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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刑法總則

。 1 、下列何者與刑法謙抑思想的精神相契合。

(且)荐信但因受化學作用力影響而j 導致難以自行根絕吸諱的犯罪行為，故應配合現代
醫療科技多著重以禁戒處分取代刑罰
(B) 堅於 Motel 內不正常性關像過於興盛，婚外情不時為社會新聞焦點，影響家庭制

度與兒童身心正常發展，是以應對於社會大眾普遍教育通姦罪的概念以過止該犯
罪之犯罪率過高的現象

(c) 由於干士會上人民糾紛不斷，令人側目之重大治安新聞時有所聞，顯見人民安全飽
受威脅，故除應加強人民道德教育外，對於任何還常現象也應積極地以刑罰的威
脅加以介入，以維持人民的基本安全

(D) 網路上提供發表平台的方便性，也導致網路上吉論充斥其假難分而不時有人遭受
詐騙的複雜現象，從而應加強品德教育，並對不賞的發表推動立法以相對應的刑
罰方式進行網路秩序的投護

。 2 、下列何者並非是刑法規範的性質?
(A) 假設規範

(B) 服從規範

( c) 可罰規詭

(D) 行為規範

03 、下列有關現代刑法特質的敘述，何者為是。

(A) 著重於治安刑法

(B) ，比例原則」乃行政法上的原則，在刑法無適用餘地
( c) 限制國家統治權的行使

(D) 乃最低限度標準的倫理道德
04 、有關古典學派刑法理論的思想'fPI者為非?

(A) 刑罰具有應報主義的思想

(B) 一般預防主義的理論源起

( c) 犯罪是因果關條下的現象

(D) 人皆具有完全自由意志

的、有關近代學派刑法理論的思想，和I 者為非?

(A) 刑罰不具有絕對主義的思想
(B) 犯罪與特定人有關

(c) 犯罪乃是因果關條下的必然現象

(D) 解析犯罪形成的方式有別於自然科學的方式
的、有關現代刑法所植墓的基木原則的論述，何者為是?

他)即使法律有明文規定，仍要難據以認定符合罪刑法定主義的意旨
(B) 依憲法授權而制定的刑法定然符合法治國的原則

(c) 對性侵害累犯予以去勢符合行為主義的精神
(D) 幫派首腦對於其組織幫派危害社會治安的所作所為亦應負責，完全合乎個人主義
的精神
。 7 、有關現代刑法對於犯罪的論述，何者為非?

(A) 犯罪一定是行為，然非所有行為皆是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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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國家的法律乃是決定某些行為之所以具有犯罪性質的終局標準之所在
(c) 犯罪行為基本上皆出於本於自由意思與自由意志所發動的行為有關
(D) 有限度承認遺傳機制與社會環境對犯罪形成的影響性

0 日、下于 IJ敘述，何者為非?
(A) f見代刑法透過罪刑法定主義兼收一般預防的效果

(B) 現代刑法藉由罪刑法定主義連帶表達國家規範與社會規鈍二元對立的思維
(C) 罪刑法定主義也是法律保留原則的另一面相的呈現

(D) 罪刑法定1=義與「主權在民，責任也在民」的原則無闋
的、下列何者非是刑法上的公務員。

(且)協助台中市市立台中國民小學學童上下學之志工媽媽
(B) 台北市環境保護局 jt投垃圾焚 1l廠電力正程工程員

(C) 處理大學校園性騷援爭議事件之大學性教評委員
(D) 處理醫療行為失當 l而遊聘社會人士擔任醫的i懲戒委員會的委員
10 、下列各案件，皆有JI(刑法之適用，惟何者(系是反映世界主義?
(A) 美籍華僑略誘十九歲我國留美女學生並強制使之賣淫圖利(刑法第 241 條第 2 項、
第 231 條之工第 1 JI頁)

(B) 中國大陸地區人民旅台期間觸犯普通詐欺罪(刑法第 339 條)
(C) 美籍華僑在太平洋上空的華航班機內吸食古柯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 、 11
條)

(D) 亞丁灣附近的索馬利亞海盜(刑法第 333 條)
11 、下列何種情形不適用我國刑法處罰?

