂ）二十年（Ｃ）十五年（Ｄ）



十年。 

（Ｂ）某甲觸犯法定本刑為五年以上有期徒刑之普通強盜罪，其追訴權之時效

期間為何？（Ａ）三十年（Ｂ）二十年（Ｃ）十五年（Ｄ）十年。 
（Ｄ）下列何種保安處分之期間至治癒時為止？（Ａ）心神喪失而不罰之監護

處分（Ｂ）犯施用毒品罪之禁戒處分（Ｃ）因酗酒而犯罪之禁戒處分（Ｄ）

犯傳染痲瘋罪之強制治療處分。 

（Ｃ）強制工作之保安處分期間為三年以下，如自應執行之日起經過三年未執

行者，非得何者之許可不得執行之。（Ａ）檢察官（Ｂ）典獄長（Ｃ）

法院（Ｄ）保安處分處所主管長官。 

（Ａ）下列何種犯罪屬於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Ａ）妨害投票罪（Ｂ）偽造

公印文罪（Ｃ）鴉片罪（Ｄ）偽造貨幣罪。 

（Ｄ）下列有關瀆職罪之敘述，何者錯誤？（Ａ）受賄罪之客體，一為賄賂，

二為不正利益（Ｂ）收受賄賂罪，不論其受賄出於收受人之自動或被動，

均應成立（Ｃ）賄賂之不法報酬，必須與公務員之職務行為具有一定之

對價關係（Ｄ）公務員同時向三個人期約賄賂，係一行為觸犯三罪名，

應從一重處斷。 

    【註：同時向三人賄賂，係為三個犯罪行為，應考慮有無連續犯或數罪併罰之

成立，而非想像競合犯。】 

（Ａ）某公立醫院之院長於 SARS 盛行期間，不依規定將該院病人感染情形陳

報並告知院內醫護人員，致使多人罹病身亡且造成社會大眾之恐慌。請

就上揭之案情敘述，研判該院長之行為應論處何罪較為適宜？（Ａ）廢

弛職務釀成災害罪（Ｂ）委棄守地罪（Ｃ）違法抑留或剋扣罪（Ｄ）枉

法仲裁罪。 

（Ｄ）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條之罪，係期盼軍人不執行職務而對之施以何種行

為？（Ａ）教唆（Ｂ）挑唆（Ｃ）強暴脅迫（Ｄ）煽惑。 

（Ａ）服用酒類或其他類似之物，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者，其犯

罪性質為何？（Ａ）抽象危險犯（Ｂ）具體危險犯（Ｃ）不純正不作為

犯（Ｄ）純正不作為犯。 

（Ｂ）意圖供行使之用，偽造商業銀行發行之現金卡者，應論處何罪？（Ａ）

偽造貨幣罪（Ｂ）偽造有價證券罪（Ｃ）偽造度量衡罪（Ｄ）偽造文書

印文罪。 

（Ａ）冒名簽收或蓋用偽造印章，對於法院之送達證書以示簽收者，應論處何

罪？（Ａ）偽造私文書罪（Ｂ）偽造公文書罪（Ｃ）偽造特種文書罪（Ｄ）

偽造準公文書罪。 

    【註：送達證書乃表示收領訴訟文書送達之證明，雖證書內容由送達人

製作，但應由受送達簽名蓋章或捺指印，以證明送達，為法律

規定之文書，其冒名簽收或蓋用偽造印章以示簽收，仍屬偽造

私文書（70台上 5782）。】 



