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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本科⺫⽬目共70題，其中單⼀一選擇
題60題，複選題10題，各題答
案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
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
不予計分。 

2.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單⼀一選擇題 
（第 1 題⾄至第 60 題，
每題 2 分，占 120 分） 
 

說明：所列的四個選項，請選
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 
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1~10題



1.甲欲槍殺 A，槍法不準誤射  
    A ⾝身旁的 B，B 因槍傷⽽而死 
   亡。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甲之⾏行為學說上稱為客體
錯誤 

B. 甲之⾏行為學說上稱為因果
流程錯誤 

C. 甲之⾏行為應成⽴立殺⼈人未遂
罪與過失致死罪的想像競
合 

D. 甲之⾏行為應成⽴立殺⼈人未遂
罪與過失致死罪的數罪併
罰

解析



2.甲購得改造之⼿手槍⼀一把，為試⼿手槍之 
   功能，朝路過之機⾞車騎⼠士開槍，擊中  
    A 胸部，A 中槍送醫不治死亡，就甲 
   射擊路⼈人之試槍⾏行為（持有改造⼿手槍 
   部分除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對於改造⼿手槍之性能未有確信，試
槍⾏行為雖難認有殺⼈人之直接故意，但
仍有殺⼈人之間接故意，甲試槍⾏行為與 
A 死亡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論以
殺⼈人既遂罪 

B. 甲對於改造⼿手槍之性能雖未有確信，
⽽而試槍⾏行為造成路⼈人死亡，已在其能
預⾒見範圍，惟射中 A 並導致 A 死亡，
純係偶然事件，甲試槍⾏行為與 A 之死
亡間，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故應論以
殺⼈人未遂罪 

C. 甲對於改造⼿手槍之性能未有確信，試
槍⾏行為並⾮非意在殺⼈人，所為致 A 死
亡，係偶然事件，因有相當因果關係，
故應論以過失致死罪 

D. 甲射擊路⼈人之試槍⾏行為，未具有殺⼈人
之直接故意，亦未具有傷害之故意，
所為致 A 死亡，不構成任何犯罪

解析



3.下列何種情形不適⽤用我國  
   刑法處罰？ 

A. 菲律賓⼈人在我國犯竊盜罪  
B. 柬埔寨⼈人在公海上運送毒
品 

C. ⽇日本⼈人在我國籍飛機上毆
打⽇日本⼈人成傷  

D. 美國⼈人在法國詐欺我國⼈人

解析



4.甲意圖殺害 A，教唆⼄乙代其 
   購買⾏行兇⽤用之⼑刀械，⼄乙購得 
   ⼑刀械交予甲，甲前往犯罪地 
   途中，為警查獲。依實務⾒見 
   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論以預備殺⼈人罪，⼄乙無
罪  

B. 甲論以預備殺⼈人罪，⼄乙論
以幫助殺⼈人罪 

C. 甲論以預備殺⼈人罪，⼄乙成
⽴立幫助預備殺⼈人罪  

D. 甲、⼄乙⼆二⼈人論以共同預備
殺⼈人罪

解析



5.甲⾒見⼄乙受飆⾞車族追打，倉惶  
   逃命，為救其脫離危險，乃  
   將⼄乙拖⼊入暗巷內隱蔽，⼄乙因  
   ⽽而腳部挫傷。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 甲救⼄乙之⾏行為，雖⼄乙受傷，
係屬正當防衛之⾏行為，不罰 

B. 甲救⼄乙之⾏行為，雖⼄乙受傷，
但係屬於緊急避難之⾏行為，
不罰 

C. 甲救⼄乙之⾏行為，雖⼄乙受傷，
乃屬超法規阻卻事由之⾏行為，
不罰 

D. 甲救⼄乙之⾏行為，因有造成⼄乙
受傷，故仍應承擔傷害罪責

解析



了凡四訓講記

✨⽴立命之學

淨空法師講述

這本書雖然不是佛經，但
是要把它當作佛經⼀一樣尊
重。⺠民國初年，淨宗印光
⼤大師，⼀一⽣生中對這本書極
⼒力提倡。他的弘化社，印
送這本書約在百萬冊以上。
由此可知，印祖對這部書
的重視。不僅如此，⽽而且
還不斷提倡，教我們研究、

實⾏行、講說。

https://book.bfnn.org/article/0444.htm


了凡四訓講記

✨⽴立命之學

淨空法師講述

這本書雖然不是佛經，但
是要把它當作佛經⼀一樣尊
重。⺠民國初年，淨宗印光
⼤大師，⼀一⽣生中對這本書極
⼒力提倡。他的弘化社，印
送這本書約在百萬冊以上。
由此可知，印祖對這部書
的重視。不僅如此，⽽而且
還不斷提倡，教我們研究、

