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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警佐班第 38期第 1、2、3類刑法選擇題之解析： 

 

1.下列何者，行為人甲之行為，依刑法第 1 條罪刑法定原則之規定，不成立犯

罪？（107佐第 1、2、3類第 1題） 

（A）甲基於殺乙之故意，朝乙要害開槍，乙中槍身亡 

（B）甲因過失而毀損乙之財物，致生乙財產上之損害 

（C）甲基於重傷乙之故意，攻擊乙，致乙雙眼失明 

（D）甲基於放火燒燬他人住宅之故意，放火燒燬市區一棟有人居住之大樓 

Ans： 

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刑法沒有規定，就不應處罰的情形（§1）。 

（B）不成立犯罪，我國無過失毀損器物罪之規定。 

（A）成立犯罪，甲之行為成立殺人既遂罪（§271Ⅰ）。 

（C）成立犯罪，甲之行為成立重傷既遂罪（§278Ⅰ）。 

（D）成立犯罪，甲之行為成立放火燒燬供人使用之建築物罪（§173Ⅰ）。 

 

碎碎念： 

請一併「服用」刑法第 12條 2項及 25條 2項之相關規定。 

 

2.刑法第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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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上謂之「加重結果犯」或「結果加

重犯」。請依實務見解，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2

題）  

（A）加重結果犯之基本犯罪得為故意犯，亦得為過失犯 

（B）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之間必須具備相當的因果關係 

（C）加重結果犯之基本犯罪僅限既未遂，不包括未遂犯 

（D）加重結果犯之構成，不以行為人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具有客觀的預見可

能性為必要 

Ans：B 

解析： 

加重結果犯必須要符合特別的要件才會構成：○1 基本犯罪的成立+○2 加重結果與

基礎行為有因果關係+○3 能預見。 

（B）正確，依實務見解，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之間必須具備相當因果關係1。 

（A）錯誤，我國刑法對加重結果犯的基礎行為，僅有處罰故意犯的規定，故沒

有過失犯致生加重結果的處罰類型。 

                                                      
1
 最高法院 32 年度上字第 2548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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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錯誤，依實務見解，基本犯罪並不限於既遂，未遂階段亦可成立加重結果

犯2。 

（D）錯誤，實務見解多認為3，這裡的○3 「能預見」，是指「客觀預見可能性」。 

 

3. 甲經由網路向專門偽造信用卡的集團購得一張某銀行發行的「無限卡」，甲持

該卡至林口三井 OUTLET 影城的自動售票機，以刷卡方式，購得電影票 10 張。

試問下列有關甲刑責之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3題） 

（A）甲成立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之竊盜罪 

（B）甲成立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之詐欺取財罪 

（C）甲成立刑法第 335 條第 1 項之侵占罪 

（D）甲成立刑法第 339 條之 1 不正利用收費設備取財罪 

Ans：D 

碎碎念： 

送分題，自動售票機為收費設備，而甲使用偽卡該「不正方法」取得電影票，應

成立收費設備詐欺罪（§339-1）。 

 

4. 甲對於其女友移情別戀一事，懷恨在心。某日，甲將乙誘至甲所有，但無人

居住的山中小木屋中談判，並拿已經置入致命毒料的飲料給乙飲用，乙飲用後，

毒發身亡。甲見乙死後，隨即離開。嗣後，甲將毒死乙之事，告知其友丙。丙告

知甲，其將乙之屍體置於山中小屋內，萬一被發現的話，後果嚴重，勸甲要趕快

毀屍滅跡，以免東窗事發，而有牢獄之災。甲經丙提醒後，急忙趕回山中小屋，

放火將乙的屍體連同小木屋一併燒燬。下列關於甲、丙二人刑責之敘述，何者正

確？（107佐第 1、2、3類第 4題） 

（A）甲放火燒燬小木屋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放火燒燬現有人所

在之建築物罪 

（B）甲除了構成殺人罪，另構成損壞屍體罪，由於甲前後二行為，係分別起意，

應依刑法第 50條規定論斷 

（C）甲在小木屋毒殺乙死後，隨即離開的行為，該當遺棄屍體罪 

（D）丙構成湮滅證據罪之幫助犯 

Ans：B 

解析： 

本題，甲見乙死亡後而離去，依實務見解，甲後去而不顧且並未將屍體有所移動，

不成立遺棄屍體罪（§247Ⅰ）4。而後經丙提醒後，另行起意將屍體燒燬，應成

立損壞屍體罪。（B）正確，（C）錯誤。 

（A）錯誤，甲放火燒燬無人居住的小木屋，應成立放火燒燬非現住建築物罪（§

                                                      
2
 最高法院 32 年度上字 1206 號判例意旨參照。 

3
 最高法院 47 年度台上字第 920 號判例、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657 號判決。 