（Ｄ） 某甲明知自己獨力殺害某乙，於檢察官偵查中，故意隱瞞實情，推諉刑

責，於調查筆錄中供稱某乙係由某丙殺害。則某甲於偵查中所為之部分

應成立何罪？（Ａ）偽證罪（Ｂ）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Ｃ）妨害公務

罪（Ｄ）無罪。 

    【註：妨害公務罪中「使公務員登載不實之事項」，實務上認為須行為

人一經申報，公務員即有登載之義務，方能成立本罪。例如：

為遺失身份證卻謊報遺失，偽田國民身份證申請書，使戶政機

關戶籍員將原證遺失之不實事項登載於收件簿上。而於偵查中

所陳述之不實事項尚須調查，故不該當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之

構成要件。】 
（Ａ） 十七歲之少女甲與十五歲之少男乙，均未結婚，因兩情相悅而雙方自願

發生性關係。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甲犯罪，乙不犯罪，但須

告訴乃論（Ｂ）乙犯罪，甲不犯罪，但須告訴乃論（Ｃ）甲、乙二人均

犯罪，但均須告訴乃論（Ｄ）甲、乙二人均不犯罪。 

（Ｃ） 下列何種傷害罪不屬於告訴乃論之範圍？（Ａ）對直系血親尊親屬犯輕

傷罪（Ｂ）業務上之過失致人重傷罪（Ｃ）公務員於執行職務時犯輕傷

罪（Ｄ）明知有花柳病而故意傳染罪。 

（Ａ） 於下列何人之間犯竊盜罪者，得免除其刑且須告訴乃論？（Ａ）外孫竊

盜其外祖母之財物（Ｂ）小姪兒竊盜其大姑姑之財物（Ｃ）女婿竊盜其

岳父母之財物（Ｄ）未婚夫竊盜其未婚妻之財物。 

（Ｂ） 下列何罪並非強盜結合犯所結合之單一罪行？（Ａ）放火（Ｂ）過失致

人於死（Ｃ）使人受重傷（Ｄ）強制性交。 

（Ｄ） 於親屬間犯何種之罪者，係屬非告訴乃論之罪？（Ａ）侵占罪（Ｂ）詐

欺罪（Ｃ）背信罪（Ｄ）重利罪。 

（Ａ） 下列有關擄人勒贖罪之敘述何者錯誤？（Ａ）擄人勒贖罪既遂與未遂之

區分，係以是否取得贖款為標準（Ｂ）「擄人後而意圖勒贖」者，以「意

圖勒贖而擄人」論（Ｃ）犯擄人勒贖之罪而故意殺人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Ｄ）犯擄人勒贖之罪，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者，減輕其刑。 

    【註：實務上認為擄人勒贖罪之既未遂判斷標準係在於擄人行為是否既

遂。而非在於勒贖行為之既未遂。】 
 

（Ｃ） 某甲明知某乙竊得某丙之金幣一個，某甲竟同意某乙之請託，將該贓物

金幣一個持交某丁寄藏。則某甲所為應論處何罪？（Ａ）牙保贓物罪（Ｂ）

寄藏贓物罪（Ｃ）搬運贓物罪（Ｄ）無罪。 

 

