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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5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一、甲早想偷朋友乙的名貴鋼筆，某日利用兩人一同在圖書館看書，乙離開

座位去洗手間時，甲出於取得鋼筆意思，伸手到乙的書包中尋找該鋼筆，

未料乙當日竟未帶鋼筆出門，甲翻弄了乙的書包後一無所獲，只好罷手。

請問甲的刑責為何？（25 分）

二、高中老師甲寫了一封信給前女友乙，甲將該信投至郵筒，兩天後郵差將

該封信送至乙家時，乙正好不在家，乙的父親丙看到署名為甲的信，未

得乙同意就直接開拆，並閱讀了該信的內容，信件中甲自承是負心漢，

且對乙始亂終棄，丙非常生氣，將這封信用手機拍攝成數位照片，並將

該數位照片上傳至任何人均得連線閱覽的網路討論區，許多網友看到後

對甲惡評連連。請問丙的刑責為何？（25 分）

乙、測驗題部分：（50 分） 代號：4201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答案。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下列何者屬於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之公務員？

任職於地方政府且負責出入口管制之警衛

替代役男服警察役，擔任監所機關警衛之巡邏勤務

公立大學教師接受政府機關補助而辦理研究計畫所需之採購事務

民間拖吊業者受地方政府委託從事違規車輛之拖吊業務

2 下列關於刑法第 346 條第 1 項恐嚇取財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向乙宣稱，乙被鬼怪纏身，若要解除惡害，必須交付甲十萬元現金。乙出於恐懼而依甲之指

示交付金錢。依實務見解，甲之行為非屬恐嚇取財，而是詐欺取財

商店老闆甲發現乙竊取店內商品，便要求乙給付一百倍之商品售價的金額，否則就要報警。甲

之行為屬於恐嚇手段

商店老闆甲發現乙竊取店內商品，便要求乙立即交還，否則報警。甲之行為不屬於恐嚇手段

本罪所規定之「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此處的物僅限於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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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甲、乙、丙、丁共同計劃違犯竊盜罪。下列何者之行為分擔不屬於共同正犯的參與範圍？

甲載乙、丙二人至犯罪現場

乙負責搜尋且竊取財物

丙負責把風

竊取既遂後三日，由乙、丙把贓物交由丁帶往黑市銷贓

4 下列有關刑法第 302 條妨害行動自由罪之解釋，何者正確？

「私行拘禁」是指違反他人之意思而限制其無法或難以行動。又此處的違反他人之意思應理解

為欠缺阻卻違法承諾

「其他非法方法」僅限於積極作為之方法

未滿十四歲之人為無責任能力之人，無法作為本罪之犯罪客體

未經同意將熟睡者的房門上鎖，仍可成立妨害行動自由罪

5 下列有關刑法第 320 條第 1 項竊盜罪之解釋，何者正確？

在所有權人與持有人不同一的情形，即使所有權人不同意，行為人取走財物只要經過原持有人

之同意，即不構成竊取

行為人擅自使用存戶之金融卡，從提款機取走數千元鈔票，係屬竊取存戶之動產

盜印他人之著作物，亦屬竊取他人之動產

暫時取走他人之物且加以使用，以使得該物產生質變或降低經濟價值，仍屬不罰

6 刑法第 201 條之偽造有價證券罪乃是為了保護經濟交易中財產權利證書之安全性與可靠性。下列

有關此罪之解釋，何者正確？

偽造是指無更改權限之人擅自更改有價證券之內容

人民幣屬於有價證券之一種

對於尚未發生效力之有價證券，更改內容而使其具備有效之外觀者，屬於變造

若證券訂有禁止轉讓或質押之條件，即使占有該證券，仍無法論為本罪之有價證券

7 刑法第 169 條誣告罪為妨害司法權之罪。下列有關此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誣告行為不以具名為必要

