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年人社院碩專班刑法總則期末考試題 

1.( C ) 依據刑法規定，下列何者非屬得減輕處罰之人？  

(A)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 

(B)滿 70 歲人  

(C)低收入戶者  

(D)瘖啞人 (101年度三等警察考試-犯罪防治人員預防組) 

 

2.( C ) 關於緩刑之宣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受二年以下有期徒刑者，得宣告緩刑  

(B)受緩刑宣告時，得命犯罪行為人向被害人道歉  

(C)緩刑之效力既及於主刑，也及於從刑 

(D)緩刑期滿，緩刑宣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失其效力 

(102年度三等調查局.國安局考試)  

 

3.( D ) 我國實務對於正犯與共犯之區分，採取下列何種見解？  

(A)犯罪支配理論  

(B)利益說  

(C)形式客觀說  

(D)主客觀擇一標準說 (102年度民航人員三等考試_航務管理) 

 

4.( B ) 依據刑法第 33 條規定，下列有關刑罰「徒刑」之敘述，何者錯誤？  

(A)我國刑法上之徒刑區分為有期徒刑與無期徒刑兩種  

(B)有期徒刑為二月以上二十年以下  

(C)有期徒刑為主刑之一種  

(D)有期徒刑遇有減輕時，得減至二月未滿 (102年度民航人員三等考試_航務管

理) 

 

5.( D ) 甲想殺乙，先將自己灌醉以壯膽，並於無責任能力的狀態下將乙砍死。下

列敘述，何者錯誤？  

(A)此即學說上所稱之原因自由行為  

(B)我國刑法第 19 條第 3 項對此設有明文規定  

(C)儘管行為人於砍殺時已喪失責任能力，仍應成立故意殺人既遂罪  

(D)因行為人於砍殺時欠缺責任能力，法官應減輕其刑  

(102年度專利商標審查人員三等考試_電子工程) 

 

6.( A ) 涉外刑事案件得否適用我國刑法，可依據我國刑法第 4 條規定：「犯罪之

行為或結果，有一在中華民國領域內者，為在中華民國領域內犯罪。」判斷。試



問本條文是採行何種原則？  

(A)屬地主義  

(B)屬人主義  

(C)保護主義  

(D)世界主義 (101年公務人員三等行政警察人員考試)  

 

7.( B ) 甲欲殺 A，以刀刺其心臟數刀後認為 A 已死，乃將 A 推入河中企圖滅

屍，詎知Ａ未死，但因不善游泳，最後仍遭滅頂身亡。甲殺Ａ數刀之行為與Ａ之

死亡間，依實務見解，甲觸犯：  

(A)殺人未遂罪  

(B)殺人既遂罪  

(C)過失致死罪  

(D)過失傷害致死罪 (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8.( C ) 下列關於不得科處死刑之敘述，何者正確？ 

(A)滿 75 歲人犯罪者，不得科處死刑 (B)未滿 20 歲之人犯罪者，不得科處死刑 

(C)滿 80 歲人犯罪者，不得科處死刑 (D)未滿 21 歲之人犯罪者，不得科處死刑  

(102年度司法人員特考三等考試_觀護人) 

 

9.( B ) 依照現今刑法理論，下列何者屬於罪責（有責性）階層所要審查的要素？ 

(A)客觀處罰條件  

(B)違法性意識（不法意識） 

(C)個人之解除刑罰事由  

(D)行為能力 (102年度司法人員特考四等考試_法警) 

 

10.( D ) 刑法與刑事訴訟法關係為：  

(A)普通法與特別法  

(B)原則法與程序法  

(C)實體法與強行法  

(D)實體法與程序法 (102年度司法人員特考四等考試_法警) 

 

11.( B ) 刑法第 41 條關於易服社會勞動之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依規定得易科罰金，而未聲請易科罰金者，得易服社會勞動  

(B)服社會勞動每 8 小時折抵 1 日  

(C)易服社會勞動之履行期間，不得逾 1 年 

(D)因身心健康而執行顯有困難者，不得易服社會勞動  

(102年度司法人員特考五等考試_錄事) 

 



12.( B ) 依刑法第 34條之規定，下列何者非從刑？  

(A)沒收 (B)罰金 (C)追繳 (D)褫奪公權 (102年度司法人員特考五等考試_錄事) 

