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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警佐班第 39期第 1、2、3 類刑法選擇題之解析： 

1.甲與乙因土地買賣糾紛而結怨，乙在外放話要置甲於死地。某日，兩人狹路相

逢，甲見乙伸手撈衣，疑為取槍，立即拔槍對乙的小腿開槍射擊，乙受傷倒地，

送醫後無大礙，事後證明乙口袋內沒有手槍。甲成立何罪？（108佐第 1、2、3

類第 1題） 

(A) 成立偶然防衛，論以傷害既遂罪  

(B) 成立誤想防衛，論以過失致傷罪  

(C) 成立正當防衛，行為不罰  

(D) 成立防衛過當，論以傷害罪 

Ans：B 

 

解析： 

又是萬年考古題：「誤想防衛」（又稱錯覺防衛）。本題甲誤以為乙取槍，是誤認

存有防衛情狀（現在不法侵害），依實務見解1，視情形成立過失犯，（B）正確。 

 

碎碎念： 

本題是選擇題，自然是選擇實務見解，但若是申論題，請讀者在作答時要提及這

裡的爭議。還記得「二舅武林舅」的口訣吧？ 

 

2.甲與乙席間因故吵架，甲一氣之下敲碎酒瓶，玻璃碎片散落在桌上與地板上，

情緒衝動的甲除了以酒瓶敲擊乙頭部外，還自後方猛力將乙之頭部往桌上壓，導

致乙受有頭皮撕裂傷，右眼則因而遭桌上玻璃碎片刺入，眼球破裂，視力嚴重受

損。甲成立何罪？（108佐第 1、2、3類第 2題） 

(A) 重傷罪  

(B) 傷害致重傷罪  

(C) 傷害罪與過失致重傷罪，從一重處斷  

(D) 傷害罪與過失致重傷罪，數罪併罰  

Ans：B 

 

解析： 

本題，甲基於一個傷害犯意，除了導致乙有頭皮撕裂傷的輕傷結果，亦導致乙之

右眼球破裂，且玻璃碎片四散，一般理智之人皆得預見該重傷結果（§10Ⅳ①）

發生，應成立一傷害致重傷罪（§277Ⅱ後段）。 

 

碎碎念： 

                                                      
1
 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 509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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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學者很容易選成（C），因為不熟加重結果犯的概念。 

加重結果犯之要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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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甲向乙催討賭債未果，遂指揮丙等三人搭載乙前來商議償債事宜，甲與乙發生

激烈口角，甲等人基於打斷乙手、腳之故意，以棍、棒等物強力連續毆擊乙之手

腳，甲見乙意識能力漸弱，呈現生命垂危現象，先開車將乙載至雜草叢生之空地

丟棄，再透過公共電話叫救護車，乙經送醫後傷重不治死亡。甲成立何罪？（108

佐第 1、2、3類第 3題） 

(A) 殺人罪  

(B) 普通傷害致死罪  

(C) 重傷致死罪  

(D) 重傷罪與過失致死罪，數罪併罰 

Ans：C 

 

解析： 

本題考點即為重傷與殺人故意的區別。要注意兩個部分： 

一、「甲等人基於打斷乙手、腳之故意」，也就是說甲一開始是出於重傷的故意。 

二、「再透過公共電話叫救護車」，這代表甲無意讓乙死亡。 

雖該重傷行為導致此一加重結果，甲卻無殺人故意，（A）錯誤，（C）正確。 

 

碎碎念： 

本題是上題的進階版，考的概念雖然簡單，但要注意題目給的要件，是警佐難得

的好題。 

 

4.甲騎車見乙將其機車停放於路邊，且將皮包放置於機車籃內，並蹲下開機車大

鎖。甲萌生貪念，加速騎經乙機車旁，出手取走乙的皮包，內有金融卡與現金等

物，得手後加速逃逸。甲成立何罪？（108佐第 1、2、3類第 4題） 

(A) 侵占脫離物罪   (B) 強盜罪    (C) 竊盜罪      (D) 搶奪罪 

Ans：D 

 