(A) 菲律賓人在我國犯竊盜罪
(B) 東埔察人在公海上運送毒品
( C) 日本人在我國籍飛機上毆打日本人成傷

(D) 美國人在法國詐欺我國人

12 、某甲於民 87 年實施一故意行為，而該行為為某 A5去典視為是犯罪行為，應科處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該法典之有效期間明定為民國 72 年 1 月 1 日至 91 年 12 月 31
日止。民 92 年立法院修改 B 法典，將某甲上述行為所成立之犯罪類型，於該法典中，
增設 (1采文予以規範'法定刑度為仁年以上有期徒刑。該法於民國 92 年 7 月 1 日生效。

某甲因上述行為遭遇絕而於民國 94 年為警所獲，依法起訴。民國 94 年刑法第二條修

正，從原先從新從輕主義改採從舊從輕主義，並於民國 95 年 7 月 1 日生效。受理法院
於民國 95 年 8 月 1 日宣判。試問下列何者為其?
(A) 依故國通說之見解，限時;去具有追及效力，若無追及效力，則是臨時法 c A 5去典條

屬限時法，具追及效力，是以甲之犯行仍應適用 Aì去典之規定，無刑法第 2 條之
適用，故應科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 2 頁，共 12 頁

靜宜大學 108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試題
學系:法律學系二年級

科目:刑法總則

(B) 所謂限時法乃扣除規定有一定有效期間之法律外，尚包指法律內容若為一時情事

需要而制定之法律也，其本身概無追及效力，是以本案有刑法第 2 條之適用。刑

法第 2 條雖於民國 94 年有所修正，然修正前後最有利行為人立場的部份，其為

從輕，是以此部分法律效果相同，殊無二l'~ 0 依刑法 35 條之規定，刑之輕重，於
何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 A ;'去典對此規範為十年以下 'B 法典
為十五年以下 'B ，去典的規定較皇室，故應適用 A;去典，對市應科處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

(C) 限時法的追及效力問題，應限於有明文規定追及效力者，方可承認限時法具也及
效力，蓋刑法第 2 條本身具有針對刑法第 1 條而為有利當事人立場的例外規定性

質，其在木質上除人民的一種權利，既為權利，則其之限制與剝奪，依憲法第 23
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之規定，必須以法律定之。職是之故，限時法追及效

力既具有針對刑法第 2 條有利{仁當事人立場的規定而為限制的性質，自應以有明
文規定者為限

(D) 木案 A 法典改成 E 法典之變吏，應細究其究為法律變更或事實變更而異其處理，
蓋刑法第 2 條第 1 項所吉之「法律有變更者 J '乃指刑罰法規而盲，至若僅犯罪
構成要件內容之事實變吏，則不屬之。本案 A 法典改成 B 法與之變吏，犯罪類型
不變，但刑期有所更動，是以應屬法律變吏，從而得逕自援引刑法第 2 條之規定
予以適用，不問其他

13 、刑法上的構成要件行為條tB實行行為 i(1Î盲，惟在某些犯罪類型下，其實行行為性的認
定在犯罪論體系中不無爭議，試問下列案例中何者非是屬於此種實行行為性有爭議之
犯罪?

(A) 甲趁乙轉身與丙交談之際，趁其不注意偷走乙置放在桌上的手機

(B) 甲於天寒情況下喝酒取暖，惟過量酒醉白陷入無責任能力狀況，並於此種狀況下
開車撞死路人乙
( C) 地鐵儀控中心的可與其妻在電話中大吵一架，一時忘情而忽略注意控制版上的警

示燈號亮起，從而j 甲也未能依規定及時反應，導致兩列行進中列車互撞，多人傷

亡
(D) 甲深恨乙始亂終棄，故製作一包里炸彈以宅急便的方式寄送予乙'乙收立包里開
歐後，為該炸彈所炸死
14 、試問下列何者非是價值中立之構成要件要素?

(A) 刑法第 248 條第 1 項之「發掘墳墓者」
(B) 刑法第 224 條之「而為很褻之行為者」

(c) 刑法第 285 條之「致傳染於人者」
(D) 刑法第 256 條第 1 項之「製造鴉片者」

15 、汽車修理工人甲，於修車時因故與妻子大吵一架，因而忘記先前有一顆螺絲尚未安裝
妥當，此導致汽車駕駛人乙日後因之發生車輛故障|而肇事致人於死的慘劇。試問下列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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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為理論能夠邏輯周延地將致死的結果歸屬於該汽車修理工人的行為，並將之視為
是刑法上的行為?
(A) 身體動靜說

(B) 目的行為論

(C) 人格行為論

(D) 因果行為論

16 、從刑法行為論的各家學說爭執中，可以推測得知下列的者與「犯罪乃是行為」此一命
題不會有所阻隔?

