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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四等一般警察特考 

刑法概要考前猜題 

甲、申論題： 

一、甲為計程車司機（爭點 1：強制性交之加重事由），某日深夜，載女客人 A 前往郊區某

豪華別墅，快抵達目的地時，見 A 女頗具姿色，突心生淫念，乃停車於偏僻路旁，強

拉 A 女至樹下草叢邊，褪去其衣物，擬加以「性侵」（性交），A 女極力抗拒，甲未能

得逞（爭點 2：強制性交未遂→著手）。此時，A 聲言要報警，甲羞憤異常，持預藏於

車上的開山刀（爭點 3：凶器），猛刺 A 的心臟，A 躺於血泊中；甲見狀，起後悔之

心，乃急電 119 前來救人，但在救護車未到達前，A 已被路過行人乙先行送醫救治

（爭點 4：準中止），終倖免於死，而甲因畏罪，打完電話後，就驅車逃離現場。問甲

的刑責應如何論處？ 

擬答 

(一)甲強拉 A至草叢性侵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22條第 2項加重強制性交罪之未遂犯： 

1.依題所示，甲未成功遂行性交行為，以下檢討是否成立未遂。 

2.主觀上，甲具有故意；客觀上，甲強拉 A女下車並褪去其衣物，對 A女加諸有形強制

力，排除其抗拒而欲達性交目的，顯已該當「強暴」之程度，甲因而未得逞，自已著手

實施強制性交行為，且甲為計程車司機，利用駕駛供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

之並攜帶兇器，符合本條第 1項第 6、8款之加重事由。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

由，成立本罪。 

(二)甲持刀刺 A心臟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271條第 2項 殺人未遂罪： 

1.依題所示，A未死亡，應檢討是否成立未遂犯。主觀上，以甲有殺人故意；客觀上，甲

業已著手而未達於既遂。甲無阻卻違法及阻卻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2.個人解除刑罰事由： 

(1)A未死，係因行人乙送醫，非因甲電召救護車所致，防果行為與結果不發生不具因果

關係，應討論是否成立準中止（第 27條第 1項後段）。 

→準中止因欠缺因果關係，故對於防果行為之要求更嚴格，需具備「真摯性」要件，

即條文所稱之「盡力」。 

(2)本題中，甲打完電話隨即因畏罪而逃離現場，惟其電召救護車，仍為真摯有效之防果

行為，應成立準中止。 

(三)甲不成立第第 226條之 1 強制性交之結合犯： 

甲犯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罪在先，又犯殺人未遂罪在後，二罪之間符合「時空密接性」，

惟實務見解認為因結合犯不處罰未遂，至少相結合之罪應既遂，本題中甲所犯之相結合

之罪（殺人）屬未遂，故無法成立結合犯。  

(四)競合：本題中甲所犯之加重強制性交未遂罪與殺人未遂，犯意個別，行為互殊，依第

50條數罪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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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程車司機甲參加公司尾牙聚餐時，忽接到家中來電，稱家中有急事，要甲即刻趕回

家。甲也不管自己是否還能騎車，仍向同事乙商借其機車一用。乙看到甲已經喝了不少

酒，明知甲已無法安全駕駛（爭點 1：乙有幫助故意，己手犯得否成立幫助犯？），卻

因甲確有急事，仍將機車借甲使用。甲騎車不久，因精神不濟，注意力不集中而撞倒路

人丙，丙當場死亡。甲且因精神狀態不佳，未察覺撞倒路人（爭點 2：是否須認識「致

人死傷」之要件？），仍繼續騎車回家。數小時後甲在家被循線追緝而至的警察逮捕，

甲經抽血檢驗，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七（爭點 3：已不能安全駕駛）。甲抗

辯當時已酒醉，什麼事都記不得了（爭點 4：可否主張原因自由行為）。試問：甲及乙

各應負何刑事責任？ 

擬答 

(一)甲酒後駕車之行為成立刑法第 185條之 3第 2項之不能安全駕駛致死罪： 

1.基本行為： 

(1)依刑法第 185條之 3第 1項第 1款之醉態駕駛罪之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