解析： 

送分題，依實務見解，甲趁乙不備或不及抗拒而公然攫取財物，應成立搶奪罪（§

325）。 

 

碎碎念： 

但若遇到實例題，竊盜或搶奪的爭議請務必詳述。而且依學說見解，本題並不一

定是搶奪喔！（翻一下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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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於白天未經許可尾隨送貨人員進入 A 經營之食品批發儲貨場內，目的是想

竊取食品充飢，看見該儲貨場內放置不少可食用之物品，只是當場還有人在場，

於是暫藏匿於該貨物旁伺機行動，不久為 A 發現報警查獲，致未得手。甲成立

何罪？（108佐第 1、2、3類第 5題） 

(A) 竊盜達於預備階段，僅成立侵入住宅罪 

(B) 竊盜未遂罪  

(C) 加重竊盜未遂罪  

(D) 竊盜未遂罪與侵入住宅罪，數罪併罰 

Ans：B or C 

解析： 

此為官方釋疑說明： 

1.說明：  

依台灣高等法院 90 年度上易字第 1818 號判決，甲已開始有搜尋財物以及為物

色財物而密切接近財物等行為，對 A所管領貨品之支配力自已產生移轉持有之現

實危險性，堪認甲已著手於侵入住宅竊盜之實行，而非僅是預備竊盜階段。但題

意並未明確標示儲貨場是否有人居住，因此更正答案為 B或 C。  

2.本題原公布答案(C)修正為(B)或(C) 

 

碎碎念： 

筆者其實也看過某位警大畢的作者在解題書上犯相同的錯誤。既然並非「住宅」，

就要實質的去認定是否為「有人居住之建築物」，這才符合刑法第 321條 1項 1

款的文義。我是很疑惑警大的人怎麼會一直在這個概念上跌跤？ 

 

6.甲開車搭載 A女前往旅館從事性交易，甲購買 2杯咖啡，在其中 1杯摻入藥劑

後，將摻入藥劑之咖啡遞給 A女，A女飲用後因藥效發作覺得頭暈，甲攙扶癱軟

無力之 A女進旅館房間休息，取走 A女之皮包，內有現金等物，旋即駕車離去。

甲成立何罪？（108佐第 1、2、3類第 6題） 

(A) 詐欺罪     (B) 竊盜罪     (C) 強盜罪     (D) 加重強盜罪 

Ans：C 

解析： 

本題甲對 A女施用藥劑，屬強暴手段，並使其不能抗拒，而後取得財物，成立普

通強盜罪（§328）。 

 

碎碎念： 

注意，本題不是考強制性交罪，所以施用藥劑並不是加重條款。也就是說，財產

犯罪的加重條款（§321）與性犯罪的加重條款（§222）各有千秋，別搞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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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甲係某保全公司運鈔車之保全人員。某日甲獨自與不知情之司機乙押送裝有現

金之運鈔車，而於途中藉故支開乙後，私自將所押送現鈔中的部分現鈔取出，偷

偷交予非保全人員之同謀丙，丙隨即離開現場，事後甲乙兩人朋分所得之現鈔。

試問，依實務見解，丙成立何罪？（108佐第 1、2、3類第 7題）  

(A) 竊盜罪     (B) 侵佔遺失物罪     (C) 普通侵佔罪    (D) 業務侵佔罪 

Ans：D 

解析： 

甲、丙二人將現鈔易持有為所有，共同為侵佔行為，又依實務見解，業務侵佔罪

為純正身分犯2，故丙雖不是保全人員而不具有業務身分，但仍依刑法第 31條 1

項，擬制為業務侵佔罪之共同正犯（§336、28），（D）正確。 

 