(刮過失犯

(B) 忘卻犯

(C 卅日重結果犯

(D) 已于犯

17 、下列何者非是刑法上犯罪行為成立所必備之性質?
(A) 構成要件該當性

(B) 違法性

(C) 行為性

(D) 不具阻卻違法性事由

18 、「一部行為該當，視為全部行為既已該當。」此一法埋在下列何一犯罪類型中有適用之
可能?

他)即成把

他)狀態犯

(C) 形式j巴

(D) 繼續犯

19 、甲女嫉恨乙女，遂在其飲食中偷偷下毒，意圖毒害乙女身懷仁月之胎兒，使之畸型，
讓乙女痛苦

輩子。得逞!試問下列關於人之始期的諸家學說中，何者能使甲女毒害

胎兒使之畸型的行為成為刑法上可能構成犯罪的行為?
(A) 生命形成說

(B) 獨立呼吸說

(C) 分挽開始說

(D) 一部露出說

20 、關於法人犯罪行為能力的否定，下列何者並非是其論述的依據?
(A) 無法依道義責任論予以歸責

(B) 勞基法第 81 條第 1 項兩罰規定的主張

( C)

無法與刑法行為論互相搭配

(D) 違反禁止雙重處罰的原則

21 、刑法上之身分犯，包括純正身分犯與不純正身分犯 c 下列同屬身分犯的規定中，何者
與其他三者不同?

(A) 刑法第工 24 條之枉法裁判或仲裁罪;有審判職務之公務員或仲裁人，為枉法之裁
判或仲裁者

(B) 刑法第 351 條親屬贓物罪;於直至長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間，犯本主主之罪
者

( C) 刑法第 342 條背信罪;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因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
害本人之利益， ilü 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之利益者
(D) 刑法第 356 條損害債權罪;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
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

22 、下列陳述何者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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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構成要件客觀中立之立場條本於罪刑法定:主義之要求

(B) 腦子E說乃是現今刑事實務上判斷人之終期的首要標準

(C) 構成雯件要素中「人」此一要素，乃純粹、絕對是描述性安素
(D) 不法構成要件與構成安件兩者在概念上乃像一致

23 、某甲於某夜以殺意學1 台欲堅殺某乙'某己見之急奔走逃避 c 甲隨後緊追不捨，終偷得
一有利射角對乙連開三拾。奈何三怡皆未直接擊中某乙，惟其中一發子彈撞擊牆壁俊

回彈擊中某乙右大腿，致適時奔出巷口至大馬路的乙一時j'[R~質，為路過而j憶於此突發
事件致反應不及之計程車司機某丙'因不及煞車制動所駕駛而業已超速之計程車 f flÍ撞
擊之。乙於送醫途中死亡。試問下列分析何者為其?

(A) 本案某甲若不為開槍射擊行為，某乙亦會於奔出巷口時為某阿所駕駛之超速計程

車所隨擊致死，是以某甲之射殺行為與某乙死亡結果問欠缺條件說下之因果閱(奈
性

(B) 本案依相當因果關條說之客觀說，某市之也學開槍，子彈撞擊牆壁彈跳而擊中某

乙右大腿致其1i~巷口頤間， if口為路過之超速計程車所搔擊，俱皆屬於行為時所有
一切客觀存在之事實，而j 應納入判斷肉果關條時所需考量的對象。 I而依社會的一

股經驗法則，於巷內追擊開槍、子彈撞擊牆壁彈跳擊中人、物、奔跑之人右大腿
突遭受槍擊而失衡跌倒、於巷口大馬路上突然跌倒而且勻經過之車輛所撞擊，以及

為行進中之車輛所撞擊ITr î 死亡，概俱皆有可能性與相當性，是以某乙之死亡結果
與某甲之射殺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條

(C) 本案1 年屬於超越的因果關 1 年問題，此時某市射殺的前行為的因果關條為某內的撞

擊後行為所阻斷，是以某乙之死亡結果與某甲之射殺行為間欠缺之因果關係性
(D) 本案某丙的超速駕駛計程車的行為本身客觀上即具有提高駕駛機動車輛肇事的風

險性，而撞擊行人的風險亦非法所允訐'今阿超速駕駛行經路口而撞擊行人某乙'
是乃製造法所不允訐的風險而將撞擊某乙的危險性具體付諸實現，是以某乙之死
結果客觀上可歸責、也僅可歸責於某丙的超速駕駛行為
24 、下列何者不具刑法上因果關條性?