貳、複選題（Ａ）（Ｂ）（Ｃ）（Ｄ）（ＡＢＣＤ） 

（  ＣＤ  ） 依據現行刑法之規定，下列何人之行為得減輕其刑？（Ａ）滿七

十歲人（Ｂ）心神喪失人（Ｃ）精神耗弱人（Ｄ）瘖啞人。 



（ ＢＣ ） 下列何者為從刑之種類？（Ａ）勒令歇業（Ｂ）褫奪公權（Ｃ）

沒收（Ｄ）易服勞役。 

（ ＡＢ ） 下列何種犯罪行為依法應從一重處斷？（Ａ）想像競合犯（Ｂ）

牽連犯（Ｃ）連續犯（Ｄ）加重結果犯。 

（ ＡＢ ） 下列何者之法律效力為「減輕或免除其刑」？（Ａ）中止未遂犯

（Ｂ）絕對不能犯（Ｃ）普通未遂犯（Ｄ）相對不能犯。 

（ ＡＢＣ ） 下列有關共犯之敘述，何者正確？（Ａ）教唆犯，依其所教唆之

罪處罰之（Ｂ）被教唆人雖未至犯罪，如該罪有處罰未遂犯者，

教唆犯仍以未遂犯論（Ｃ）幫助不知情之他人犯罪者，仍為從

犯（Ｄ）被幫助人雖未至犯罪，如該罪有處罰未遂犯者，從犯

仍以未遂犯論。 

（  ＡＤ  ）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係規定「濫權追訴處罰罪」，下列何者為其

犯罪之主體？（Ａ）軍事檢察官（Ｂ）司法警察官（Ｃ）檢察

事務官（Ｄ）法官。 

    【註：刑法§125 濫用職權追訴處罰罪之行為主體，限具有追訴、處罰

職權之人，例如法官、檢察官。檢察事務官雖可協助檢察官偵

查，但並無決定追訴與否之職權，故非屬本罪之行為主體。】 
（ ＢＣＤ ） 下列何者不屬於刑法偽證罪之犯罪主體？（Ａ）鑑定人（Ｂ）輔

佐人（Ｃ）代理人（Ｄ）辯護人。 

（ ＡＣＤ ） 在下列何種處所犯竊盜罪，依實務上之觀點，認為不得依加重竊

盜罪處斷？（Ａ）國際機場之航空站（Ｂ）大眾捷運站之售票

處（Ｃ）行駛中之公車車廂內（Ｄ）火車站附設之餐廳。 

    【註：刑法§321Ⅰ第六款之「車站」為火車、汽車、客運、捷運停靠站，

「埠頭」則為船舶停泊、供旅客上下之處所。亦即，係指車船

停靠、旅客上下停留及必經之地為限，非泛指整個車站或埠頭

地區。故行駛中之車船、車站附設之餐廳，皆不包括在內。而

航空站亦未在本款規定之列，不可類推適用或擴張解釋。】 
（   全   ） 因下列何種犯罪而所得之物，不屬於刑法上所規定之贓物？（Ａ）

偽造有價證券罪（Ｂ）販賣鴉片（毒品）罪（Ｃ）包攬訴訟罪

（Ｄ）投票受賄罪。 

    【註：刑法上所稱之「贓物」，係指實施財產犯罪之不法行為所取得之

財物。亦即，通說及實務認為前行為須是財產犯罪，例如：竊

盜罪、詐欺罪、侵占罪、贓物罪…等，而偽造有價證券罪、販
買鴉片毒品罪、包攬訴訟罪及投票受賄罪，皆非財產犯罪，故

因此類犯罪所得之物，自非贓物。】 
（ ＡＢＤ ） 下列有關贓物與毀棄損害罪之敘述中，何者正確？（Ａ）收受贓

物罪所稱之「收受」，係指無償取得贓物之行為（Ｂ）於親屬間

犯贓物罪者，為非告訴乃論之罪，但得免除其刑（Ｃ）毀壞他



人建築物者，不處罰未遂犯（Ｄ）毀棄、損害他人文書，足以

生損害於公眾者，不處罰過失犯。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二期進修學生組入學考試 

「刑法概要」題解 

壹、單選題： 
（Ｂ）下列何者俱連本數計算（Ａ）未滿十四歲（Ｂ）本刑三年以上（Ｃ）不