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2)客觀上，甲之血液中酒精濃度雖然已達百分之零點零七，顯然行為人於測試後酒精濃

度已達前揭標準。又本罪為抽象危險犯，只要行為人醉態駕駛，該行為即該當本罪之

不法構成要件。 

(3)主觀上，甲對此明知且有意為之。 

2.加重結果： 

甲因此醉態駕駛行為而將路人丙予以撞死，兩者間具相當因果關係，該當本條第 2項：

「因而致人於死者。」之醉態駕駛致人於死之加重結果之罪，且甲對於死亡之加重結果

客觀上可得預見。 

3.甲並無阻卻違法事由、以及減免責任能力事由，甲成立本罪。 

(二)甲撞倒路人逃逸之行為，該當刑法第 185條之 4之肇事逃逸罪： 

客觀上，甲撞倒路人致其死傷，仍繼續騎行，符合本罪客觀構成要件。惟其主觀上並未

認識「致人死傷」此一要件，甲是否構成本罪，涉及「致人死傷」為「構成要件」抑或

為「客觀處罰條件」？本文以為，自本罪之保護法益與期待可能性以觀，應認以不法構

成要件解釋為妥，必須肇事行為人對致人死傷有所認識，進而決意逃逸不履行其救助義

務，方能成立本罪。若「致人死傷」並非發生當時所得察覺，現場即無救護或處理之

需，毋須課予肇事者留置現場之義務。若採此說，本題中甲因未認識「致人死傷」此一

要件，故不成立本罪。 

(三)乙借機車予甲使用之行為，成立 185之 3之醉態駕駛罪之幫助犯： 

1.按所謂「己手犯」，特徵在於正犯以外之人，雖可對之加功而成立該罪之幫助犯或教唆

犯，但不得為該罪之間接正犯或共同正犯，亦即該罪之正犯行為，唯有藉由正犯一己親

手實行之，他人不可能參與其間，縱有犯意聯絡，仍非可論以共同正犯（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936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第 185條之 4應屬前揭須本人親自為之始可

成立犯罪之己手犯，他人僅可成立教唆或幫助犯，而無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 

2.客觀上，乙出借機車之行為，屬於物質上幫助，使甲更易實現「不能安全駕駛」之構成

要件，屬「幫助行為」，且依「限制從屬理論」，乙得從屬於甲之不法構成要件。另依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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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見解，己手犯係不能論以「共同正犯」及「間接正犯」，但正犯以外之行為人，仍可