甲為使公務員乙受機關長官之懲處，誣指其辱罵洽公民眾一事。甲之行為係屬誣告

誣告內容無須全部為虛偽，即使其中一部分虛偽，亦可論為誣告

甲提出虛偽的告訴內容後，即使事後撤回告訴或變更申告內容，均不影響誣告既遂之判斷

8 下列有關刑法第 164 條第 1 項藏匿人犯罪及第 2 項頂替罪之解釋，何者正確？

犯罪嫌疑人甲基於正當防衛事由而殺害乙，所以非屬本罪規定之犯人

犯罪嫌疑人甲唆使好友乙為其安排逃亡住宿，甲應論教唆藏匿人犯罪

乙明知犯罪嫌疑人甲目前所在的位置，但是面對偵查機關訊問時，卻是保持沉默。此行為非屬

「使之隱蔽」

針對肇事逃逸一案，由甲向偵查機關謊稱自己為車輛駕駛者（實際上乙為駕駛人），乙丙則是負

責偽證甲為駕駛人。依實務見解，頂替罪為一般犯，甲乙丙三人因此成立頂替罪之共同正犯

9 刑法第 168 條偽證罪主要是保護國家司法權之正確行使。下列有關此罪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為主體僅限於刑事訴訟法上的證人、鑑定人、通譯

刑事程序的被告在同一審判程序中有可能同時兼具證人之身分，因此若其以證人地位接受訊

問，並為虛偽證言，即有偽證罪之適用

當司法警察受命協助偵查，而證人在其面前為虛偽證言，仍有偽證罪之適用

依實務見解，因法官疏於告知證人依法得拒絕證言，其所為之具結程序即有瑕疵，形同沒有經

過具結。於此，即使該證人虛偽證言，仍不成立偽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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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刑法第 47 條之累犯加重規定的說明，下列何者正確？

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發現行為人為累犯者，仍可再行更定其刑予以加重

受拘役或罰金之諭知者，仍可適用累犯加重規定

緩刑期滿且緩刑宣告未經撤銷者，仍屬刑法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之「受徒刑之執行完畢」，因而