(A) 某市欲殺盲人乙，趁乙帶導盲犬外出時，利用狗的天生獸性，使其突然失控，致
盲人乙一時失衡跌入大排:弱斃。甲使狗失控的行為與乙之j弱斃的結果
(B) 甲女與其在火車站儀控中心上班之夫乙男在電話中發生劇烈口角，導致氣憤中的
乙男一時忘記應於某時刻切換某軌道區段上的號誌，致兩列火車發生對撞的慘劇，

數百人因之死傷。甲女對乙男的對話行為與數百人死傷的結果
( C) 甲因債務糾紛，對債務人乙聲稱，其如不立即解決債務，決不放其回家。乙向甲

宣稱家中有臥病在床的老父丙符其照料，如不回去，恐生意外。甲不聽而強留乙

達二十多小時，致阿因無人照料而亡。甲之強留乙之行為與內之死亡結果
(D) 於深夜路上，甲所騎機車追撞乙之機車，致乙的機車後座丙跌落地面骨折。甲不
顧丙的傷勢，糾嬉著乙不放而嚴厲指誦，致倒地無法挪動身體的丙為路過的貨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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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機丁所駕駛的貨車所撞擊，們當場死亡。甲之不顧丙傷勢的糾謹指摘的行為與
丙的死亡結果

25 、某甲因與乙素有嫌隙，一日於乙經營白了夜店門口縱火焚燒其汽車洩恨，不意火勢失控，
夜店亦因之失火，店中諸人倉皇尋逃生門 IlrJ 欲奪門的出，不;意逃生門為鄰居內婦

長期以來違規置放回收廢棄物堵塞|叮無法間歇。最後夜店內眾人因被因火場 líl1死
亡。試問下列分析何者為真?

(A) 本案眾人之死亡結果與甲之縱火行為、乙怠Ií~確保 ljt生門效用之行為及內婦堵塞
逃生門之行為間，皆有條件說下的閃果關偉:性，是以甲、乙、內，行為與眾人死亡
結果問刑法上因果關 1 年存在性與否之認定，須將此三行為一併依修補理論進行處
理以決之
(B) 由於丙婦若不違規置放回收廢棄物而堵塞逃生門，夜店內眾人亦不會被問火場而

死亡。職是之故，眾人之死亡與內婦之堵塞逃生門行為間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條，

從而眾人之死與甲之縱火行為無關

( c) 本案條屬於累積的問果關條問題，此時應從正面因果關係存在與否的方式進行檢
驗，從而甲、乙與丙對於眾人之死皆應僅負未遂之罪責
(D) 本案伯克屬於擇一因果關條的問題，由於可乃是故意縱火， nlj 乙、丙則無意致人於

死，故意行為之惡性與不法狀態較過失行為為重大，是以眾人死亡之結果應視為

是甲縱火行為所導致，至於乙與丙婦之行為則不論之
26 、試問下列各案例中行為人甲的行為，何者應負不作為犯的罪責?

(A) 某甲慶祝友人乙升官，遂於晚宴牛不斷勸乙進;回狂歡，終致乙酪固I大醉。晚宴後，
某申送某乙至其轎車中，目送其開車離去。乙終因酒力不濟，於歸途中駕車衝撞
電線桿傷重而亡

(B) 某甲路過於公園中某處，見一小女孩以跳繩繞在其弟之頸部上而用力拖拉，甲並
未出手制止，終致小女孩之弟窒息而死

( c) 甲男陪女友乙至公園踏狗，於公閩中，乙女之狗突對經過中婦人問狂吠猛衝而去，
乙女出聲喝止，並要求甲男制止其狗，甲不為所動，致丙婦為突如其來的狗所驚
嚇，引發心臟病，須送醫治療
(D) 某乙因病被送至某甲所開設之私人醫院就醫，然甲以設備不足以應付乙之病情為

由，拒絕接納，乙被迫而再被轉送至某公立教學醫院，然於途中因醫治遲誤而亡
27 、試問下列各案例中行為人甲的行為，何者應、負故意犯的罪責?