8.有關危險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108佐第 1、2、3類第 8題） 

(A)危險犯可區分為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  

(B)抽象危險係指行為本身所具有之一般危險性  

(C)具體危險屬事前之判斷 

(D)刑法第 293條之遺棄罪係以積極之棄置行為為要件，故屬危險犯 

Ans：C 

解析： 

（A）（B）（D）皆正確，然「具體危險」依通說屬構成要件之結果要素，須實質

認定個案中是否有具體危險結果發生，故不可能是事前的判斷，（C）錯誤。 

 

9.有關「具結」對偽證罪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08佐第 1、2、3類第 9題） 

(A) 屬客觀構成要件要素  

(B) 屬刑罰擴張事由  

(C) 屬客觀可罰條件  

(D) 屬主觀構成要件要素 

Ans：C or A 

解析： 

此為官方釋疑說明： 

1.說明：有關「具結」對偽證罪之敘述，屬於(A)客觀構成要件要素，或(C)客觀

可罰條件，答案在學術上見解各有主張。  

2.本題原公布答案(C)修正為(C)或(A) 

 

碎碎念： 

警大再一次示範了，在單選題出兩種正確答案後的解決方法。 

 

                                                      
2
 最高法院 70 年台上字第 2481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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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警察人員甲因乙女闖紅燈而將之攔下並開罰單，由於乙女撒嬌央求甲開立較

輕的未戴安全帽的罰單，甲見乙女貌美可愛，便從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8

佐第 1、2、3類第 10題） 

(A)甲開立不實之罰單，故與乙女成立對向犯  

(B)乙女係甲行為之幫助犯  

(C)甲成立偽造公文書罪  

(D)甲成立公文書登載不實罪，但無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Ans：D 

解析： 

依題意，甲乙顯然共同犯公務員登載不實罪（§213、28），而乙雖無公務員身分，

然依實務見解，本罪為純正身分犯，依刑法第 31條 1項規定，擬制為共同正犯，

故（A）（B）錯誤。 

（C）錯誤，甲為有權製作罰單之人，並非偽造。 

（D）正確，本罪因公務員之身分，已特別規定其刑，並無不純正瀆職罪加重其

刑至二分之一之適用（§134但）。 

 

碎碎念： 

請一併參考拙著第 13-41頁之表格（很重要）。 

 

21.甲利誘乙殺害 A，乙事後變更犯意，基於重傷故意持刀砍傷 A 大腿，A 送醫

急救後未至重傷結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8佐第 1、2、3類第 21題） 

(A) 甲、乙成立殺人未遂罪的共同正犯  

(B) 甲、乙成立重傷未遂罪的共同正犯  

(C) 乙成立殺人未遂罪之中止犯  

(D) 乙成立重傷未遂罪  

(E) 乙成立殺人未遂罪  

Ans：D 

解析： 

本題重點在於，乙行為時的犯意為何？依題意，乙是基於重傷故意而為普通傷害

之結果，應成立重傷未遂罪（§278Ⅲ），（D）正確。 

又題意並未說明甲乙間有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故甲之利誘行為不應評價為共

同正犯，而應評價為教唆行為，（A）（B）錯誤。 

 

22.甲與乙因行動電話費過高發生爭執，繼而相互鬥毆成傷，乙受傷後逃逸，並

對甲口出惡言，甲心生不滿萌生殺意追趕，持鐮刀朝乙背部猛刺一刀，乙負傷逃

到戶外，甲追趕後再朝乙腹部猛刺一刀，致乙倒地不起，丙見狀，將乙送醫急救，

甲站立一旁並未阻止，乙急救後倖免於難。甲之行為應如何評價？（108佐第 1、

2、3類第 22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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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成立殺人未遂罪，並有中止犯之適用  