實⾏行、講說。

https://book.bfnn.org/article/0444.htm


6.關於累犯，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因竊盜罪受三⽉月有期徒刑
宣告之⼈人易科罰⾦金執⾏行完
畢後第⼆二天，⼜又犯竊盜罪，
應加重其本刑⾄至⼆二分之⼀一 

B. 受三⽉月有期徒刑宣告並宣
告緩刑⼀一年者，於緩刑期
滿後第⼆二天，⼜又犯竊盜罪，
應加重其本刑⾄至⼆二分之⼀一 

C. 受假釋之⼈人，於假釋後第
⼆二天，⼜又犯竊盜罪，應加
重其宣告刑⼆二分之⼀一 

D. 因竊盜罪受刑之執⾏行後假
釋，於假釋期滿後第⼆二天，
⼜又犯竊盜罪，若宣告強制
⼯工作，應加重強制⼯工作期
間⾄至⼆二分之⼀一

解析



7.關於刑法第 91 條之 1 強制治 
   療處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於裁
判前應經精神鑑定，如有施以
治療之必要，得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治療 

B. 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於徒
刑執⾏行期滿前，接受輔導或治
療後，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
危險，得令⼊入相當處所施以治
療 

C. 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其強
制治療期間為⾄至治癒為⽌止，但
最⻑⾧長不得逾 3 年 

D. 犯強制性交罪之犯罪⼈人，其強
制治療期間為⾄至再犯危險顯著
降低為⽌止，但最⻑⾧長不得逾 3 年

解析



8.對於無期徒刑假釋後滿 20年  
   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期內， 
   未經撤銷假釋者。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 其未執⾏行之刑，其刑之宣告
失其效⼒力 

B. 嗣後如於 5 年以內故意再犯
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
告者，不能宣告緩刑 

C. 如於 5 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
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
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D. 假釋中另受刑之執⾏行者，其
期間不算⼊入假釋期內

解析



9.計程⾞車司機甲，平⽇日於座⾞車內經 
   常放置⼔匕⾸首⼀一把，以備犯案時之 
   ⽤用。某⽇日，載⼥女乘客 A 前往郊 
   區，⾒見 A⼥女頗具姿⾊色，乃頓⽣生淫 
   念，取出⼔匕⾸首威脅 A ⼥女與其性交 
   得逞，甲犯強制性交罪⽽而同時該 
   當於刑法第 222條所定之加重事 
   由有「攜帶兇器犯之者」與「利 
   ⽤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 
   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兩款， 
   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 上述兩款為數罪之實質競合  
B. 上述兩款為接續犯 
C. 上述兩款為想像競合犯  
D. 強制性交⾏行為僅為⼀一個，祇成
⽴立⼀一個加重強制性交罪

解析



10.關於公務員圖利罪，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本罪為純正⾝身分犯，⾏行
為主體需具有公務員⾝身
分 

B.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
務」之圖私⼈人不法利益
⾏行為，始可該當本罪 

C. 本罪違背法令之⾏行為，
需與⾏行為⼈人⾃自⼰己或他⼈人
獲得利益之結果具備因
果關係，始能成罪 

D. 本罪獲得不法利益之⼈人，
以⾃自然⼈人為限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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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Ｃ     回到題⽬目 
解析： 
本題屬「打擊錯誤」，
依通說⾒見解，成⽴立未遂
（對Ａ）與過失（對
Ｂ），兩者想像競合。︒
故選Ｃ。︒ 



2. Ａ     回到題⽬目 
解析： 
1.本題涉及「間接故意」與「相當因果
關係」之判斷。︒ 

2.「間接故意」又稱「未必故意」，係
指⾏行為⼈人主觀上對於構成要件之實現
有所預⾒見，⽽而聽任其⾃自然發展，終致
發⽣生構成要件該當結果，或實現不法
構成要件之⼼心態。︒ 

3.「相當因果關係」依76台上192判例
：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
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
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
⾏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
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
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
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
⼀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
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
並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
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 

4.故本題應選Ａ。︒



3. Ｄ     回到題⽬目 
解析： 
1.依刑法第3條規定：「本法於在中華民
國領域內犯罪者，適⽤用之。︒在中華民
國領域外之中華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
犯罪者，以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犯罪
論。︒」故Ａ、︑Ｃ適⽤用我國刑法處罰。︒ 

