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九期（進修學生組）新生入學考試刑法概要試題 

壹、單選題：（一）三十題，題號自第 1 題至第 30 題，每題二分，計六十分。 
 （二）未作答者不給分，答錯者不倒扣。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1. 張三在森林裡以木材生火取暖，不慎引發森林大火。前述事實，若以「客觀歸責理論」而言，張三成立過

失的核心概念在解釋上應認為？ 
(A)張三積極製造了一個法所不容許的風險行為 (B)張三未能盡到防止結果發生的作為義務 
(C)張三對於引起森林大火的結果有預見可能性 (D)張三引發的森林大火是可以避免結果發生的 。 

2. 甲為黑道份子，擬開槍殺仇人乙，而驅車到乙住所旁，將槍口對向站在窗外之乙。乙原本就有要殺死甲的

意思，而在甲之車內安置遙控炸彈，當乙站在自家窗口正欲確認甲是否真在車內而欲引爆之際，甲卻早先

一步開槍射殺乙。問：甲的行為是？ 
(A)正當防衛 (B)偶然防衛 (C)誤想防衛 (D)緊急避難 。 

3. 甲侵入乙的住所，分別三次將竊得之財物搬上貨車，惟至第三次將竊得之財物搬上貨車後才開車離開。下

列選項何者對於乙第三次的竊盜行為界定最適當？ 
(A)實行終了 (B)既遂 (C)實行中止 (D)未遂 。 

4. 刑法有所謂「不純正不作為犯」，其核心概念是？ 
(A)因果關係 (B)保證人地位 (C)期待可能性 (D)客觀歸責性 。 

5. 下列何選項，在我國刑法須以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才會處罰？ 
(A)未遂犯 (B)過失犯 (C)結果加重犯 (D)以上皆是 。 

6. 搶匪甲奪取員警乙的配槍後，對準乙的太陽穴扣板機未能擊發，因為乙疏忽未裝彈匣。問：甲成立何罪？ 
(A)普通殺人未遂 (B)預備殺人罪 (C)普通殺人既遂 (D)過失傷害罪 。 

7. 檢察官與警察將拘提到案的殺人兇手，帶至犯罪現場勘驗，為了安撫被害人家屬的情緒，卻任由激憤的家

屬狠狠的毆打兇手。問：該檢察官與警察成立何罪？ 
(A)不成立犯罪  (B)幫助妨害公務罪 
(C)幫助傷害罪  (D)不作為的普通傷害罪 。 

8. 刑法的聚眾鬥毆罪中規定的「致人於死或重傷」，在學理上稱之為？ 
(A)構成要件的結果 (B)客觀的處罰條件 (C)個人刑罰的解除事由 (D)期待可能性 。 

9. 緊急避難作為阻卻違法事由的「不得已」所指為何？ 
(A)利益權衡原則 (B)比例原則 (C)社會相當性原則 (D)信賴保護原則 。 

10. 甲涉嫌犯罪，於法官訊問中自白，並經書記官記載於審判筆錄中；惟其自白犯罪之內容，經查證認與事實

不符。關於某甲自白不實並經記載於審判筆錄部分，依實務見解，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某甲成立刑法第 168 條之偽證罪 (B)某甲成立刑法第 211 條之偽造公文書罪 
(C)某甲成立刑法第 214 條之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D)某甲無罪 。 

11. 下列有關罪責的判斷，何者不正確？ 
(A)屬於個別行為之罪責  (B)具有侵害法益行為的主觀可避免性 
(C)屬於行為人的人格罪責 (D)行為人具有他為可能性之情形，竟不為之 。 

12. 有關刑法的「規範責任」理論，下列何者正確？ 
(A)罪責存在於行為人對於行為的主觀心理關係 
(B)罪責乃強調行為人「知」與「欲」的心理狀態 
(C)罪責具有預防一般犯罪的功能性 
(D)罪責在於行為人對於該主觀心理狀態所為規範上之非難評價 。 

第 1 頁（請接背面） 



 

13. 某甲損壞火車軌道因而致火車傾覆，但未造成人員傷亡，依實務見解，下列敘述甲的犯罪類型，何者為最

正確？ 
(A)某甲為繼續犯 (B)某甲為具體危險犯 (C)某甲為加重結果犯 (D)某甲為抽象危險犯 。 

14. 有關圖利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本罪為「對向犯」的犯罪類型 
(B)與該公務員有犯意聯絡行為分擔之第三人得成立圖利罪的共同正犯 
(C)本罪為身分犯 
(D)以上皆是 。  

15. 某網路服務業者涉及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形下，由於著作權法的規定具有刑罰的功能，網路服務業者必須

履行「取下」的程序，如果業者拒絕履行此項義務，問：該業者為？ 
(A)不純正不作為犯 (B)純正不作為犯 (C)作為犯 (D)目的犯 。  

16. 依照我國目前實務見解，有關網路偽造文書罪，下列選項何者不是該罪的行為客體？ 
(A)個人部落格上刊載未經他人授權的文章 
(B)使用他人未經授權的電子郵件帳號 
(C)在網路上消費所填寫未經他人授權的信用卡卡號資料 
(D)使用他人未經授權的電子郵件地址 。 