(A) 甲深夜於高速公路開車，因車子故障，遂將之停放於路盾，等待拖吊。惟甲因嫌
棄麻煩|而未依規定於車後放置反光三角板，致驅車行駛向路段的乙，因故將車駛
向路肩而欲暫停時，未能及時察覺甲車而蹟擊之，後死於現場

(B) 辦公室的甲男，出於開玩笑的心態，趁其同事乙專注工作而欲坐將坐之際，將其
椅子推走，不料乙一屁股倒地時失去平衡，在甲男見狀不妙而欲加以扶持但卻已
不及的狀況下，頭部重重撞擊桌角而i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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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不孝三乙屢次吸毒不改，甚至為錢買毒品，奪取祖母的私房錢，且於搶奪中吋 1(11
致祖母受傷住院 c 傷心的父親甲，痛打教訓乙，想到自己母親的傷勢，愈是悔恨
有此不孝子，出于愈是沉重，最 i妥竟活生生的將乙打死

(D) 計程車司機甲於路邊臨停，使顧客乙下車。甲雖見乙倉促開歐左邊車門j(lî 未顧交
通狀況，亦因↑亡於收錢而未示誓，致乙開車門時撞擊路過之機車而使機車騎士丙

倒地受傷
28 、下列問於故意的陳述，何者為其?
(A) 現行過說認為，只要有所預見而仍著手行為的實行，即是有故意的存在

(B) 故意與行為有意性的要玄兩者相等
(C) 故意在刑法上不得為一般抽象之審查，而j 必須就個案為個月 IJ具體審查
(D) 刑法學上所言之故意，並非定然是構成要件的故意

29 、可欲拾殺 A' 槍法不準誤射 A 身旁的 B'B 凶槍傷口IJ 死亡。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
(吋者正確。

他)甲之行為學說上稱為客體錯誤
(B) 甲之行為學說上稱為世果流程錯誤
(叮叮之行為應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的想像競台
(D) 甲之行為應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的數罪併罰

30 、某甲命自己的狗攻擊乙 c 乙驚見狗于1頁撲而來，遂以隨身袋中的器物分別向甲及其狗分
別去去，以求自保。不料倉皇中盡失卻準頭:砸向甲之物品反擊中路過丙之手中的玻
璃藝術品，砸向狗之物品則擊中丙之頭部，導致丙之玻璃藝術品破損，且丙的頭部亦

受傷流血。試問下列分析 f口J者正確?
(A) 乙以物品擊向甲，卻擊毀丙手中之玻璃藝術品，是為因果關條歷程發生錯誤。依

相當通果閱(奈之客觀說，因乙丟出的物品依社會一般法則亦有擊中路過路人內手
中玻璃藝術品之可能，是以乙對肉之玻璃藝術品仍具有故意毀損罪的構成要件該
當性

(B) 乙以物品擊向甲之狗，卻因毀損行為實行的失誤，致未預期的丙頭部受傷，是為
不同構成要件錯誤之方法錯誤。依法定符合說之構成要件符合說，因乙所認識之

事實與現實發生的事實不屬於同一構成要件，是以乙對狗的部分仍具有故意毀損
未遂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對丙的部分如有過失，則應有過失傷害罪的構成要件
該當性

( C) 乙以吻品擊向甲之狗，卻因毀損行為實行的失誤，致未預期的丙頭部受傷，是為
不同構成要件錯誤之方法錯誤。依抽集符合說，雖乙所認識之事實與實際發生之
事實有所不合，但因是行為人犯罪之意思所致，故於輕罪毀損罪的限度內不阻卻
故意毀損既遂罪之構成要件該首性，重罪傷害的部份則阻卻故意，倘有過失，則
有過失傷害罪之構成要件該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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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乙以物品回擊甲，因實行行為的失誤，致未預期的丙頭部受傷，是為相同構成要
件錯誤之方法錯誤。(衣具體符合說，因乙所認識之行為方法的事實與現實發生者
並未具體一致，是以應阻卻故意， 1，尚有過失，則乙對丙應有過失傷害罪的構成要
件該當性

31 、試問下列阻卻違法性事由，何者的本質(幸屬於正當行為而非緊急行為?
(A) 正當防衛

(B) 自救行為
(C) 義務衝突
(D) 業務上正當行為

32 、甲見乙受飆車族追打，倉惶逃命，為放其脫離危險，乃將乙拖入暗巷內隱蔽，乙丙而
腳部挫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救乙之行為，雖乙受傷，除屬正當防衛之行為，不罰

(B) 甲救乙之行為，雖乙受傷，但條屬於緊急避難之行為，不罰
(C) 甲救乙之行為，雖乙受傷，乃屬超法規阻卻事由之行為，不罰
(D) 甲救乙之行為，因有造成乙受傷，故仍應承權傷害罪責

33 、某市開自用小客車，突見前 )j路上坑洞，在無法左右閃避下逐急滅速通過以避免不過

或車子毀損，惟煞車過於突然，導致驅車跟隨在後且遵循交通規則之乙來不及及時反
應下，只好無助且鷺恐地任隨自己的機車衝撞甲車，導致機車龍頭與汽車後保險桿毀
損破裂。惟甲遭撞擊後並無欲停留，仍續驅車駛離，乙之同行友人丙見狀，遂急、趨自
己機車趕在甲車之前以車擋路攔截甲，得逞 c 試問下列分析何者為其?