  

13.( D ) 下列阻卻違法事由，何者刑法未明文規定？  

(A)正當防衛  

(B)依法令之行為  

(C)業務上之正當行為 

(D)得被害人承諾之行為 (101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_一般行政) 

 

14.( C ) 依刑法關於「緩刑」的規定，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行為人之犯行受 2 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金之宣告，法院始得宣告緩刑  

(B)行為人受緩刑宣告時，法院仍得附帶命行為人履行一定之義務  

(C)若行為人於緩刑期間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受逾 6 月有期徒刑宣告確定，法院

得撤銷其緩刑  

(D)行為人緩刑期滿，而其緩刑宣告未遭撤銷者，其法律效果為「刑之宣告失其

效力」(101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_一般行政) 

 

15.( B ) 關於加重結果犯成立之要件，依實務見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加重結果犯之基本行為必須為故意犯，過失犯並無成立加重結果犯之餘地  

(B)加重結果犯之行為人，於行為時對於行為可能造成加重之結果，除須能預見

之外，對於加重之結果尚須有預見，始對加重之結果負責 

(C)加重結果犯之加重結果，須與基本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有成立加重

結果犯之可能  

(D)加重結果犯，以刑法對於加重之結果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始能論以加重結果

犯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16.( B ) 關於罰金刑，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罰金為主刑之一種，得單獨宣告 

(B)同時宣告無期徒刑與罰金刑，則僅執行無期徒刑，不執行罰金刑  

(C)科處罰金時，除審酌刑法第 57 條各款事由外，並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資力

及犯罪所得利益  

(D)罰金刑應於裁判確定後 2 個月內完納，不能完納者，得許 1 年內分期繳納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17.(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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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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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教唆人雖未因教唆行為萌生犯意，教唆者仍得成立教唆未遂犯  

(104年初等考試_人事行政) 

 

18.( A ) 因未滿 14 歲而不罰者，依刑法之規定，得施以何種保安處分？  

(A)感化教育  

(B)禁戒 

(C)監護  

(D)強制工作 (104年初等考試_人事行政) 

 

19.( D ) 傾盆大雨中，剛下課的甲發覺自己忘記帶傘，為了避免自己遭雨淋濕而

感冒，乃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取走他人雨傘。請問：就甲有關緊急避難的阻

卻違法行為，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本題甲緊急避難的行為，尚必須出於不得已，才可能阻卻違法  

(B)本題甲僅限於對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法益，才能主張緊急避難  

(C)依題意，甲尚不得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  

(D)依題意，甲得主張只要保全自己的身體法益，當然可以犧牲他人生命法益，

成立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難 (104年初等考試_人事行政) 

 

20.(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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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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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初等考試_一般行政) 

 

21.( C ) 下列關於刑法第 24 條「緊急避難」之敘述，何者正確？  

(A)行為人必須是為了避免社會或國家之緊急危難，始得成立緊急避難  

(B)行為人因避免自己財產緊急危難之行為，不得主張緊急避難  

(C)行為人之避難行為必須具有「不得已」之情形，始得成立緊急避難  

(D)若避難行為過當時，仍應成立犯罪，亦不得減輕或免除刑罰  

(104年初等考試_一般行政) 

 

22.( C ) 下列何者為應報理論的主張？  

(A)治亂世用重典  

(B)犯罪矯正  

(C)以牙還牙  

(D)殺雞儆猴 (104年初等考試_一般行政) 

 

23. (A ) 甲購得改造之手槍一把，為試手槍之功能，朝路過之機車騎士開槍，擊



中 A胸部，A中槍送醫不治死亡，就甲射擊路人之試槍行為（持有改造手槍部分

除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對於改造手槍之性能未有確信，試槍行為雖難認有殺人之直接故意，但仍

有殺人之間接故意，甲試槍行為與 A死亡間，有相當因果關係，應論以殺人既遂

罪 

(B)甲對於改造手槍之性能雖未有確信，而試槍行為造成路人死亡，已在其能預

見範圍，惟射中 A並導致 A死亡，純係偶然事件，甲試槍行為與 A之死亡間，

並無相當因果關係，故應論以殺人未遂罪 

(C)甲對於改造手槍之性能未有確信，試槍行為並非意在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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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射擊路人之試槍行為，未具有殺人之直接故意，亦未具有傷害之故意，所