對之加功而成立「不能安全駕駛罪」此一己手犯之幫助犯。 

3.主觀上，乙明知甲已無法安全駕駛仍出借機車，有幫助故意及幫助既遂故意之雙重故

意。 

4.乙無阻卻違法及罪責事由，成立本罪。 

乙、選擇題： 

題

號 
題        目 

答

案 

01 在中華民國領域外有下列何種情形者，得適用我國刑法制裁：  

(A) 我國公務員侵占遺失物 (B) 我國公務員施用毒品 

(C) 國人傷害國人  (D) 國人冒用公務員名義 詐欺外國人 

D 

02 某公立學校辦理伙食委外招商資格審議，除校內代表外，依規定另聘請校外民

間公正人士擔任審 議委員，這些校外委員此時身分為： 

(A) 身分公務員 (B) 授權公務員 (C) 委託公務員 (D) 非公務員 

B 

03 設有一名日本人在其日本國內有下列何種情形者，得適用我國刑法制裁：  

(A) 施用毒品 (B) 傷害台灣人 (C) 侮辱我國元首 (D) 買賣質押菲勞 

D 

04 下列案例何者是屬於誤想防衛的情形： 

(A) 相約談判，發現對方伸手掏槍，乃以防衛的意思，開槍射擊而擊斃對手，

事後發現對手僅是伸手拿菸 

(B) 勇壯的行為人對瘦小的竊盜現行犯施以勒頸壓制，使其缺氧斃命  

(C) 挑釁對方，待其發怒 攻擊時，施以一招斃命的反擊 

(D) 路遇敵人先下手擊斃對方，事後發現還好先下手，因為對方伸手握 槍正打

算攻擊自己 

A 

05 （續前題）誤想防衛的案例，依通說如何處斷：  

(A) 可阻卻違法性  (B) 按情形討論是否成立過失犯 

(C) 應論以加重結果犯  (D) 依法律錯誤之 例免責 

B 

06 甲實施竊盜行為中，被乙當場逮捕，甲為脫離逮捕對乙攻擊，將其打昏，問依

實務見解甲應成立： 

(A) 得主張緊急避難而不罰  (B) 成立強盜罪  

(C) 成立準強盜罪    (D) 成立竊盜罪與傷害罪，兩罪併罰 

C 

07 警察甲逮捕擄人勒贖的嫌犯乙，但乙對肉票的藏放處拒不吐實，甲恐時間拖延

致肉票生命危害，乃對乙施以刑求，終問出地點而解救出肉票。依通說見解，

甲的行為：  

(A)可主張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B)可主張緊急避難阻卻違法  

(C)可主張義務衝 突阻卻違法 (D)仍成立犯罪，至多在罪責上考慮減免 

D 

08 關於刑法沒收之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 沒收為從刑之一種，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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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違禁物，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違禁物得單獨宣告沒收  

(C) 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

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  

(D) 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犯

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09 甲為依某市中小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自治條例設立的某國小家長會會長，依據

制定的家長會財務 處理辦法保管來自家長之會費、各界捐款、政府及其他補助

款等經費，卻意圖不法所有將經費挪作私 用。問依實務見解，甲應論以： 

(A) 普通侵占罪 (B) 業務侵占罪 (C) 公益侵占罪 (D) 公務侵占罪 

C 

10 甲以竹籤綁上黏膠方式伸入某寺廟功德箱內黏取紙鈔數張，實則寺廟負責人因

近日頻頻遭竊，已 將真鈔收起而擺入玩具鈔充扮。問甲成立： 

(A) 竊盜罪既遂 (B) 竊盜罪不能未遂 (C) 竊盜罪普通未遂 (D) 無罪 

A 

11 依實務見解，意圖勒贖而擄人，在未取得贖金前，因經談妥條件（尚未履行），

而釋放被害人，有無刑法第 347 條第 5 項前段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 

(A) 未經取贖而釋放被害人，應即減輕其刑。不因其是否自動終止勒贖心意，

或經談妥條件或擔保 後始釋放不同  

(B) 應具有自動釋放人質之心意及實際釋放人質之事實，始得寬減其 刑。如經

談妥條件或擔保後，始將被害人釋放，不得減輕其刑  

(C) 應類推適用自首規定，得減輕其刑  

(D) 應適用中止未遂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 

B 

12 二位登山客與登山導遊甲約定，由甲次日帶領他們攀登極危險的山隘口。次日

甲因前一日喝酒過 量，酒醉不起，睡過頭，並未依約前往約定地點。這二位登

山客見甲不到，遂自己攀登隘口，途中因 缺乏經驗，致其中一人墜崖死亡。甲

成立： 

(A) 遺棄致死罪 (B) 業務過失致死罪 (C) 背信罪 (D) 無罪 

D 

13 甲教唆乙殺丙，經乙首肯後，復借予扁鑽一把，供其使用，乙果持該扁鑽將丙

刺斃。甲成立： 

(A) 殺人罪共同正犯 (B) 殺人罪教唆犯 (C) 殺人罪幫助犯 (D) 殺人罪同時犯 

B 

14 甲於夜間侵入某藝廊竊取價值匪淺的名畫一批，經調查該批藝術品分屬於委託

展出的乙、丙、丁、 戊、四人所有，甲成立： 

(A) 四個加重竊盜罪，數罪併罰  

(B) 四個加重竊盜罪，想像競合  

(C) 一個加重竊盜罪  

(D) 依提出告訴的人數而決定成立幾個加重竊盜罪 

C 

15 直轄市、縣（市）議會議員於投票選舉議長、副議長時之亮票行為，依現行實

務見解，應成立： 

(A) 刑法第 132 條洩漏國防以外應秘密文書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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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刑法第 146 條妨害投票正確罪  