有適用累犯加重之餘地

行為人因假釋出獄，即使在假釋期間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仍無累犯加重規定之適用

11 刑法第 29 條規定之教唆犯為共犯。下列有關此種犯罪參與類型的說明，何者正確？

甲教唆乙殺丙。乙躲在丙宅附近準備攻擊丙時，即被逮捕。甲不成立教唆預備殺人罪

店員甲將商店關門後，卻故意不鎖上大門，藉此引誘乙入內行竊。甲成立教唆竊盜罪

甲知道乙欠下巨額債務，便告訴乙：「可以試試看搶劫的方法籌錢」。乙果然挑了一家銀行遂行

強盜。甲成立教唆強盜罪

乙猶豫是否竊取他人之物。甲在旁慫恿至附近的珠寶店竊取。乙因而下定決心，挑了一間店家，

進入店內竊盜。甲僅成立（心理）幫助竊盜罪

12 下列何者案例事實之行為人，得以適用刑法第 27 條之中止未遂？

甲朝乙宅開槍射擊。擊發數顆子彈之後，發現屋內根本空無一人。甲不想浪費彈藥，便放棄攻

擊，驅車離開

甲欲殺乙。揮砍數刀後，乙倒地奄奄一息。甲突生悔悟之心，便放棄繼續砍殺，驅車離開，但

乙因無人救助仍不幸死亡

甲欲殺乙。甲掐住乙的脖子，欲使其窒息而亡。甲看到乙痛苦難耐的樣子，心生憐憫而放棄犯行

甲在暗巷中埋伏，欲隨機性侵路過的女性。當甲從後方襲擊某女子時，赫然發現該女子其實為

一名留著長髮的男性。甲因此放棄犯行，快步離開現場

13 下列那個選項中的行為人甲之行為是製造法所不容許的風險？

甲希望乙因火車出軌死亡而交付火車票給乙

甲希望丙因雷殛死亡而建議丙於雷雨天出外散步

甲希望丁游泳溺死而交付丁有健全救生設備之游泳池門票

甲為趕時間送貨而於熱鬧市區超速駕車

14 甲欲將乙從海邊斷崖上推落使乙入海溺水而死，但是乙卻於墜海途中先以頭部撞擊斷崖峭壁死

亡。試問此種情形屬於刑法學說通說所稱的何種錯誤？

容許構成要件錯誤 打擊錯誤 因果歷程錯誤 客體錯誤

15 試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下列何者並非刑罰？

無期徒刑 罰金 褫奪公權 追徵

16 試問根據我國學說通說，關於自由刑的理論，下列何者不正確？

長期自由刑可能造成受刑人機構化而無法再復歸社會

自由刑專以隔絕犯罪行為人於社會為目的

短期自由刑是針對較為輕微的犯罪或過失犯設置的刑法法律效果

自由刑執行上若無適當規劃反有使監獄成為犯罪溫床之虞

17 試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與通說見解，關於正犯與共犯，以下何者正確？

行為人可不親自實行而透過他人以間接正犯的型態實現偽證罪

教唆犯與幫助犯需從屬於正犯之構成要件該當、不法與有責之行為始能成立

對於己手犯雖不能成立間接正犯但是可能成立共同正犯

我國刑法並未採取單一正犯的立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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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試問根據我國實務見解，下列何者成立刑法第 234 條第 1 項之罪？

甲男未穿內褲慢跑後張腳坐在路邊建築物樓梯上休息，以致行人可從甲男短褲褲管看見生殖器

甲男駕駛貼有深色隔熱紙之汽車，於路口等紅綠燈時，未開窗在車內手淫

甲男於鬧區馬路旁逕自脫光褲子露出並套弄自己生殖器手淫

甲男生殖器周圍皮膚病搔癢難耐，在有行人之路旁以手抓褲襠處搔癢

19 試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與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屬刑法第 132 條第 1 項所定「國防以外應秘密之

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

民眾個人之戶籍資料

縣市議會正副議長選舉時選票上之圈選內容

民眾個人之入出境資料

警察機關之電腦刑案資料

20 試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與學說通說，下列何者該當刑法第 195 條偽、變造通用貨幣罪？

甲私自印製美金 1 百元之紙鈔 甲私自鑄造清朝龍銀硬幣

甲私自鑄造新臺幣 5 角之硬幣 甲私自印製日幣 5000 圓之紙鈔

21 試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與實務見解，下列何者非刑法第 189 條第 1 項所定之場所？

煤炭礦坑 爆竹工廠 劇場 紡織工廠

22 試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規定、實務見解與學說通說，下列何者非刑法第 122 條第 1 項所定之「違

背職務行為」？

警察對於自己警勤區內之非法色情業者不予取締

警察對非自己警勤區之非法情色業者不予取締

核發建造執照之公務員對應核發執照之案件核發執照

取締違章建築之公務員對違章建築不予取締

23 試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與實務見解，下列何者並非刑法第 173 條第 1 項所定之行為客體？

在路邊以磚塊墊高之可移動獨立鐵皮檳榔攤

現有人在內之水泥平房餐廳

公寓大廈之地下停車場

下班後有人在內做研究之大學系館

24 試問依據我國現行刑法與學說通說，下列各罪中何者的性質屬於抽象危險犯？

刑法第 174 條第 2 項之放火罪 刑法第 174 條第 1 項之放火罪

刑法第 175 條第 2 項之放火罪 刑法第 175 條第 1 項之放火罪

25 甲因欠乙債務到期未清償，遭乙聲請強制執行查封甲之汽車，甲因此帶小弟兩名限制乙之行動自

由並以不好好處理下次開槍等言語恐嚇乙要其撤回強制執行之聲請，乙只好向法院具狀撤回查封

汽車的強制執行聲請。試問依據我國實務見解，本題甲之行為應成立以下何種犯罪？

刑法第 344 條第 1 項之罪 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之罪

刑法第 346 條第 1 項之罪 刑法第 346 條第 2 項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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