(B)成立殺人未遂罪，並有準中止犯之適用  

(C)先、後行為屬另行起意，應分論併罰，且無中止犯之適用  

(D)先、後行為屬犯意變更，傷害事實吸收在殺人行為之內  

(E)成立傷害罪與二個殺人未遂罪，數罪併罰  

Ans：C 

解析： 

首先，由於本題並未說是誰先開始不法的侵害，所以依實務見解，雙方都不能主

張正當防衛3，甲之鬥毆傷害行為成立普通傷害罪（§277）。  

其次，乙逃逸後對甲口出惡言，甲才因此萌生殺意，為「另行起意」的情況，應

評價為另一個殺人行為，而由於丙救了乙，甲之行為並未造成死亡結果，應論殺

人未遂罪（§271Ⅱ）。 

最後，甲之殺人未遂的犯行得否適用刑法第 27條之減免規定？中止未遂的要

件：①已著手實行且結果未發生＋②己意中止＋③中止行為＝必減免其刑。本

題，甲只是站立一旁，根本沒有中止犯罪的意思，不得適用中止犯（§27Ⅰ前）

或準中止犯（§27Ⅰ後）。 

整題只有（C）正確。 

 

23.有關刑法「時效」之敘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8佐第 1、2、3類第 23

題） 

(A)保安處分先於刑罰執行者，行刑權之時效期間自保安處分執行完畢之日起算 

(B)犯罪行為人逃匿而遭通緝者，追訴權之時效因起訴而停止進行 

(C)本刑應減輕者，追訴權之時效期間，仍依本刑計算  

(D)犯罪行為有繼續之狀態者，追訴權之時效期間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 

(E)犯最重本刑為三年以上十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追訴權之時效期間為十年 

Ans：ABC 

解析： 

（A）正確，見刑法第 84條 2項規定。 

（B）正確，見刑法第 83條 1項規定。 

（C）正確，見刑法第 82條規定。 

（D）錯誤，應從行為終了之日起算（§80Ⅱ）。 

（E）錯誤，追訴權之時效期間為 20年（§80Ⅰ○2 ）。 

 

碎碎念： 

本題可以好好的複習刑法的時效問題，記得順便看法條掃過，以免突襲。 

 

                                                      
3
 最高法院 30 年上字第 1040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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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甲積欠乙債務，卻無力償還，乙曾入 A宅裝潢，得知 A宅內有不少名畫，於

是勸甲入宅行竊變賣還債。甲邀丙、丁一起作案，因甲處於假釋中，由甲觀察 A

作息與豪宅安全設備並擬定行竊與銷贓計畫後，交由丙、丁實行。丙與丁依計畫

日間侵入 A宅行竊成功，甲、丙與丁平分贓款。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8佐第

1、2、3類第 24題） 

(A)甲、乙、丙與丁因結夥三人以上行竊，成立加重竊盜罪  

(B)甲、丙與丁因結夥三人以上行竊，成立加重竊盜罪  

(C)甲、乙、丙與丁因侵入住宅行竊，成立加重竊盜罪的共同正犯  

(D)丙與丁因日間侵入住宅行竊，成立加重竊盜罪的共同正犯，乙成立加重竊盜

罪的教唆犯  

(E)丙與丁因日間侵入住宅行竊，成立普通竊盜罪的共同正犯，甲成立竊盜罪的

共謀共同正犯 

Ans：D 

解析： 

本題，丙、丁共同侵入住宅竊盜，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成立加重竊盜罪之

共同正犯（§321Ⅰ○1 ），乙挑唆起行為人的犯意，成立加重竊盜罪之教唆犯。而

甲雖未於實行行為時在場，但依釋字 109號之意旨，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

前同謀，而由他人實行犯行，亦為共同正犯。故甲為加重竊盜罪之共謀共同正犯。

（D）正確，（C）（E）錯誤。 

又「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者」（§321Ⅰ○4 ），依實務見解，必須是在場共同或參與

分擔實施犯行之人已達三人以上，不包括同謀共同正犯在內4，本題僅有丙丁在

場，故不符合該加重要件之規定，（A）（B）錯誤。 

 

碎碎念： 

這種多數行為人的題目是不難，但容易混淆，建議在作答時，以簡易圖表標示出

各個行為人所參與的行為，穩穩拿分。 

 