為致 A死亡，不構成任何犯罪 

 

24.( D ) 下列何者與罪刑法定原則之歷史淵源無關？  

(A)英國 1215年大憲章 

(B)啟蒙運動 

(C)法國 1789年人權和公民權利宣言 

(D)恐怖主義 

  

25.( D ) 下列何者不屬於刑法上「保安處分」之類型？  

(A)強制工作  (B)強制治療  (C)驅逐出境  (D)易服社會勞動 

  

26. ( D ) 下列何種情形不適用我國刑法處罰？  

(A)菲律賓人在台北市犯竊盜罪 

(B)柬埔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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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D ) 下列關於不作為犯之敘述，何者錯誤？  

(A)不純正不作為犯所牴觸者，係禁止規範  

(B)在犯罪成立上，僅不純正不作為犯須檢驗保證人地位  

(C)保證人地位之來源，可就法律之精神而為觀察  

(D)僅純正不作為犯必須檢驗其等價性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

考試) 

 

28.( D ) 甲想砸乙的車窗，卻將丙車誤認為乙車而砸毀，這在刑法上被稱為：  

(A)禁止錯誤  (B)因果歷程錯誤  (C)打擊錯誤 (D)客體錯誤 (104年四等一般警

察人員考試、消防警察人員、水上警察人員) 



 

29. ( A ) 刑法第 33 條規定的主刑，包含下列何者？  

(A)罰金     (B)罰鍰     (C)管收     (D)拘留 (104年初等考試_一般行政) 

 

30. ( A ) 殺人行為雖經外國確定裁判且已執行一部，行為人回國後，依我國刑法

如何處理？  

(A)仍得依我國刑法處斷，但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之執行  

(B)仍得依我國刑法處斷，並執行全部刑期 

(C)無須再依我國刑法處斷，僅執行外國裁判殘餘刑期  

(D)無須再依我國刑法處斷，並不得執行外國裁判殘餘刑期  

(104年五等司法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31. ( D ) 有關教唆犯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欠缺使被教唆人完成犯罪之意思，不成立教唆犯 

(B)共同教唆，不適用刑法共同正犯之規定  

(C)教唆犯之教唆犯，仍應適用教唆犯之規定  

(D)教唆犯為共犯，其法律效果較正犯之刑為輕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32. ( C ) 甲欲槍殺 A，槍法不準誤射 A身旁的 B，B因槍傷而死亡。依實務見解，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之行為學說上稱為客體錯誤 

(B)甲之行為學說上稱為因果流程錯誤 

(C)甲之行為應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的想像競合 

(D)甲之行為應成立殺人未遂罪與過失致死罪的數罪併罰 

  

33.( A ) 甲誤把正在拍攝警匪片的演員 A 當作白晝行搶的歹徒，而將其撲倒制服

致 A受傷，甲之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的理由為下列何者？  

(A)欠缺現在不法之侵害  

(B)欠缺防衛意識 

(C)防衛過當  

(D)濫用防衛權利 (104年五等司法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34. ( A ) 甲意圖毀損 A之摩托車而飲酒，在酒醉狀態下誤把 B之摩托車當成 A所

有之摩托車而砸毀，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甲故意陷自己於影響其責任能力狀態，不得減輕其刑 

(B)甲欠缺毀損故意而不成立毀損罪 

(C)甲成立毀損未遂罪 



(D)甲成立過失毀損罪 

 

35.( B ) 甲於發現仇人 A 尾隨在後，轉身掏槍射傷 A，沒想到 A 也正朝著甲開

槍。甲之行為不成立正當防衛的理由為下列何者？ 

(A)欠缺現在不法之侵害 

(B)欠缺防衛意識  

(C)防衛過當  

(D)濫用防衛權利 (104年五等司法人員、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36.( D ) 19 歲之甲幫忙擔任保母之母親乙照顧嬰兒 A，不小心致 A 死亡，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與母親乙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之共同正犯  

(B)甲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之幫助犯  

(C)乙成立教唆過失致死罪  

(D)甲成立過失致死罪、乙成立業務過失致死罪 (104年五等司法人員、國家安

全情報人員考試) 

 

37.( B )下列關於沒收的陳述，何者為非？  

(A)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不以主刑之存在為前提 

(B)實務見解認為，賭博場所仍能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而予以沒收  

(C)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預備之物，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限，始得沒收  

(D)法律規定，違禁物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沒收 

 

38.( D )下列何者敘述為真？ 

（A）保安處分乃對無違法性行為之處遇 

（B）保安處分中的拘禁乃非拘束人身自由之處分 

（C）保安處分乃對過去罪行之懲罰 

（D）沒收除屬於從刑外，亦具有保安處分之性質 

 

39.( A )有關刑之加重，下列所述何者為真? 

