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年度警大二技刑法選擇題之解析： 

1.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違犯下列何種犯罪不適用中華民國刑法？ 

(A)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 

(B)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方法劫持使用中之航空器或控制其飛航者 

(C)買賣、質押人口者 

(D)偽造在外國發行流通之有價證券 

Ans：D 

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刑法第 5條規定之適用。 

（A）犯妨礙公務罪（§135），有我國刑法之適用（§5○3 ）。 

（B）犯劫持交通工具罪（§185-1），有我國刑法之適用（§5○4 ）。 

（C）犯買賣人口罪（§296-1），有我國刑法之適用（§5○9 ）。 

（D）偽造非我國之有價證券，不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201），自無我國刑法之

適用（§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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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某甲與妻子乙辦理離婚手續後，見乙徒步走出戶政機關，心裡越想越不甘願，

便駕車自後猛烈衝撞，致乙死亡，之後甲匿名打電話給 119，僅稱有人受傷並叫

救護車後即掛斷。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成立正當防衛       (B)甲成立良心犯 

(C)甲成立自首減刑事由   (D)甲無自首減刑事由 

Ans：D 

解析： 

本題，對甲而言，乙與其離婚並非「現在不法侵害」，甲駕車之殺人行為，並不

得主張正當防衛以阻卻違法性，應成立殺人既遂罪（§271Ⅰ）。而甲匿名打 119

後隨即掛斷，根本未申告自己的犯罪及表達自動接受裁判的意思，不符合自首的

要件（§62）。（D）正確，（A）（C）錯誤。 

（B）來亂的。 

自首之積極要件：○1申告自己的犯罪+○2犯罪尚未被偵查機關發覺+○3申告後必須

自動接受裁判 

 

3. 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此係所謂的罪責法定原則 (B)此規定中所言之法律包含命令 

(C)此規定包含有明確性原則 (D)此規定中所言之處罰包含保安處分 



Ans：C 

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罪刑法定原則之實質內涵（§1、2）：○1 刑罰內容與範圍由法律明定、

○2 構成要件與法律效果明確性、○3 禁止不利於行為人之習慣法、○4 禁止不利於行

為人之溯及既往與○5 禁止不利於行為人之類推適用。 

（C）正確。 

（A）錯誤，是罪「刑」法定原則 。 

（B）錯誤，是「法律」。 

（D）錯誤，只有「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有罪刑法定原則之適用（§1後段）。  

 

4.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71 號解釋見解，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何時之危

險性所為者？ 

(A)過去 (B)現在 (C)將來 (D)裁判時 

Ans：C 

解析： 

釋字第 471號解釋文：「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

自由等之處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 

（C）正確。 

 

保安處分與刑罰相異之處
1
 

 保安處分 刑罰 

目的 考慮行為人個人的危險性格，及對社會

的危險性。著眼於未來的再犯性。 

針對已違犯之犯罪行為而給予對應的處

罰。著眼於過去的犯行。 

本質 藉由矯正、治療或教育等措施以期待行

為人可回歸社會。 

以痛苦來衡平犯罪的惡害並用於以抵償

罪責。 

罪刑法定

原則之適

用 

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應遵守罪刑

法定原則，但非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

分無須遵守。 

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原則。 

 

5. 西門町鬧區中有名駕車的嫌犯受到警察追捕，即使他知道鬧區中行人眾多，

卻不管三七二十一駕車橫衝直撞，造成多名行人死亡及輕、重傷。試問對該嫌犯

所造成之傷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成立法規競合           (B)成立數罪併罰 

(C)成立與罰前行為之情況   (D)成立想像競合 

Ans：D 

解析： 

                                                      
1
 整理自王皇玉，刑法總則，二版，2016 年 10 月，頁 28。 



本題，該駕車嫌犯明知行人眾多，卻仍執意駕車傷人，應具有間接故意（可能是

重傷、殺人之故意）。其出於一行為決意，而導致眾人傷亡，此涉及生命、身體

法益（一身專屬法益）的侵害，應以被害人的人數作為判斷實現犯罪構成要件數

的標準，故成立想像競合（§55）。 

（D）正確。 

 