滿一日（Ｄ）不滿一元。 
（Ｄ）甲騎機車未戴安全帽，途中為警方發現，警方舉手示意要甲停靠路邊接

受稽查，然而甲不遵從，反而加速逃逸，逃逸十幾公尺後不慎倒地受傷

，對甲之受傷結果，當時警方並無追逐甲之行為，則警方之行為（Ａ）

成立傷害罪作為犯（Ｂ）成立傷害罪純正不作為犯（Ｃ）成立傷害罪不

純正不作為犯（Ｄ）無罪。 
（Ｃ）接前題，要是當時警方實施追逐之行為，以致造成甲趕緊加速逃逸，隨

即發生倒地受傷之結果，則警方之行為（Ａ）成立傷害罪作為犯（Ｂ）

成立傷害罪純正不作為犯（Ｃ）成立傷害罪不純正不作為犯（Ｄ）無罪

。 
（Ｄ）依照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

規定者，如行為人不能預見其發生時，不適用之。」請問下列何種犯罪

與該規定有關（Ａ）既遂犯（Ｂ）結合犯（Ｃ）常業犯（Ｄ）加重結果

犯。 
（Ｄ）警方有相當理由，認為駕駛人有可能涉嫌酒醉駕駛，因而要求吐氣酒精

濃度測試，若是駕駛人未同意接受該測試，則警方可依（Ａ）正當防衛

（Ｂ）緊急避難（Ｃ）警械使用條例（Ｄ）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實施強制

酒測之行為。 
（Ｄ）接前題，該駕駛人吐氣酒精濃度測試值，為（Ａ） 0.

25（Ｂ） 0.
35（Ｃ） 0.
45

（Ｄ）

0.
55

 

每毫克/公升之數據，則為犯罪行為。 

（Ａ）從刑之種類如（Ａ）沒收（Ｂ）罰鍰（Ｃ）罰金（Ｄ）拘役。 
（Ｂ）易科罰金執行完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行論，有關「以已執行

論」係就下列何者而言（Ａ）罰金（Ｂ）拘役（Ｃ）罰鍰（Ｄ）沒收。 
（Ｄ）一行為而觸犯數罪名，係指（Ａ）牽連犯（Ｂ）實質競合（Ｃ

）法條競合（Ｄ）想像競合而言。  
（Ａ）受有期徒刑期之執行完畢，五年以內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Ａ）

累犯（Ｂ）慣犯（Ｃ）重犯（Ｄ）常業犯。 
（Ｂ）以刑法第一百十六條規定而言，對於友邦元首，犯故意妨害名譽罪者，

其刑（Ａ）加重二分之一（Ｂ）加重三分之一（Ｃ）減輕二分之一（Ｄ

）減輕三分之一。 
（Ａ）以刑法第二百十四條規定而言，所指「明知」與下列何者意義相同（Ａ

）確定故意（Ｂ）不確定故意（Ｃ）偶然故意（Ｄ）間接故意。 
（Ｂ）下列行為階段排列順序正確者，惟（Ａ）預備↓完成↓實行（

Ｂ）預備↓實行↓完成（Ｃ）著手↓終了↓完成（Ｄ）著手↓預備↓實

行而已。 
（Ｃ）行求、期約、交付之行為與下列何者，較有相關（Ａ）連續犯



（Ｂ）繼續犯（Ｃ）接續犯（Ｄ）牽連犯。  
（Ｄ）民眾逮捕現行犯，在送交警方途中，對於人犯施以凌虐者，可能論以（

Ａ）瀆職罪（Ｂ）妨害公務罪（Ｃ）妨害秩序罪（Ｄ）傷害罪。 
（Ａ）有拘禁人犯職務之公務員，對於人犯施以凌虐者，可能論以（Ａ）瀆職

罪（Ｂ）妨害公務罪（Ｃ）妨害秩序罪（Ｄ）傷害罪。 
（Ｄ）依照刑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而言，公然聚眾，意圖為強暴脅迫，已受