2.依刑法第5條第8款規定：「本法於凡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下列各罪者，適
⽤用之：八、︑毒品罪。︒但施⽤用毒品及持
有毒品、︑種⼦子、︑施⽤用毒品器具罪，不
在此限。︒」故Ｂ適⽤用我國刑法處罰。︒ 

3.依刑法第8條規定：「前條之規定，於
在中華民國領域外對於中華民國⼈人民
犯罪之外國⼈人，準⽤用之。︒」刑法第7條
規定：「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
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
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
⽤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
在此限。︒」詐欺罪依刑法第339條規
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屬最輕
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故Ｄ不
適⽤用我國刑法處罰。︒



4. Ａ     回到題⽬目 
解析： 
依刑法第30條第1項規定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
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
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故若正犯屬預備階段，則
幫助犯即無法成⽴立犯罪。︒  



5. Ｂ     回到題⽬目 
解析： 
本題涉及「緊急避難」之概
念。︒依刑法第24條第1項規定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
身體、︑⾃自由、︑財產之緊急危
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不
罰。︒但避難⾏行為過當者，得
減輕或免除其刑。︒」



6. Ａ     回到題⽬目 
解析： 
A.依刑法第44條規定：「易科罰⾦金、︑易服
社會勞動、︑易服勞役或易以訓誡執⾏行完
畢者，其所受宣告之刑，以已執⾏行論。︒」
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
⾏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
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
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B.依刑法第76條本⽂文規定：「緩刑期滿，
⽽而緩刑之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
失其效⼒力。︒」因並非刑執⾏行完畢，故無
累犯問題。︒ 

C.依刑法第78條第1項規定：「假釋中因
故意更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
者，於判決確定後六⽉月以內，撤銷其假
釋。︒但假釋期滿逾三年者，不在此
限。︒」假釋後又犯罪，為撤銷假釋之事
由，並非刑執⾏行完畢，故無累犯問題。︒ 

D.依刑法第47條第2項規定：「第九⼗〸十八
條第⼆二項關於因強制⼯工作⽽而免其刑之執
⾏行者，於受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完畢或
⼀一部之執⾏行⽽而免除後，五年以內故意再
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以累犯論。︒」
並非加重強制⼯工作期間至⼆二分之⼀一。︒



7. Ｂ     回到題⽬目 
解析： 
依刑法第91條之1規定：「犯第⼆二
百⼆二⼗〸十⼀一條至第⼆二百⼆二⼗〸十七條、︑第
⼆二百⼆二⼗〸十八條、︑第⼆二百⼆二⼗〸十九條、︑
第⼆二百三⼗〸十條、︑第⼆二百三⼗〸十四條、︑
第三百三⼗〸十⼆二條第⼆二項第⼆二款、︑第
三百三⼗〸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〸十
八條第⼆二項第⼀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
處所，施以強制治療：⼀一、︑徒刑執
⾏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
經鑑定、︑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
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評估，
認有再犯之危險者。︒前項處分期間
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
期間應每年鑑定、︑評估有無停⽌止治
療之必要。︒」



8. Ａ     回到題⽬目 
解析： 
A.依刑法第79條第1項本⽂文規定：「在無期
徒刑假釋後滿⼆二⼗〸十年或在有期徒刑所餘刑
期內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以
已執⾏行論。︒」 

B.依刑法第74條第1項規定：「受⼆二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
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
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
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
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
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
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未經撤銷假釋，
以已執⾏行論，故五年以內因故意犯罪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不得宣告緩刑。︒ 

C.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
⾏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五年以
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
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未經撤銷假釋，
以已執⾏行論，故有累犯之適⽤用。︒ 

D.依刑法第79條第2項本⽂文規定：「假釋中
另受刑之執⾏行、︑羈押或其他依法拘束⼈人身
⾃自由之期間，不算入假釋期內。︒」



9. Ｄ     回到題⽬目 
解析： 
參酌實務69台上3945判例之意
旨：「刑法第三百⼆二⼗〸十⼀一條第
⼀一項所列各款為竊盜之加重條
件，如犯竊盜罪兼具數款加重
情形時，因竊盜⾏行為祇有⼀一個，
仍祇成⽴立⼀一罪，不能認為法律
競合或犯罪競合，但判決主⽂文
應將各種加重情形順序揭明，
理由並應引⽤用各款，俾相適
應。︒」故本題應認強制性交⾏行
為僅為⼀一個，祇成⽴立⼀一個加重
強制性交罪。︒



10. Ｄ     回到題⽬目 
解析： 
依刑法第131條規定：「公務員
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
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
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
得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萬元以
下罰⾦金。︒」所稱「其他私⼈人」
亦包含法⼈人在內，故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