4
 最高法院 24 年上字第 1519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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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Ⅰ）。 

（D）錯誤，丙使甲形成新的犯罪決意，應為教唆行為。 

 

5.甲經商失敗，需錢周轉，乃找乙商量，乙乃建議甲搶劫 X 所經營的某地下錢

莊，甲心想 X 是有名的吸血鬼，其所經營的地下錢莊，專以放高利貸為生，所

獲利益俱屬不義之財，乃接受乙的建議，決意搶劫 X 的地下錢莊。甲遂邀同樣

需錢孔急的丙共同作案，由甲進入 X 的地下錢莊內執行劫財計畫，丙坐在停放

門口未熄火的汽車上，以便接應。甲一進 X 的地下錢莊，即將其打昏，大肆搜

括 X 地下錢莊內的現金計 1000 萬，得手後即跳上丙的機車後座，二人迅速 

逃離後，平分贓款。下列有關甲、乙、丙三人刑責之敘述，何者正確？（107佐

第 1、2、3類第 5題） 

（A）乙成立普通搶奪罪的教唆犯，甲成立普通搶奪罪的正犯，丙成立普通搶奪

罪的幫助犯 

（B）甲成立普通強盜罪的正犯，甲成立普通強盜罪的教唆犯，丙成立普通強盜

罪的幫助犯 

（C）甲、乙、丙三人成立結夥強盜罪 

（D）乙成立普通強盜罪的教唆犯，甲、丙二人成立普通強盜罪的共同正犯 

Ans：D 

解析： 

本題，乙挑唆起甲的犯罪決意，應屬教唆行為；而甲邀請需錢孔急的丙共同犯普

通強盜罪（§328Ⅰ），可知丙是為「自己犯罪之意思」，依實務見解之主客觀擇一

標準說5，丙非屬幫助犯，而是共同正犯。然乙為教唆行為，依實務見解，其並

無在場實施與或在場分擔犯行6，不得記入結夥之人數，故甲、丙僅成立普通強

盜罪的共同正犯，而非加重強盜罪（§330）。乙成立普通強盜罪的教唆犯。（D）

正確。  

 

11.甲警路檢見 A 形跡可疑要求停車，A 卻加速逃逸，追逐過程又故意擦撞甲，

致其成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11題 

（A）A 無罪 （B）A 傷害罪 （C）A 妨害公務罪 （D）A 傷害及妨害公務罪 

Ans：（C）or（D） 

官方釋疑結果： 

1.說明：本案情節未臻明確，依題意(C)選項亦可為答案。 

2.本題答案修正為(C)或(D) 

 

12.公務員甲藉其未具公務員身份之妻乙，就職務行為接受款項經告以原委後，

請其代為投資隱匿來源。就甲、乙之罪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

                                                      
5
 最高法院 25 年上字第 2253 號判例。 

6
 最高法院 23 年上字第 2752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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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類第 12題） 

（A）甲該當湮滅證據罪 （B）甲成立收受贓物罪 

（C）乙成立湮滅證據罪 （D）乙成立收受贓物罪 

Ans：Ｃ 

解析： 

本題乙隱匿關係他人（甲）刑事被告案件之證據，應成立湮滅證據罪（§165），

而甲教唆乙湮滅甲之刑事被告證據，依實務見解7，並無期待可能性，不成立湮

滅證據罪之教唆犯。（C）正確，（A）錯誤。 

而依學者見解，財產犯罪所得之物，才能為贓物罪之客體8。故甲犯不違背職務

收賄罪之款項，應非贓物罪之客體。（B）（D）錯誤。 

 

13.甲持他人簽發支票，經自己簽名背書後向人調借現金。後該票未能兌現，經

執票人追償，為規避責任，私自塗去自己前項簽名（尚有其他人背書）。就甲該

當之罪責，以下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13題） 

（A）毀損文書罪 （B）變造有罪證券 （C）損害債權罪 （D）詐欺取財罪 

Ans：A 

解析： 

依實務見解9，為免除背書責任，將其自己之背書塗去(支票尚有他人之背書)，

即屬使背書的效用完全喪失，應成立毀損文書罪（§352）。（A）正確。 

 