碎碎念： 

也就是說，該嫌是一行為侵犯了數人的生命或身體法益，應特別視為不同法益的

侵害，為一行為侵犯數法益，成立想像競合。 

 

6. 某甲因細故與同班同學數人產生嫌隙。某日雙方在網路上又互相攻擊，甲一

氣之下以使人受刑罰之意思而向警察機關誣告同班同學數人，依實務判例見解，

甲之誣告行為之罪數為何？A 

(A)一罪      (B)數罪      (C)無罪      (D)一部誣告罪、一部無罪 

Ans： 

解析： 

（A）正確，依實務見解，以一狀誣告數人，是侵害同一國家法益之犯罪，仍僅

成立一誣告罪2。 

 

7. 甲整天沉迷於手機的通訊軟體，父親乙為糾正甲沉迷手機的情況，將其手機

沒收，甲甚為氣憤而以一般傷害之意思，推倒父親乙倒地，乙幸未受傷，甲成立

下列何罪？ 

(A)傷害未遂罪                (B)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 

(C)加暴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D)加暴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未遂罪 

Ans：C 

解析： 

本題，甲雖以傷害之意思將乙推倒，已施展強暴之手段，但乙並未受傷，應成立

加暴行於直系血親尊親屬罪（§281），（C）正確。 

 

8. 年老甲父照顧腦性麻痺兒子乙多年，身心俱疲，心想萬一自己先走一步，腦

麻的兒子將無人照顧，境況堪憂。因此某日向兒子表示想要殺了他，兒子亦知父

親的心情，便點頭同意。之後甲便將乙勒斃，結束之後向警察自首。試問下列敘

述何者為是？ 

(A)甲成立義憤殺人罪     (B)甲因情有可原而不成罪 

(C)甲成立受囑託殺人罪   (D)甲成立殺害直系血親卑親屬罪 

Ans：C 

                                                      
2
 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上字第 1533 號判決。 



解析： 

本題，甲得乙之囑託而將其勒斃，應成立受囑託殺人罪（§275Ⅰ後段）。（C）正

確。 

 

碎碎念： 

這題根本是送分題，但粗心的考生可能會選成（D），要特別注意，我國刑法只有

殺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272），並沒有殺害直系血親卑親屬罪。 

 

 

9. 員警甲受人之託將其他同仁所拍攝之交通違規採證照片抽取出，並混入其他

違規採證廢片中，令其他不知情之同仁不定期將該違規採證廢片一同銷毀。請問

甲成立： 

(A)毀損罪 

(B)毀棄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 

(C)因為甲未親手直接銷毀該違規採證相片，故無罪 

(D)侵害文告罪 

Ans：B 

解析： 

本題，甲使不知情的警察同仁，將職務上掌管的採證照片銷毀，是利用優勢認知

而意思支配該員，應成立毀棄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物品罪之間接正犯。（B）正確，

（C）錯誤。 

 

10.大貨車駕駛甲已連續十餘日過勞工作，甲也清楚知道自己本身已無清醒安全

駕駛之能力，但為家計仍強行開車上路。當日凌晨時分因打瞌睡撞上在路邊執勤

之警察人員，造成重大傷亡。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甲成立殺人罪 

(B)甲因精神不濟而得主張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之限制責任能力 

(C)甲之行為屬於所謂的超越承擔之過失 

(D)甲成立原因自由行為 

Ans：C 

解析： 

依學理，若行為人不具執行特定風險行為所必要的能力、技術、經驗或條件，竟

承擔該特定工作者，則其這種膽敢承擔超越其能力與條件的特定工作之行為，即

屬違反客觀注意義務，為「超越承擔的過失」3。 

本題，甲自己清楚無安全駕駛能力，竟膽敢開車上路，致生傷亡，已違反客觀注

意義務，為超越承擔的過失。（C）正確。 

                                                      
3
 林山田，刑法通論下，十版，2008 年 1 月，頁 185。 



（A）錯誤，甲對警員死傷並無認知及意欲，並無故意。 

 

21.依實務觀點，有關判斷行為與結果間具備相當因果關係之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 

(A)需依經驗法則判斷 

(B)為客觀之事前審查 

(C)需配合客觀歸責為審查 

(D)在一般情況下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生發同一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