(A)無期徒刑不得加重 

(B)有期徒刑不得加重 

(C)拘役不得加重 

(D)罰金不得加重 

 

40.( A )關於刑法第六十二條自首減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自首方式包括託人代理自首或向非偵查機關請其轉送 

(B)所謂未發覺之罪，不包括僅知有犯罪事實，但不知犯罪人為何人者 



(C)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D)已發覺之情況亦指已發生之犯罪事實，雖為該管公務員所不知，但係推測其

已發生而與事實巧合者 

 

41.( C )有關刑罰減輕之規定，下列何者為真？ 

(A)死刑不得減輕 

(B)無期徒刑不得減輕 

(C)有期徒刑減輕者，減輕其刑二分之一 

(D)沒收減輕者，減為沒收二分之一 

 

42.( D )犯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的累犯，受徒刑之執行完畢，5年內

故意再犯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受徒刑之執行逾 25年而有悛悔實據者，得許假釋 

(B)受徒刑之執行逾二分之一而有悛悔實據者，得許假釋 

(C)受徒刑之執行逾三分之二而有悛悔實據者，得許假釋 

(D)不得假釋 

 

43.( C )下列各罪中，何者處罰預備犯？  

(A)刑法第 173條之放火罪 

(B)刑法第 221條之強制性交罪 

(C)刑法第 271條之殺人罪 

(D)刑法第 326條之加重搶奪罪 

 

44.( A )下列何者係屬刑法科刑輕重之標準？ 

(A)犯罪之動機、目的 

(B)犯罪行為人之交友狀況  

(C)犯罪行為人與鄰人之關係  

(D)犯罪行為人高中時代成績 

 

45.( D )甲於餐廳與乙發生口角，遭乙痛毆後逃離現場，甲心有不甘，於一小時

後聯合 

數十名友人攜棍棒重返餐廳，將仍在用餐的乙打成重傷，甲之行為是? 

(A)正當防衛 

(B)緊急避難 

(C)自助行為 

(D)犯罪行為 

 

46.( D )依學理及實務見解，下列何種犯罪行為不屬於刑法上之必要共犯？ 



(A)刑法第 136條公然聚眾妨害公務罪 

(B)刑法第 239條通姦罪 

(C)刑法 275條加工自殺罪 

(D)刑法第 309條公然侮辱罪 

 

47.( C )下列所述何者為真？ 

(A)緩刑期滿未經撤銷緩刑者，其宣告刑以已執行論 

(B)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者，其未執行之刑失其效力 

(C)私刑拘禁罪之追訴權時效，自受拘禁人遭釋放時起算 

(D)私刑拘禁罪之行刑權時效，自受拘禁人遭釋放時起算 

 

48.( D )甲犯數罪，分別被判 A罪 3年、B罪 7年、C罪 10年、D罪 15年。依

據現行刑法數罪併罰之規定，應在何種刑度範圍定其執行刑？ 

(A)3年與 20年之間 

(B)3年與 30年之間 

(C)15年與 20年之間 

(D)15年與 30年之間 

 

49.( B )依刑法第 271 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 刑或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試問:自殺未遂行為可能經由下列何

種解釋而不須負刑事責任？ 

(A)文義解釋 

(B)論理解釋 

(C)當然解釋 

(D)反面解釋。 

 

50.( C )甲與乙共同將丙拉出毆打，甲更於丙欲逃走時將之抱住不放，使乙得下

手殺死丙。就丙之死亡： 

(A)甲幫助犯，乙為正犯 

(B)甲為教唆犯，乙為正犯 

(C)甲與乙均為共同殺人之正犯 

(D)甲為預備犯，乙為正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