14.有關刑法第 235 條處罰散布猥褻物品罪條文規範之正當性，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107佐第 1、2、3類第 14題） 

（A）含有暴力、性虐而無藝術性等等者，概不得持有 

（B）含有暴力、性虐而無藝術性等等者，概不得傳布 

（C）其他客觀上足以產生刺激或滿足性慾者，概不得傳布 

（D）性言論之表現出於營利之目的，概不受憲法保障 

Ans：B 

解析： 

猥褻物品之定義 

釋字第 407號解釋意旨 釋字第 617號解釋意旨 

猥褻物品，指一切在客觀上足以刺激

或滿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

或厭惡感而有礙於社會風化之物品。 

硬蕊：含有暴力、性虐待或人獸性交等

而無藝術性、醫學性或教育性價值之猥

褻物品。 

軟蕊：硬蕊其他以外的猥褻物品。 

如果是屬於軟蕊之猥褻物品，有「適當安全的隔絕措施」，即使有散布行為，仍

                                                      
7
 司法院第二、四期司法業務研究會座談結論。 

8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十一版，2016 年 8 月，頁 780。 

9
 最高法院 66 年度第 6 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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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成立散布猥褻物品罪。但若是硬蕊之猥褻物品，不管有沒有隔絕措施，只要

有散布行為，即成立該罪。（B）正確。 

 

15.甲於友人不知情況下，錄下兩人間親密行為影像。另借用 A 電腦、帳號等，

於 A 不知上情之下，以 A 名義發佈上述影像於特定 LINE 群組。試問有關甲之

可能罪責，以下敘述何者錯誤？（107佐第 1、2、3類第 15題）（A）成立妨害

秘密罪     （B）成立加重誹謗罪 

（C）成立干擾電腦設備罪 （D）成立散佈猥褻影像罪 

Ans：（B）or(C) 

官方釋疑結果： 

1.說明：本題題旨敘述未臻嚴謹，故(B)選項亦可為本題答案。 

2.本題答案修正為(B)或(C) 

 

18.有關刑法第 47 條累犯規定之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18

題）  

（A）累犯之構成，須以行為人先前犯罪曾受徒刑或拘役的執行為前提 

（B）行為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三年以內，只要再犯罪

者，不論其再犯之罪為故意犯或過失，均得成立累犯 

（C）行為人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

期徒刑以上之罪者，方能成立累犯 

（D）累犯之法律效果，為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 

Ans：C 

解析： 

（C）正確（§47Ⅰ） 

（A）錯誤，非拘役之執行（§47Ⅰ）。   

（B）錯誤，是「五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47Ⅰ）。 

（D）錯誤，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47Ⅰ）。 

 

21.下列關於刑法沒收之規定，何者為是？（107佐第 1、2、3類第 21題）  

（A）沒收，適用行為時之法律 

（B）違禁物，只能於其屬於犯罪行為人時，始得沒收之 

（C）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只要是屬於犯罪行為人以外

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即不能加以沒收 

（D）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 

（E）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 

Ans：DE 

解析： 

（D）正確（§38-1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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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正確（§38-2Ⅰ）。 

（A）錯誤，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2Ⅱ）。 

（B）錯誤，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必沒收之（§38Ⅰ）。 

（C）錯誤，現行法得對第三人為犯罪物之沒收（§38Ⅲ）。 

 