結果之相當條件 

(E)需具備合法則關係 

Ans：AD 

解析： 

依最高法院 76年度台上字第 192號判例4意旨： 

○1 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

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

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 

○2 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

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

當因果關係。 

（A）（D）正確。 

 

22.犯下列何罪，而有特定情形者，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強制治療？ 

(A)強制性交罪 (B)強制猥褻罪 

(C)公然猥褻罪 (D)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 

(E)犯強盜罪而擄人勒贖者 

Ans：ABC 

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對刑法第 91-1條 1項規定，特定性犯罪之強制治療之掌握。 

（A）（B）（C）正確。 

 

23.有關刑法中共犯之敘述何者為是？ 

(A)教唆犯是指從事於以興起他人之犯行決意行為為主之犯罪 

(B)幫助犯是對已有犯行決意者協助、促進其實現之犯罪 

(C)被教唆者儘管未著手實行所教唆之犯罪，教唆人仍成立未遂教唆 

(D)被幫助者儘管未著手實行犯罪，幫助人仍成立未遂幫助 

(E)我國刑法體系係採單一正犯制度 

                                                      
4
 學界認為判例的立場近似相當因果理論之客觀說，見陳子平，刑法總論，三版，第 174 頁。 



Ans：AB 

解析： 

（A）（B）正確。 

（C）（D）錯誤，由於我國刑法採限制從屬性之立場，即共犯必須從屬於正犯的

違法行為，且該違法行為已屬著手實行。故若被教唆者或被幫助者（即正犯）尚

未著手實行犯罪，教唆者或幫助者根本無從成立犯罪。 

（E）錯誤，我國刑法採「二元犯罪參與體系」，就是指犯人要去區分正犯還是共

犯。 

 

24.無故侵入他人何處所成立侵入住宅罪？ 

(A)住宅旁附連圍繞之花園   (B)建築物 

(C)汽車                   (D)船艦 

(E)住家 

Ans：ABDE 

碎碎念： 

拜託你得分的送分題，見刑法第 306條規定。 

 

25.對於刑法中自首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需犯罪尚未發覺前為之    (B)需有接受裁判之意思 

(C)應減輕其刑              (D)自首者屬中止犯 

(E)自首得委託他人為之 

Ans：ABE 

解析： 

 累犯（§47） 自首（§62） 

積極要件 ○A 曾受徒刑執行完畢或 

○B 曾受徒刑一部執行後被赦免 

 

五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1 申告自己的犯罪 

○2 犯罪尚未被偵查機關發覺 

○3 申告後必須自動接受裁判 

法律效果 必加重本刑 1/2 得減刑 

補充說明 （一）受徒刑宣告，但「轉為易科罰

金」而執行與「假釋期滿」，皆為「已

執行論」，得成立累犯。 

（二）若再犯的時點在「判決確定後

尚未執行」
5
、「徒刑執行中」

6
（包括

脫逃
7
、因病保釋在外

8
）、「假釋中」

9
，

（一）自首之方式，不論是言詞或書面，

自行投案或託人代行、向非偵查機關請

其轉送，均無限制
12
。 

（二）告知時不用特別表明「願受裁

判」，也不用主動到案，告知其所在並於

可隨時受裁判之狀態亦可
13
。 

                                                      
5
 最高法院 47 年台上字第 1027 號判例。 

6
 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258 號判例。 

7
 最高法院 19 年非字第 128 號判例。 



「緩刑中
10
+緩刑期滿未經撤銷

11
」，皆

不得成立累犯。 

（三）累犯前罪並不以故意犯罪為

限，但後罪限為故意犯。 

（四）注意前罪因強制工作而免執

行，有準累犯之規定（§47Ⅱ）。 

（三）偵查機關雖知有犯罪事實但不知

何人所犯，仍屬「未發覺」
14
。 

（四）裁判上一罪（想牽連）要全部自

首才能適用
15
。 

（五）自首後主張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

不影響自首效力。自首動機為何亦無限

制
16
。 

見上列圖表，（A）（B）（E）正確。 

 