(A) 丙之妨害自由的行為，因像是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保護乙之法益而實施之行為，
故可成立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B) 乙車街撞甲車之毀損行為，因欠缺主觀層面上的要素，故並無成立正當防衛、緊
急避難等阻卻違法性事由之任何可能性與必要性
( C) 乙車任隨衝撞甲車之毀損行為，因像是緊急狀態下為保護自己權利安全所實施之
不得不然之自力救濟的行為，故可成立自救行為阻卻違法

(D) 甲緊急煞車導致被追撞之行為，因像是避免自身法益處於迫切狀態下所不得已的
行為，故其可成立緊急避難阻卻違法

34 、甲男開名牌轎車攜幼女丁至某商店街購物逛街，將車停置於路邊停車格。閒逛間，眼
角突站到一熟悉的影子，赫然發現自己的名牌轎車路過眼前馬路，心知愛車被{命，遂
急把捷徑追趕之，趁路況主主流量甚高，終能趕在車前以身試圖擋路奪回車子。竊賊乙

於行車間突見甲衛人馬路中擋在車前，為免生撞人的意外，且因不及迴避，逐猛踩煞
車，不意在車後行駛中的機車，其騎士內對之已不及將車急煞制動停住，是以只得盡
量作好護身準備而 ill撞之 c 內負傷倒地。試問下列分析何者為其?

(A) 甲之妨害自由的行為，因條針對竊賊偷竊己車之現在不法侵害的行為所實施，故
屬於正當防衛的行為，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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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竊賊乙猛踩煞車的行為造成 i丙之傷害， 1 年內為避免甲男生命、身體的緊急危難而
不得不採取的措班，是為緊急避難，阻卻行為的違法性

( c) 的一毀損甲車的行為，同{急防 iEI 自己生命、身體遭受現在不法侵存下(前車違規急
停)所為，是以屬於正當防銜，不罰

(D) 甲以等冒險擋路的行為，雖導致車禍的發生，惟 1 年印出於維護自己權益而國家公

權力不及救助的狀況下所做所為，乃非不法行為，是以對於內的傷霄'tB:庸負任
何罪責

35 、有關原閃臼由行為的實行行為性，下列諸家學說的主張，何者對實行行為時期的認
定與其他學說並不相同?
(A) 構成!要(作為
(B) 規範責任論

(c) 同時存在原則修正說
(D) 道具理論

36 、愚忠之公務員甲誤(言長官命令之正確信而聽從指示從事在事實上乃是具某犯罪類型之

構成要 11:該首且具違法性的行為。試問下列分析何者為誤?
(A) 依刑法，第 16 條之規定，甲之行為係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故得以欠缺違法性認
誠為理由，阻卻責任而不成立犯罪

(B) 依否定說之主張，違法性認識並非是責任之要素，也非故意之內涵，故甲之行為
仍成立故意犯之罪責

(c) 依限制責任說之見解，認為違法性認識之有無，並不影響故意之成立，惟因其屬
於責任之要素，故若欠缺則阻卻責任，是以甲之行為欠缺有責性，不成立犯罪
(D) 依嚴格故意說之主張，故意的內容須包含違法性認識，今甲欠缺違法性的認識，
即便其具有犯罪事實的認識與決意，仍不構成故意，故甲但庸負故意犯的罪責

37 、下列陳述何者為其?
(A) 根據實務見解，有關犯罪完成時期認定之標準'於共犯認定範周時，像採事實上

終結說

(B) 甲與乙協議籌組新幫派，是此協議行為即是刑法上所謂之陰謀
(c) 因為現行刑法犯罪論條植基於「犯罪乃是(某些特定類型的)行為」而開展，是以
預備犯行為的可罰性，即在行為本身