(C) 刑法第 148 條妨害投票秘密罪  

(D) 無罪 

16 竊賊正拿出萬能鑰匙開門即被查獲，其行竊行為依我實務見解，已進入下列哪

一階段：  

(A) 犯意表示 (B) 預備 (C) 著手 (D) 既遂 

B 

17 甲乙在山坡上試推巨石，較量手勁。賽前，兩人曾向坡下示警，無回應。二人

各從山坡推下巨石 一顆，山坡下有人遭巨石擊中，慘死，法醫鑑定，死者身體

只有一巨石撞痕，但無法確知，究竟何人 造成。問依我國通說，甲乙成立：  

(A) 過失致死罪共同正犯   (B) 過失致死罪同時犯  

(C) 不確定故意殺人罪  (D) 無罪 

D 

18 十三歲的國中生與同學爭執，竟持刀將其刺死。其行為： 

(A) 不罰，應施以感化教育  

(B) 不罰，得施以感化教育  

(C) 得減輕其刑，應施 以感化教育  

(D) 得減輕其刑，得施以感化教育 

B 

19 刑法第 238 條之詐術結婚罪所規定之「因而致婚姻無效之裁判或撤銷婚姻之裁

判確定」，其性質係屬：  

(A) 不法構成要件 (B) 客觀處罰條件 (C) 加重結果條件 (D) 罪責要件 

B 

20 甲欲殺乙，誤丙為乙，砍殺一刀發現錯誤後停止其行為，甲的行為係屬殺人罪

的： 

(A) 障礙未遂 (B) 中止未遂 (C) 不能未遂 (D) 準中止未遂 

A 

21 甲、乙共謀進入某透天民宅竊盜財物，兩人分工由甲搜尋一樓，乙則搜尋二

樓。最終乙毫無所獲，甲則發現一只名貴手錶，順勢裝入口袋離去。問本案

甲、乙應成立： 

(A) 甲竊盜既遂罪、乙無罪  (B) 甲竊盜既遂罪、乙竊盜未遂罪  

(C) 甲、乙均成 立竊盜未遂罪  (D) 甲、乙均成立竊盜既遂罪  

D 

22 （續前題）設甲欲獨吞手錶，對乙謊稱自己也毫無所獲，就此部分，甲應成

立： 

 (A) 詐欺罪 (B) 背信罪 (C) 侵占罪 (D) 無罪 

D 

23 甲擔任公司採購，因私下收受廠商金錢，而以較高的價格向該廠商採購貨物一

批，甲應構成： 

(A) 受賄罪 (B) 準受賄罪 (C) 背信罪 (D) 無罪 

C 

24 甲於名錶專賣店佯裝選購，趁老闆不注意時，將自己暗藏的仿冒錶與該店的名

錶掉包互換，將仿 冒錶交給老闆後攜走該店的名錶，本案中甲可能成立： 

(A) 竊佔罪 (B) 詐欺取財罪 (C) 侵占罪 (D) 竊盜罪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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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乙爬山登頂，甲窮極無聊，邀乙一起從山坡上共推巨石，要看巨石能滾落

多遠。兩人均未細 察山下是否有人，不幸果然有人遭巨石擊中，慘死。問甲、

乙成立：  

(A) 甲、乙論以過失致死罪的共同正犯 

(B) 甲、乙論以過失致死罪的同時犯 

(C) 甲為 過失致死罪，乙為幫助犯 

(D) 乙為過失致死罪，甲為教唆犯 

B 

 
預祝各位考生 

金榜題名 
 

高見公職‧警察圓夢諮詢中心〔全國唯一專辦警察考試的輔考機構〕 

專辦項目：三等警察特考(內軌)、四等一般警察考試(外軌)消防特考、警專入學考試、警專

甄試警大警大研究所碩士班、警大警佐班、消佐班警大二技、警察人員升官等 

官方網站：https://www.policecramschool.com 

臉書粉團：https://www.facebook.com/PFcramschool/ 

電子信箱：godtrain.service@gmail.com 

聯絡電話：(07)2233-812 

服務時間：每日 14:00~22:00 

聯絡地址：高雄市新興區中正二路 222號 3樓之 2 

 

 

https://www.policecramschool.com/
https://www.policecramschool.com/
https://www.facebook.com/PFcram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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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72233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