22.下列甲之行為，依刑法規定，何者不成立犯罪？（107佐第 1、2、3類第 22

題） 

（A）12 歲的甲，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竊取乙的名牌手機 

（B）甲成年人在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

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的情況下，攻擊甲而致甲受重傷 

（C）甲聽信江湖術士之言，使人中午時分服下菊花茶，可以使該人死亡。因此

甲於中午時分送菊花茶給仇人乙服用，乙喝下該茶之後，不僅未死，更加精神 

（D）甲著手實行殺乙之行為，突感後悔，奮不顧身地將乙送醫急救，使乙撿回

一命 

（E）甲對乙為誹謗行為，但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同時能證明其

誹謗之事並非不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Ans：（原 AB，後送分） 

官方釋疑結果： 

1.說明： 

(1)選項(A)不成立犯罪無疑。 

(2)選項(B) 甲成年人在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

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的情況下，攻擊「甲」而致「甲」受重傷。第二個

「甲」與第三個「甲」，應係「乙」之誤植，致有題意不清之疑慮，不能否認。 

(3)選項(C)為刑法第 26 條之不能犯，依刑法第 26 條立法理由之說明，其行為

不成立犯罪。 

(4)選項(D)為中止未遂，仍成立犯罪。 

(5)選項(E) 甲對乙為誹謗行為，但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同時能

證明其誹謗之事「並非『不』」 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其中「並非『不』」，係誤繕，原本應為「並非」而已，多打一個「不」字，變成

「並非『不』」的雙重否定用語之後，其意變成其誹謗之事「涉於私德而與公共

利益無關者」，仍成立誹謗罪。至於其末之「，不在此限」應予刪除。綜上，本

題因校勘之失，致選項(B)(E)有題意不清之虞，為免影響考生權益，並杜爭 

執，故本題修正為送分 

2.本題修正為送分 

 

24.下列有關甲犯罪行為之情境描述，何者成立刑法第 185 條之 3 第 1 項之危

險駕駛罪？（107佐第 1、2、3類第 24題） 

（A）甲下班後，在公司旁的便利超商，購買一瓶罐裝啤酒喝了後，再駕駛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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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客車返家，途中遇警察實施酒駕臨檢，員警對甲施測後，發現甲呼氣中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 0.35 毫克 

（B）甲重感冒，明知其感冒藥具有強烈的嗜睡副作用，但為因應公司主管的緊

急召喚，仍於服用感冒藥後，在頭昏腦脹的情況下開車前往公司，但開不到 1 公

里，即於某路口停等紅燈時，坐在駕駛座上睡著 

（C）甲服用大量的一級毒品海洛因，在昏昏沉沉的情況，仍開車返家，一路蛇

行，最後撞擊道路旁電線桿 

（D）甲誤將安眠藥當作維他命錠加以服用之後，開車上路，行駛到中途，安眠

藥效發作，甲駕車蛇行，最後連人帶車摔落路旁大水溝，幸甲生命無虞 

（E）甲飲用二瓶高梁酒，在爛醉如泥的情況下，騎乘腳踏車返家，路上被警察

攔下，經警察酒測的結果，發現甲呼氣中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1.25 毫克 

Ans：ABC 

解析： 

（A）成立，甲之酒測值已超過法定標準（§185-3Ⅰ○1 ）。 

（B）成立，甲服用感冒藥（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185-3Ⅰ○3 ）。 

（C）成立，甲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駕駛（§185-3Ⅰ○3 ）。 

（D）不成立，甲是誤服，並無本罪故意。 

（E）不成立，一般腳踏車並非動力交通工具。 

 

25.依實務見解，下列有關甲犯罪行為之情境描述，何者成立刑法第 222條第 1

項加重強制性交罪？（107佐第 1、2、3類第 25題） 

（A）甲以強力迷魂藥將乙女迷昏後，以手指侵入乙女之陰道，以逞其獸慾 

（B）甲威脅其下屬乙女，如果不與其交歡，將把其調至邊遠地區的公司冷門單

位，乙女畏懼甲之權勢，因而聽從甲與之性交 

（C）甲對乙女施凌虐，致使乙女不能抗拒，再對乙女性交 

（D）甲將具有重大精神障礙以及重大身體障礙之乙女打昏之後，對乙女性交 

（E）甲為計程車司機，某日深夜見其所搭載之乘客乙女秀色可餐，遂將其載至

荒郊野外，威脅乙女乖乖聽從其性交，否則立刻將其殺害之後，再姦屍，致使乙

女心生畏懼，不敢抗拒，而任由甲在其計程車上對其性交 

Ans：ACDE 

解析： 

（A）正確（§222Ⅰ○4 ）。 

（C）正確（§222Ⅰ○5 ）。 

（D）正確（§222Ⅰ○3 ） 

（E）正確（§222Ⅰ○6 ） 

（B）錯誤，甲利用權勢性交，應成立利用權勢性交罪（§228Ⅰ）。 

 

26.下列行為人甲於我國領域內或領域外所為之行為，何者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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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佐第 1、2、3類第 26題） 