17. 教唆行竊後，又教唆收受贓物，實務見解不處罰收受贓物罪的理由，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A)不罰的後行為  (B)法條競合的吸收關係 
(C)法條競合的擇一關係  (D)法條競合的特別關係 。 

18. 張三在 KTV 消費時和店主發生衝突，回家拿了空的礦泉水寶特瓶裝入沙拉油，並塞入棉布條，回到店前，

將棉條點火丟向停放店前機車，燒毀顧客五人之機車。問：甲成立何罪？ 
(A)放火燒毀現有人所在的建築物罪 (B)加重持有危險物品罪 
(C)過失燒毀現有人所在的建築物罪 (D)毀損罪 。 

19. 下列選項，何者是屬於「間接正犯」？ 
(A)明知友人醉酒，仍將自己的車輛，借給友人駕駛 
(B)自己兒媳不能生育，強迫兒子與另外一名不知情的女子完成結婚 
(C)某人提供不實的訴訟資料，由某證人到法庭內作偽證 
(D)有行使偽幣目的之人，使無行使目的之人偽造通用貨幣 。 

20. 甲實行賭博詐欺，乙遭詐騙後輸錢，竟付予不能兌現之空頭支票。問：乙成立何罪？ 
(A)詐欺罪 (B)無罪 (C)營利賭博罪 (D)背信罪 。 

21. 下列選項，何者不成立犯罪？ 
(A)未婚少女將其私生嬰兒，棄之於電話亭內 (B)屋主將倒於自宅門前的病人，棄之於巷口 
(C)丈夫不顧妻子的重病，離家遠行 (D)在高速公路見他人發生車禍，袖手旁觀 。 

22. 因重病住院之病患甲拒絕服藥，以求早日死亡，主治醫師乙對於甲的行為置之不理，甲終於病死。問：乙

成立何罪？ 
(A)違背義務遺棄罪 (B)殺人罪 (C)傷害致死罪 (D)使人重傷致死罪 。 

23. 甲乙丙共有一筆農地，約定由甲管理農地出租事宜，甲竟然擅自將農地填平用做停車場向人收取停車費，

乙丙得知上情，屢次催告甲出面處理，甲均避不見面。問：甲成立何罪？ 
(A)竊佔罪 (B)背信罪 (C)侵占罪 (D)詐欺罪 。 

24. 下列何者犯罪，刑法特別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A)公務員包庇賭博罪  (B)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C)遺棄直系血親尊親屬罪 (D)以上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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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夜間侵入某公寓下的樓梯間，竊取住戶A 之機車一輛，騎用數月後，即將機車牽到機車行修理後，由知

情之乙介紹，並由知情的丙買受後，將該機車開走。問：甲乙丙成立何罪？ 
(A)甲成立加重竊盜罪，乙成立牙保贓物罪，丙成立故買贓物罪 
(B)甲成立普通竊盜罪，乙成立寄藏贓物罪，丙成立故買贓物罪 
(C)甲成立普通竊盜罪，乙成立牙保贓物罪，丙成立故買贓物罪 
(D)甲成立普通竊盜罪，乙成立牙保贓物罪，丙成立搬運贓物罪 。 

26. 甲教唆乙殺丙，乙開槍卻只傷到丙之手臂。問：甲乙成立何罪？ 
(A)甲成立教唆殺人既遂，乙成立殺人未遂 (B)甲成立教唆殺人既遂，乙成立傷害罪 
(C)甲成立教唆傷害罪，乙成立傷害罪 (D)甲成立教唆殺人未遂，乙成立殺人未遂 。 

27. 免刑判決之案件，下列選項何者正確？ 
(A)得專科沒收 (B)得併科沒收 (C)不得沒收 (D)得選科沒收 。 

28. 刑法規定：違禁物不問屬於犯罪行為人與否，沒收之。下列何種情形之下，仍不得沒收之？ 
(A)該物為第三人所有  (B)該物為第三人合法允許持有 
(C)該物為第三人占有中  (D)以上皆是 。 

29. 下列何者不是屬於我國刑法的「易刑處分」？ 
(A)易科沒收 (B)易科罰金 (C)易服勞役 (D)易以訓誡 。 

30. 我國刑法對於行為人科刑（刑罰的裁量）的標準，是以行為人何者做為基礎？ 
(A)構成要件的該當性 (B)違法性 (C)有責性 (D)以上皆是 。 

貳、多重選擇題：（一）十題，題號自第 31 題至第 40 題，每題四分，計四十分。 
（二） 每題五個選項各自獨立，其中至少有一個選項是正確的，每題皆不倒扣，五個選項全