26.甲係乙之父親，甲年輕時喜好拈花惹草，長年不返家，以致乙孤單成長。數

十年後，在外的甲因病成為無自救力之人，並轉頭回家要求乙之扶養。乙在下列

何條件下，對甲不為其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時，不罰？ 

(A)甲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持續逾二年 

(B)甲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持續逾三年 

(C)甲對乙未盡扶養義務須情節重大 

(D)甲對乙須先違犯有遺棄罪 

(E)甲喜好拈花惹草行為係人之本性，故乙不得拒絕扶養之 

Ans：AC 

解析： 

本題考點在於刑法第 294-1條阻卻遺棄罪事由（來互相傷害啊）之規定。（A）（C）

正確。 

 

碎碎念： 

請在考前特別將本條第 4款規定好好注意一下，如「二年」、「未盡扶養義務」、「情

節重大者」等關鍵字記憶。 

 

27.對刑法第 230 條之血親性交罪，下列敘述何者為是？ 

(A)與直系血親為性交者      (B)與姻親為性交者 

(C)與三親等內姻親為性交者  (D)與三親等內旁系血親為性交者 

                                                                                                                                                        
8
 最高法院 25 年上字第 3173 號判例。 

9
 最高法院 25 年非字 101 號判例，假釋中僅更犯罪受徒刑宣告，只為撤銷假釋的原因，不適用

累犯，要假釋期滿才行。 
12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1368 號判決。 
13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4046 號判決。 
10

 最高法院 25 年非字第 105 號判例。 
11

 最高法院 75 年台上字第 635 號判例。 
14

 最高法院 75 年台上字第 1634 號判例意旨。 
15

 最高法院 100年台上字第 2154號判決。這裡的想牽連是指，成立「想像競合」，「牽連犯」及

「連續犯」的情形，由於現刑法已無「牽連犯」與「連續犯」的規定，請讀者直接記成立「想像

競合」的型態即可。 
16

 最高法院 99年台上字第 7333 號判決。 



(E)須限於與未成年血親為性交者 

Ans：AD 

碎碎念： 

拜託你得分的送分題，見刑法第 230條規定。 

 

28.甲男與乙女結婚，乙因毒品犯罪嫌疑而受警察機關調查。甲為求乙能順利脫

身，故將乙的犯罪證據加以湮滅。其實乙女在與甲男結婚前便已經先與他人結

婚，而甲則被瞞在鼓裡。以下敘述何者為是？ 

(A)甲違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B)甲成立通姦罪 

(C)乙成立詐欺罪 

(D)甲不得主張適用刑法第 167 條親屬間犯湮滅證據罪而減免其刑 

(E)乙成立重婚罪 

Ans：DE 

解析： 

（D）正確，甲將乙之刑事證據湮滅，該行為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165），然因

乙女先與他人結婚，依民法規定，甲乙婚姻無效17，甲非乙之配偶，自不得依刑

法第 167條規定而減免其刑。 

（E）正確，乙有配偶而再與甲結婚，該行為成立重婚罪（§237）。 

（B）錯誤，即便甲婚後與乙性交（其實題目根本沒提到），由於甲根本不知乙是

別人的老婆，沒有通姦故意。 

 

 

29.刑法第 28 條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對此，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為共同正犯之規定     (B)正犯僅限於二人 

(C)二人當中亦包括教唆犯   (D)所謂實行係指充足構成要件之行為 

(E)二人當中亦包括幫助犯 

Ans：AD 

解析： 

（A）（D）正確。 

（B）錯誤，二人「以上」，所以不論三，不論四，不論五，六，七，八… 

（C）（E）錯誤，正犯與共犯不同！ 

 

30.在「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 之情況下，犯罪所得，

非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此處所謂的「非屬於犯罪人者」，指犯罪行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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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之何者？ 

(A)自然人            (B)法人 

(C)非法人團體        (D)人工智能人 

(E)植物人 

Ans：ABC 

解析： 

考點在於刑法第 38-1條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A）（B）（C） 

 

碎碎念： 

題外話，這題有考生申請釋疑植物人也是正確答案，官方釋疑結果：「依題意，

植物人無法為無償或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之意思表示，故本題原公布答案無

誤」。嗯，筆者到底看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