25.有關「公然侮辱罪」與「誹謗罪」要件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08 佐第 1、

2、3類第 25題） 

(A) 侮辱者須具有散布於眾之意圖  

(B) 侮辱得以態度或舉動方法為之  

(C) 誹謗者須指摘具體事實且公然為之  

(D) 公然侮辱罪適用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  

(E) 公然侮辱罪不適用刑法第 311 條免責條件 

Ans：BE 

解析： 

                                                      
4
 最高法院 76 年台上字第 7210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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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正確，（E）亦正確，依實務見解，公然侮辱罪不適用刑法第 311 條免責條

件5。 

（A）錯誤，公然侮辱罪並無意圖要素。 

（C）錯誤，誹謗罪並無「公然」之構成要件。 

（D）錯誤，刑法第 310條第 3項依釋字第 509號解釋之意旨，依多數見解採阻

卻違法事由說，公然侮辱罪並不適用刑法第 310 條第 3項之阻卻犯罪事由。 

 

26.甲男與乙女未婚生子，二人商議後，由乙女將剛出生之嬰兒放入塑膠袋內並

加以打結，再由甲男攜帶外出，丟棄於租屋處附近草叢中，嬰兒因窒息導致呼吸

衰竭死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8佐第 1、2、3類第 26題） 

(A) 甲、乙成立母殺嬰兒罪的共同正犯  

(B) 甲成立殺人罪，乙成立母殺嬰兒罪  

(C) 乙成立母殺嬰兒罪，甲成立母殺嬰兒罪的幫助犯  

(D) 甲、乙成立遺棄致死罪的共同正犯  

(E) 甲成立遺棄致死罪，乙成立母殺嬰兒罪 

Ans：B 

解析： 

本題，乙女為生母，殺死甫出生的嬰兒，應成立生母殺嬰罪（§274），而甲與乙

實際上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之情形，但由於甲欠缺「生母」此一身分，本罪為

不純正身分犯，沒有身分的甲，應依刑法第 31條 2項的規定，論以通常之刑，

即為普通殺人罪（§271）。僅（B）正確。 

 

碎碎念： 

今年發生一起新加坡情侶殺嬰案，值得注意，而且新聞報導常忽略生母殺嬰罪。

台灣記者不意外，但考生可不能遺忘喔！  

 

27.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下列何者處罰未遂犯？（108 佐第 1、

2、3類第 27題）  

(A) 強制猥褻  

(B) 普通傷害  

(C) 未得孕婦同意使之墮胎  

(D) 妨害公眾往來安全  

(E) 自行脫逃 

Ans：CDE 

解析： 

注意：依刑法第 25條 2項規定，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 

                                                      
5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3116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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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正確，見刑法第 291條 3項規定。 

（D）正確，見刑法第 185條 3項規定。 

（E）正確，見刑法第 161條 4項規定。 

（A）（B）錯誤，沒這個東西。 

 

碎碎念： 

小吐嘈一下，（E）「自行脫逃」這幾個字要不是大家都是學刑法的，不然哪知道

自行脫逃是在講什麼？法條用語是依法拘禁逮捕之人而脫逃啦！ 

 

28.身在日本的甲利用快遞寄送一郵包炸彈至桃園乙處，乙一打開郵包旋即被炸

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108佐第 1、2、3類第 28題） 

(A) 由於甲處在日本，故不適用我國刑法  

(B) 由於乙處在中華民國領域內，故適用中華民國刑法  

(C) 犯罪之行為或結果必須皆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始得適用我國刑法  

(D) 甲之犯罪性質屬隔地犯  

(E) 若甲乙皆外國人即不適用我國刑法 

Ans：BD 

解析： 

（B）（D）正確，見刑法第 3、4條之規定。 

 

碎碎念： 

本題是最簡單的空間效力問題，因為只要運用書上所謂：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訣，

就可快速取分了。 

 