該管公務員解散命令三次而解散，首謀者論以（Ａ）妨害秩序罪既遂犯

（Ｂ）妨害秩序罪未遂犯（Ｃ）妨害秩序罪預備犯（Ｄ）無罪。 
（Ｃ）接前題，該條文之構成要件為下列何種犯罪類型（Ａ）不純正不作為犯

（Ｂ）不純正作為犯（Ｃ）純正不作為犯（Ｄ）純正作為犯。 
（Ｄ）甲犯罪後，請求乙幫忙，使甲能藏匿在乙之家中，乙原本無藏匿甲之意

思，只因乙與甲有五親等內血親之關係，就幫甲藏匿在乙之自家中，則

甲請求乙幫忙之行為係（Ａ）教唆犯（Ｂ）幫助犯（Ｃ）正犯（Ｄ）不

犯罪。 
（Ｃ）接前題，乙之行為係（Ａ）頂替罪（Ｂ）湮滅證據罪（Ｃ）藏匿人犯罪

（Ｄ）無罪。 
（Ｃ）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放火燒燬前二條以外之他人所

有物，致生公共危險者」，該條文之構成要件，所以為具體危險犯之犯

罪類型，係以（Ａ）放火燒條文中標的物（Ｂ）放火燒燬條文中標的物

（Ｃ）放火燒燬條文中標的物且致生公共危險（Ｄ）放火燒燬條文中標

的物而未致生公共危險因而處罰之。 
（Ｃ）甲為了測試影印機之效能，而自行製造數張新台幣仟元之紙幣

，製得成品後才發現與真鈔一模一樣，因而拿到超市購物，卻

被他人發現是偽造之鈔票，則甲之行為成立（Ａ）偽造貨幣罪

與行使偽造貨幣罪（Ｂ）偽造貨幣罪（Ｃ）行使偽造貨幣罪（

Ｄ）無罪。  
（Ａ） 接前題，若甲一開始即為了製造假鈔，因而準備相關器械與原料，並且

製造出數張新台幣仟元之紙幣，在尚未拿到超市購物前，就已被查獲，

則甲之行為成立（Ａ）偽造貨幣罪既遂犯（Ｂ）偽造貨幣罪未遂犯（Ｃ

）行使偽造貨幣罪既遂犯（Ｄ）行使偽造貨幣罪未遂犯。 
（Ｃ） 和誘未滿十六歲之男女，以略誘論，係為（Ａ）類推適用（Ｂ）擴張解

釋（Ｃ）視同（Ｄ）推定之作法。 
（Ｂ） 甲意圖營利，以自家之果園，提供給不特定之會員乙、丙、丁及戊等賭

博財物，則甲提供之場地以刑法第二百六十六條而言，係為（Ａ）公共

場所（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Ｃ）附連圍繞之土地（Ｄ）建築物。 
（Ｂ） 機車騎士甲經過行人穿越道，不僅未減速慢行，而且闖紅燈，以致撞傷