(D) 不能未遂之實行行為著手時期之認定，依實務所採之客觀說即可決之
38 、行為人甲於夜間偷偷摸進乙之住宅，以其以為內中無人，故欲趁機搜括一番 c 不意乙
其實在浴室中盟洗，完畢後開歐家中光源並回臥室。剛入內之甲驚覺燈光大亮，慌急
中躲入床下，及時於乙入臥室內時躲藏身影。甲於煎匿時除思付脫身之策外仍繼續打

量乙家中有無值錢事物。然機警之乙發覺有異，發現甲之存在並逮捕之。試問下列分
析陳述何者為非。

第 9 頁，共 12 頁

靜宜大學 108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試題
學系:法律學系二年級

科目:刑法總則

(A) 行為人甲之竊取行為，依主觀說之標準，因甲 1頁匿時繼續打量乙家中的財物，而
此已足以確實認誠行為人用竊取犯意之所在，故其竊取行為應認為業已著手，從
而應論以加重竊盜未遂罪 c 主觀說為 jfiJ律時代早期 JI(國實務認定實行行為著手的
判定標準

(B) 行為人甲之竊取行為，依形式客觀說之標準'因甲之行為於外觀上，尚未開始實
行竊盜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一竊取

之故，是以實行行為尚未著手。既未苦于，貝iJ

無既、未遂可言。職是，行為人甲無成立竊盜罪之可能。此說為我國現今實務認

定一般犯罪之實行行為著于之判定標準
( C) 行為人甲之竊取行為，依折衷說之折衷主觀說與形式客觀銳的標司主，因從行為人

甲之全體犯罪計畫進行觀察，行為人甲以行竊之意思業已進入乙之住宅，並已在
物色財物，條已開始實施與構成要件具有直接密切之行為，是以應認為竊取行為
業已著手，從而應論以加重竊盜未遂罪

(D) 行為人甲之竊取行為，依折衷說之折衷實質客觀說與主觀說之標準，同行為人甲
非法入侵且於蔽匿時在物色財物的行為尚難遠認對乙之財物持有法益顯有侵害之

危險，且甲亦尚未明確表達竊盜犯意之所在，故難認定實行行為黨已著手。既未
著手，則無既、未遂可吉。職是，行為人甲無成立竊盜罪之可能。此說為我國院
近刑庭總會針對竊盜罪實行行為著手所新採納的判定標準
39 、甲乙二人共謀重傷丙，當甲正學起開山刀欲砍斷丙的大腿時，乙因 'L生悔悟而迅速
將甲拉離現場，甲遂無奈地隨乙而去，有關甲乙的刑責，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乙均成立重傷罪的障礙未遂

(B) 乙成立重傷罪的中止未遂，甲則為障礙未遂
(C) 甲乙均成立重傷罪的中止未遂
(D) 甲乙成立重傷罪的共謀共同正犯
的、甲沈迷於道術'對於符咒的效力深信不疑。因與 A 素有嫌隙，欲以符咒殺害 A' 乃臼
書五張奪命符寄給 A' 付思此舉足以使 A 死於非命。 A 收到符咒後，心中相當不安，

深怕為符咒所害，但並未發生任何不測。關於甲寄符咒殺 A 之行為，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 甲深信符咒得以殺人，因主觀上有殺人意思， !l!J:無危險，但有發生結果之可能，

屬於殺人罪之不能犯
(B) 甲主觀上有殺人之意思，且已為著手行為，只是結果不發生，仍屬未遂，屬於殺

人罪之未遂犯
( C) 甲認為符咒能奪命，雖有害人之意，但其乃屬於迷信犯，並不成立殺人罪
(D) 甲深信符咒能害人之效力，事實是否果真發生，乃屬偶然的因素，結果雖未發生，

仍應成立殺人罪未遂
41 、甲意圖殺害 A' 教唆乙代其購買行兇用之刀械，乙購得刀械交予甲，甲前往犯罪地途
中，為警查獲。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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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甲論以預備殺人罪，乙無罪

(B) 可論以預備殺人罪，乙論以幫助殺人罪

(C) 甲論以預備殺人罪，乙成立幫助預備殺人
(D) 甲、乙二人論以共同預備殺人罪

42 、甲唆使乙、丙及丁共同前往戌宅殺戊，乙在門外jl.':風，雨、 T入內，誤認戊弟己為戊
ffü殺之，己妻炭狂呼救人，丙、丁復將庚殺死，丙又順手取走戊家財物數件，之後分
頭逃逸，經警破獲，移送法辮，下列有關甲、乙、丙及丁向人之刑責的論處 f口j 者不正
確?