部答對得該題全部分數，只錯一個選項可得一半分數，錯兩個或兩個以上選項不給分。 
（三）請將正確答案以２Ｂ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31. 犯罪嫌疑人甲因案被捕，被關在警分局的拘留室等候偵訊，趁著看管的警察不注意隨即逃出分局，由乙在

分局門外駕車接應逃逸。旋即逃至友人丙家，要求予以藏匿，丙雖知情，卻因礙於情面，仍將甲留置在家

中。問：甲、乙、丙三人該當何罪？ 
(A)甲成立脫逃罪  (B)乙成立便利脫逃罪 
(C)丙成立藏匿人犯罪  (D)甲成立教唆藏匿人犯罪 
(E)乙丙成立便利脫逃罪的共同正犯 。 

32. 醉酒駕車不能安全駕駛而肇事致人成傷的情況，下列選項哪些是正確的？ 
(A)兩罪得以成為共同評價的基礎，可能成為想像競合的評價關係 
(B)可能成立醉酒不能安全駕駛罪 
(C)可能成立過失傷害罪 
(D)於侵害結果發生後，有加入其他行為者，則可能與原繼續行為成為犯罪的組合關係 
(E)醉酒不能安全駕駛罪是屬抽象危險犯 。 

33. 有關犯罪競合論，下列選項哪些正確？ 
(A)反覆販賣同種類的毒品者，稱之為「集合犯」 
(B)每天下毒，目的在殺害同一人，稱之為「接續犯」 
(C)開槍射殺某人同時造成被害人衣物毀損，稱之為「吸收犯」 
(D)在捷運站偷竊乘客多人的財物為「接續犯」 
(E)聚眾賭博罪為「繼續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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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醫生甲從酒宴上被召喚緊急醫治病患，其時已經無安全駕駛能力，也知道這樣的情狀下開車會肇事，但是

相信此時開車可以主張緊急避難，結果肇事致人於死。問：下列選項哪些正確？ 
(A)甲為有認識的過失  (B)此錯誤如屬可避免，甲得減輕罪責 
(C)甲得主張禁止錯誤  (D)此錯誤如屬不可以避免，甲得免除其刑罰 
(E)甲不可能成立醉酒不能安全駕駛罪 。 

35. 甲殺人後，為了湮滅證據而將屍體切割成八塊，分別丟棄到他處，下列選項哪些正確？ 
(A)甲侵害的法益是相同的法益 
(B)甲成立兩個犯罪 
(C)甲成立的殺人罪與毀損屍體罪為法條競合的關係 
(D)甲成立的毀損屍體罪不是屬於不罰的後行為 
(E)甲可能成立湮滅證據罪 。 

36. 甲員警為肅清煙毒，於是找線民去尋覓販毒之人。問：員警甲之所以不成立犯罪的理由，下列選項哪些正

確？ 
(A)甲欠缺使販毒之人完成販毒行為的故意 
(B)甲具有惹起販毒之人販毒的故意 
(C)甲有破壞到販毒罪所保護的法益 
(D)甲欠缺完整的犯意，故不具可罰性 
(E)甲的行為是屬陷害教唆 。 

37. 甲以致命的毒藥欲毒死乙，於是命令知情的丙，將該毒藥放入乙正要飲用的杯中後，丙卻違反甲的意思，

暗中以份量不足的毒藥代替之，結果乙倖免於死。問：下列選項哪些正確？ 
(A)甲成立殺人未遂罪  (B)丙可能基於緊急避難行為，不罰 
(C)丙可能基於正當防衛行為，不罰 (D)丙成立幫助殺人未遂罪 
(E)丙的行為稱之為不能犯，不罰 。 

38. 有關舉動犯的犯罪類型，下列敘述哪些正確？ 
(A)公然猥褻罪為積極的舉動犯 (B)誣告罪為積極的舉動犯 
(C)聚眾不解散罪為消極的舉動犯 (D)刑法上的舉動犯一定是故意犯 
(E)舉動犯必然欠缺構成要件的結果 。 

39. 下列哪些選項，行為人對此事實得以主張緊急避難？ 
(A)員警巡邏發現歹徒正要強行架走孩童而要開車離去之際，員警立即跳上停放在旁的民眾車輛，去追捕

歹徒 
(B)防止精神病患經常習慣性的於夜晚攻擊路人，家屬於晚餐後下藥使其昏睡 
(C)員警遭通緝犯開槍攻擊，立刻開槍還擊，卻誤中某路人致重傷 
(D)歹徒侵入住宅搶劫，屋主放出自家飼養的獒犬當場咬死侵入的歹徒 
(E)將停放在自家門口的他人車輛刮傷 。 

40. 下列哪些犯罪的規定，是屬於阻卻構成要件事由？ 
(A)當場激於義憤殺人的義憤 
(B)產母殺嬰的甫生產之後 
(C)謀為同死的同謀 
(D)普通賭博罪的以暫時供人娛樂之物為賭者 
(E)誹謗罪的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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