（A）美國人甲來台觀光，在台北 101 大樓前觀賞跨年煙火晚會時，與另一名同

樣來我國觀光的法國人乙發生衝突，甲將乙打成重傷 

（B）日本人甲在加拿大溫哥華地區設廠專門偽造臺灣地區通用貨幣－新臺幣。 

（C）英國人甲在倫敦毆打我國的留學生乙，致乙鼻青臉腫 

（D）我國人民甲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號召同志 10 人於非洲肯亞地區，利用

通訊網路，以及大眾傳播媒體，向大陸地區人民施用詐術，獲得數億財物 

（E）我國人民甲在泰國地區製造並販賣一級毒品海洛因 

ABDE 

解析： 

（A）正確，在我國領域內犯罪即有我國刑法之適用（§3Ⅰ）。 

（B）正確，在國外偽造我國貨幣亦有我國刑法之適用（§5○5 ）。 

（D）正確，甲之行為成立加重詐欺罪（§339-4Ⅰ○2 、○3 ），依刑法第 5條 11款

規定，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E）正確，在國外製造並販賣一級毒品亦有我國刑法之適用（§5○8 ） 

（C）錯誤，外國人在外地打傷我國國民，但普通傷害罪非最輕本刑三年以上徒

刑之罪，非有我國刑法之適用（§8）。 

 

碎碎念： 

關於「刑法之空間效力」之問題，請搭配本書第 1-40～42頁上的表格及口訣，

即可擺脫討人厭的法條。 

 

27.下列有關甲之犯罪行為的情境描述中，何者依現行法以及實務見解，該當之

犯罪構成要件係屬學理上所謂之「形式結合犯」？（107佐第 1、2、3類第 27

題） 

（A）甲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將乙打昏，然後取走乙身上所有財物 

（B）甲依其既定之犯罪計畫，強盜乙的所有財物之後，立刻將乙殺人滅口 

（C）甲以零錢與糖果誘使 5 歲的小女孩乙，為其實施口交之行為，並將竹竿用

力插入小女孩乙之陰道內，以逞其獸慾，導致小女孩乙的陰道與子宮受傷，從此

失去生育能力 

（D）甲基於擄人勒贖之意圖，將乙擄走之後，再向乙的家人勒索 100 萬贖金，

以換取乙之人身自由 

（E）甲犯海盜罪的同時還將被害人乙殺成重傷，嗣後再對被害人乙為強制性交 

Ans：BCE 

解析： 

所謂的「形式結合犯」指，是指兩個之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而結合成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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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強盜結合罪（§332）、強制性交結合罪（§226-1）、海盜結合罪（§334）及

擄人勒贖結合罪（§348）等，即立法者將本來要數罪併罰的情形，將其結合成一

罪以加重刑度。 

而「實質結合犯」指的是原本可以各自評價的構成要件行為，結合成為「單一構

成要件」，如擄人勒贖罪（§347），將妨害自由行為（§302）與恐嚇取財行為（§

346）結合成新的獨立構成要件。實質結合犯本質就是「複行為犯」11。 

（B）正確，甲之行為成立強盜結合罪（§332Ⅰ）。 

（C）正確，依最高法院 99年度第 7次刑事庭決議意旨，與未滿七歲之乙為性交

行為，應論加重強制性交罪（§222Ⅰ○2 ），且甲並使乙喪失生育能力，已造成重

傷（§10Ⅳ○5 ），最後應論強制性交結合罪（§226-1後段）。 

（E）正確，甲犯海盜結合罪（§334Ⅱ○4 ）。 

（A）錯誤，甲犯一強盜取財罪（§328）為實質結合犯（§302+§320），非形式結

合犯。 

（D）錯誤，擄人勒贖罪（§347）為實質結合犯。 

 

碎碎念： 

其實只要記「形式結合犯」就可以了，「實質結合犯」就是複行為犯，是一個窮

極無聊的分類。而遇到實例題時，要記得寫出「形式結合犯」的成立要件唷！ 

 

31.就刑法第 222 條「加重強制性交罪」，其相關加重條件之適用，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31題） 

（A）對於 16 歲高中生 （B）使用安眠藥 

（C）侵入員工宿舍     （D）使用私人汽車 

（E）趁對象泥醉「撿屍」 

Ans：BC 

碎碎念： 

請見刑法第 222條，完全送分題。 

要特別說的是（E），若被害人泥醉的原因是自己造成的，行為人對其性交僅成立

乘機性交罪（§225Ⅰ）。 

 