29.有關「刑法效力」之規定，下列何者有我國刑法之適用？（108 佐第 1、2、3

類第 29題）  

(A) 本國人甲等七人在菲律賓設置電信詐騙據點，假冒檢察官以誘騙手段讓大陸

地區人民將錢轉帳至指定帳戶內  

(B) 船長甲在登記我國船籍的船上，持槍對跳入公海逃生的船員乙開槍致死  

(C) 本國人甲在日本行使刑法第 211 條偽造的公文書  

(D) 越南人在越南殺害我國台商  

(E) 本國公務員甲在泰國犯湮滅刑事證據罪 

Ans：ABCD 

解析： 

（A）正確，見刑法第 5條 11款之規定。（【第 1型】之加重詐欺） 

（B）正確，見刑法第 3條後段。（口訣：中華民國萬歲！） 

（C）正確，見刑法第 5條 7款之規定。（【第 1型】之偽造系列） 

（D）正確，見刑法第 8條規定，對台灣人為犯罪，且殺人罪法定最輕本刑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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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越南亦有處罰規定。（【第 3型】） 

（E）錯誤，並不符合刑法第 5條及第 7條之規定。 

 

碎碎念: 

刑法之空間效力真的很常考，拙作上的表格及口訣一定要熟記來快速取分！ 

 

30.甲得知進口重型機車買賣有利可圖，與乙商議找人後，由乙負責到日本竊取

重型機車。乙邀丙、丁一起前往日本行竊，乙竊得九輛機車，再由丙與丁予以拆

解、包裝與改變車身號碼後運回台灣，甲找人組裝後，再賣給知情的戊。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108佐第 1、2、3類第 30題） 

(A) 甲、乙、丙與丁之行為依刑法第 7條規定，有我國刑法之適用  

(B) 甲成立加重竊盜罪的共謀共同正犯  

(C) 甲、乙、丙與丁成立變造準私文書罪  

(D) 戊成立贓物罪  

(E) 丙、丁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 

Ans：BCD 

解析： 

（A）錯誤，不管是加重竊盜罪亦或是贓物罪，最輕本刑皆非三年以上，不符合

刑法第 7條之規定。 

（B）正確，若先不管是在外地犯案，乙丙丁為結夥三人共同竊盜，犯加重竊盜

罪（§321Ⅰ○4 ），而甲為幕後主使人，成立加重竊盜罪之共謀共同正犯，  

（C）正確，偽造私文書是指沒有製作權的人，製作虛偽的私文書。所謂「虛偽

的私文書」是指非出於私文書上所示的作成名義人的文書，也就是說對外足以詐

騙別人，使別人認為此虛偽的文書，是與作成名義人具有同一性的文書。變造私

文書：是指無權修改私文書內容之人，擅自更改真實文書的內容，故原本變造行

為的客體必須是真實的私文書。丙丁將車身號碼改變之行為，依實務見解，不具

有創設性，應成立變造準私文書罪6（§220、§210）。 

（D）正確，戊明知機車為贓物卻仍然買受，成立故買贓物罪（§349）。 

（E）錯誤，丙丁所變造為「關係自己」的刑事證據，不成立湮滅刑事證據罪（§

165）。 

 

31.藝人之子甲於美國犯罪而裁判確定並受刑之一部執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08佐第 1、2、3類第 31題） 

(A) 該犯罪行為業經美國確定裁判，故不得再依中華民國刑法處斷  

(B) 由於甲已於美國受刑之一部執行，故返國後得免其刑之一部執行  

(C) 該犯罪行為雖已經美國確定裁判，仍得依中華民國刑法處斷  

                                                      
6
 最高法院 66 年台上字第 1961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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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由於甲已受刑之一部執行，故不得返國再予執行  

(E) 我國法院可直接宣判美國判決之內容而逕予執行判決內容 

Ans：BC 

解析： 

見刑法第 9條規定，（B）（C）正確，（A）（D）（E）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