路人張三與李四，對於甲之行為，係侵害（Ａ）一（Ｂ）二（Ｃ）三（

Ｄ）四 法益。 
（Ａ） 接前題，要是甲在撞傷路人後，竟然不停下來，反而加速離開現場，以

本題之行為乃成立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四肇事逃逸罪，係侵害（Ａ）

一（Ｂ）二（Ｃ）三（Ｄ）四 法益。 
（Ｂ） 接第二十七題，該題所指甲之行為，就刑法規定而言，可能與下列何罪

有關（Ａ）第二百九十三條第一項遺棄無自救力之人（Ｂ）第二百九十

四條第一項對於無自救力之人依法令應扶助而遺棄之（Ｃ）第二百九十



四條第一項對於無自救力之人依契約應扶助而遺棄之（Ｄ）第二百九十

四條第一項對於無自救力之人依法令應養育而遺棄之。 
（Ｄ） 甲對於公務員依法執行職務時，以私行拘禁之方法，剝奪該公務員行動

之自由，則甲之行為與下列何者無關（Ａ）妨害公務罪（Ｂ）妨害自由

罪（Ｃ）想像競合犯（Ｄ）法條競合。 
（Ｄ） 撿破爛者在垃圾場從事回收廢棄物時，撿起一包用垃圾袋包裝完整之物

品，打開一看，竟然有厚重金飾，就因此占為己有，則撿破爛者之行為

（Ａ）無罪（Ｂ）竊盜罪（Ｃ）背信罪（Ｄ）侵占離本人所持有之物罪

。 
貳、複選題： 
（ ＡＣ ） 甲意圖借由擄鴿而從事勒贖之行為，因而在山坡上架設網子，要

捕獲他人賽鴿，當架起網子在未捕獲賽鴿，就被鴿子協會會員發

現，將甲送交警方處理，則甲之行為（Ａ）不成立擄人勒贖罪（

Ｂ）成立竊盜罪（Ｃ）不成立恐嚇取財罪（Ｄ）成立強制罪。 
（ ＢＣ ） 接前題，要是甲在架起網子，隔天恰好有鴿子觸網，掙脫一番後

死亡，甲因此以該死鴿上之電話號碼，向鴿主聲稱要寄款數千元

到其指示之帳戶，否則撕票，則甲之行為（Ａ）成立擄人勒贖罪

（Ｂ）成立詐欺取財罪（Ｃ）不成立恐嚇取財罪（Ｄ）成立毀損

罪。 
（ ＡＣ ） 接前題，要是甲當時所捕獲到鴿子，還活得好端端的，甲根據賽

鴿腳環上電話號碼，通知鴿主要寄款數千元到其指示之帳戶，才

將鴿子放回，該鴿主接到通知後，並不因此付出金錢給甲，甲在

等候多日，未見鴿主有寄款數千元到其指示之帳戶，竟然將該鴿

子宰殺吃了，則甲之行為（Ａ）成立竊盜罪（Ｂ）成立恐嚇取財

罪（Ｃ）不成立恐嚇取財罪（Ｄ）成立毀損罪。 
（ＢＣＤ ） 慣竊甲趁屋主張三不在家時，於日間從張三家圍牆外，跳入後院

花園，甲打算竊取房屋內珠寶，不巧張三仍然留在家中，甲只好

隨手取得花園內名貴花草，打開後門要逃跑，恰為張三發覺，就

大聲叫有賊，並要捉住甲以取回名貴花草，甲因此拿花盆打了張

三，請問甲之行為與下列何種犯罪有關（Ａ）強盜罪（Ｂ）準強

盜罪（Ｃ）加重竊盜罪（Ｄ）侵入罪。 
（ ＣＤ ） 接前題，要是甲在跳入後院花園，隨即被張三逮捕，則甲之行為

係（Ａ）竊盜罪未遂犯（Ｂ）加重竊盜罪未遂犯（Ｃ）侵入罪（

Ｄ）竊盜罪之預備行為。 
（ ＡＢ ） 甲唆使乙，要乙輕傷害張三，乙聽到後，不為所動，則下列何者

正確（Ａ）甲無罪（Ｂ）乙無罪（Ｃ）甲傷害罪教唆未遂犯（Ｄ

）乙傷害罪未遂犯。 
       【註：因乙未生犯罪之主觀意思，故甲所為之教唆，係刑法第 29

條第三項之未遂教唆，限於所教唆之罪有罰及未遂時，方能成立

。而刑法第 27
7

條第一項之傷害罪，並未罰及未遂，故甲之未遂教

唆亦無法成立。】 
（ ＢＤ ） 接前題，若乙早先就有傷害張三之意思，聽到甲唆使後

，就因此更加促成傷害張三之意思，在打張三時由於乙

出手太重，造成張三殘廢之結果，則甲之行為與下列何



者有關（Ａ）教唆犯（Ｂ）從犯（Ｃ）煽惑犯（Ｄ）幫

助犯。  
（ ＡＢ ） 下列之物應沒收者，如（Ａ）偽造金融卡（Ｂ）安非他命（Ｃ）

酒醉駕駛者所用之汽車（Ｄ）收受之贓物。 
（ ＣＤ ） 依照刑法第七十五條規定而言，受緩刑之宣告而於緩刑期內更犯

罪，須有下列何種情形之一才撤銷之，（Ａ）受拘役（Ｂ）受罰

金（Ｃ）受有期徒刑（Ｄ）受無期徒刑 之宣告者。 
（ 全  ） 刑法第二百二十一條所指強制性交罪，其構成要件之行為方式，

包含（Ａ）強暴（Ｂ）脅迫（Ｃ）恐嚇（Ｄ）催眠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