32.就刑法偽造文書章之適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32

題）  

（A）「偽造私文書罪」 （第 210 條）處罰「有形偽造」 

（B）「業務登載不實罪」 （第 215 條）處罰「無形偽造」 

（C）「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第 213 條）處罰「故意犯」 

（D）「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第 214 條）處罰「有認識過失犯」 

                                                      
10

 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717 號判決。 
11

 林鈺雄，新刑法總則，五版，2016 年 9 月，頁 58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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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偽造特種文書罪」 （第 212 條）處罰「具體危險犯」 

Ans：ABCE 

解析： 

我國刑法原則上是以處罰○a 有形偽造為原則，如偽造變造私文書罪（§210）、偽

造變造公文書罪（§211）及偽造變造特種文書罪（§212）。以處罰○b 無形偽造為

例外，如公務員登載不實罪（§213）、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214）及業務登載

不實罪（§215）。（A）（B）正確。 

（C）正確，為智力測驗。 

（E）正確，法文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此一具體危險結果。 

（D）錯誤，僅處罰故意犯（§214）。 

 

33.甲警執行臨檢盤查過程，A 形跡可疑經攔停要求出示證件，A 未聽從擬轉身

逃跑遭攔阻，A 伸手掏摸腰際，甲警以其或要取槍乃持槍反擊，而瞄準其腳之非

致命部位，但 A 情急蹲下隱蔽致彈射擊其胸而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7

佐第 1、2、3類第 33題） 

（A）甲警阻卻故意 （B）甲警誤想防衛 

（C）甲警阻卻違法 （D）甲警防衛過當 

（E）甲警阻卻罪責 

Ans：AB 

解析： 

本題甲以為 A將要攻擊，誤以為存有「現在不法侵害」之防衛情狀，而為反擊行

為，此為「誤想防衛」。依實務見解，不成立故意犯罪，視情形成立過失犯罪12。

（A）（B）正確。 

 

34.過年期間，甲知乙需錢孔急建議共至銀樓，計劃趁店員繁忙下手行竊。乙則

另邀不知情好友丙，以停車不便為由請其於店外接送、等候。然犯案過程，甲假

裝購買引店員轉身分心，然於乙下手時仍被發現，甲突取出匕首喝令店員「不要

動」，取走櫃上金飾。隨後，甲、乙轉身出門匆忙上車，丙見上述過程亦發車揚

長而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34題） 

（A）甲該當強奪罪 （B）甲該當強盜罪 

（C）乙該當竊盜罪 （D）乙該當強盜罪 

（E）丙無罪 

Ans：BD 

解析： 

本題甲另行起意以匕首脅迫店員而取財，應成立加重強盜罪（§330），而乙與丙

皆繼續完成犯行，是在甲為新犯行時，共同形成新的「犯意聯絡」，並無「犯意

                                                      
12

 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509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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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之情事，故乙丙亦成立加重強盜罪之共同正犯。（B）（D）正確。 

 

36.年前，甲前往銀行自助提款機領錢，見前人遺忘信用卡及領據且已四下無人，

隨即再次操作盜領萬元。隔日，又持該卡於賣場購物，簽單消費千元。依實務見

解甲行為成立之罪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7佐第 1、2、3類第 36題） 

（A）竊盜罪         （B）侵占遺失物罪 

（C）詐欺取財罪     （D）行使偽造文書罪 

（E）不正方法由付費設備詐取財物罪 

Ans：BDE 

解析： 

本題甲侵占前人遺忘的信用卡，成立侵占遺失物罪（§337），而再次盜領萬元，

是以不正方法取得付款設備之財物，成立自動付款設備詐欺罪（§339-2）；而隔

日持該卡簽單消費，應成立行使偽造文書罪（§216）。（B）（D）（E）正確。 

不過，甲非本人而持卡購物，有實務見解認為應成立詐欺得利罪13（§339Ⅱ），但

亦有見解認為是詐欺取財罪14（§339Ⅰ）。所以，我說（C）是怎麼一回事呢？ 

 

 

 

 

                                                      
13
 臺灣高等法院 105 上訴字 3008號判決。 

14
 法務部（86）法檢（二）字第 1814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