(A) 內、丁誤認戊弟己為戊而殺之，影響教唆人的刑事責任，以其叩缺乏教唆殺已既
遂之故意，故甲僅應負教唆殺人未遂刑責

(B) 丙、 T 將炭殺死，丙叉順手取走戊家財物之行為，已逾越原來教唆的範圈，甲不
必就此部分負擔刑責

( C) 乙在鬥外把風，但閃丙、丁之犯罪已達既遂，基於共同正犯一部行為，全部責任
之法理，應負共同殺人既逐罪責

(D) 內、丁受甲之唆使，入戊宅欲殺戊，結果誤認其弟己以為戊'是為客體等價的錯
誤，並無阻卻殺人故意之效果，仍應負殺人既遂罪的共同正犯刑責
的、下列有關刑法上「教唆犯」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對已有犯意之人為教唆者，不成立教唆犯
(B) 教唆行為的對象必須為「特定之人 J '不得為「不特定之多數人」
( C) 教唆犯在處罰上，是依其所教唆之罪予以處罰

(D) 被教唆人雖未周教唆行為萌生犯意，教唆者仍得成立教唆未遂犯
的、下列有關刑法上「幫助犯」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幫助犯在性質上是屬於「共犯」
(B) 幫助行為僅限於「物質上之有形幫助 J '不包括「精神上之無形幫助」

( C) 即使被幫助者不知幫助行為之存在，但幫助者仍成立幫助犯
(D) 幫助犯在處罰上，是得按正犯之刑予以減輕
的、甲以一告訴狀誣告乙、丙、丁三人依序分別犯有竊盜、詐欺、侵占罪，則甲所為，
應依下列何者處斷。
(A) 想像競合犯
(B) 數罪併罰

( C) 單純一罪
(D) 實質一罪

46 、甲夜問開車回家，遇到交通大執法。警員 A 、 B 、 c 在路邊擱下甲車，要求甲吹氣進

行酒精濃度檢驗。甲先前喝了啤酒，不願接受呼氣酒精測試，逐以拳頭痛毆警員

A'B 見狀隨即閉目2 攝影機進行錄影蒐證'甲以手推倒 B' 以腳勾絆站在一旁的 C ，
使 c 跌倒。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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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甲成立三個妨害公務罪，應分別論處

(B) 甲以數個學動接續進行 fM 實現一個妨害公務罪，為接續犯，且僅成立一個妨害公
務罪

(c) 用以概括犯意連續數行為而犯妨霄公務罪，成立妨害公務罪的數罪併罰
(D) 申反覆持續實行數個同種類之妨害公務罪，為集合犯，應認為是妨害公務罪之包
括一罪

47 、下列有關緩刑之規定，何者為其?

他)且:可因竊這罪刑期執行完畢後第四年再犯侵入住居罪，法院仍得對之宣告緩刑。
他)犯刑法第 23411菜公然狠褻罪而被宣告緩刑者，得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c) 法院宣告緩刑時，得對之附負擔。

(D) 申於緩刑期間內犯刑法 275 條之罪而經判刑確定時，檢察官得聲請法院撤銷緩刑
之宣告

的、甲於裁判確定前分別觸犯 A 、 B 、 c 、 D 問罪，其中 A 罪被宣告有期徒刑同年 'B 罪被
宣告有期徒刑三年 'c 罪被宣告有期徒刑五年 'D 罪被宣告有期徒刑仁年。試問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 甲之執行刑應在十八年以下、仁年以上定之
(B) 法官應在七年以下、二年以上的刑期中處斷
( c) 甲宣告刑之量定應在十八年以下、七年以上

(D) 若 A 、 B 罪與 c 、 D 罪條植基於二個裁判，則亦應分別定甲之執行刑
的、有關數罪併罰的處斷方式，世界各國的立法例不盡相同，下列有關吾國現行刑法對
此所採的方式的敘述，何者有誤?
(且)無期徒刑悶不得加重，故{象採吸收原則

(B) 有期徒刑與罰金同時併科者，條採併科原則

( c) 拘役因分別得以加重，故{象採限制加重原則

(D) 多數有期徒刑者， 1年採法定刑加重原則
50 、下列有關接續犯成立要件或性質的陳述，試問何者有誤?

(A) 按:賣犯條基於概括犯意
(B) 接續犯之數行為僅條只侵害一個法益
( c) 接續犯條將分別實施之數個動作視為是一個犯罪行為的實現

(D) 接續犯不若繼續犯般注重行為的單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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