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接續背面】 

中央造幣廠 103年駐衛警察甄選試題 
類別【代碼】：駐衛警察隊隊員【F9901】 
第三節：刑法概要 
 ＊請填寫入場通知書編號：________________ 
注意：作答前須檢查答案卡、入場通知書編號、桌角號碼、應試類別是否相符，如有不同應立即請監試

人員處理，否則不予計分。 
本試卷正反兩頁共 50題四選一單選選擇題，每題 2分。限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上作答，請選
出最適當答案，答錯不倒扣；未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勿於答案卡上書寫應考人姓名、入場通知書編號或與答案無關之任何文字或符號。 
本項測驗僅得使用簡易型電子計算器(不具任何財務函數、工程函數功能、儲存程式功能)，但不
得發出聲響；若應考人於測驗時將不符規定之電子計算器放置於桌面或使用，經勸阻無效，仍執
意使用者，該科扣 10分；該電子計算器並由監試人員保管至該節測驗結束後歸還。 

答案卡務必繳回，違反者該科以零分計算。 

【1】1.下列何者並非刑法所規定的保安處分類型？ 

撤銷駕照 強制工作 強制治療 保護管束 

【4】2.下列何種犯罪類型不屬於行為犯？ 

刑法第 185條之 3危險駕駛罪 刑法第 349條贓物罪 

刑法第 315條妨害書信秘密罪 刑法第 342條背信罪 

【3】3.依實務見解，下列關於「盜取他人印章持以蓋用之行為」之刑事責任敘述，何者錯誤？ 

成立刑法第 217條盜用印章罪 

盜用印章與盜用印文為不同之犯罪態樣，盜取他人之印章持以蓋用，當然產生該印章之印文，祇成立盜
用印章罪，不應再論以盜用印文罪 

盜用印章行為為盜用印文行為所吸收 

偽造署押罪的成立仍應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必要 

【2】4.意圖供使用而偽造人民幣的行為，依實務見解，應如何論罪？ 

成立偽造公文書罪 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 

成立偽造貨幣罪  成立偽造特種文書罪 

【1】5.下列何種犯罪者，不得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未滿 18歲人或滿 80歲人  

未滿 18歲人或滿 70歲人 

未滿 20歲人或滿 80歲人   

未滿 20歲人或滿 70歲人 

【4】6.下列何種情形會成立刑法第 185條之 4肇事逃逸罪？ 

將路人的寵物撞死後逃逸  

擦撞停靠路邊的車輛後逃逸 

衝撞安全島後逃逸   

將清潔員的腳指頭壓傷後逃逸 

【4】7.依實務見解，下列何罪性質上並非「對向犯」？ 

通姦罪 收賄罪 賭博罪 聚眾不解散罪 

【1】8.傾盆大雨中，甫下課的甲發覺自己將傘遺忘在機車置物箱中，為了避免自己遭雨淋濕而感冒，遂未
經同意即將他人雨傘取走。請問：下列關於甲所為之刑事責任敘述，何者正確？ 

甲所為成立竊盜罪 

甲所為成立侵占罪 

甲的行為係出於不得已，得主張緊急避難阻卻違法 

甲的行為是為了保全身體法益，得透過犧牲他人財產法益的方式，成立阻卻違法的緊急避難 

【3】9.下列關於罰金易服勞役的敘述，何者錯誤？ 

罰金應於裁判確定後二個月內完納。期滿而不完納者，強制執行。無力完納者，易服勞役 

易服勞役不滿一日之零數，不算 

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勞役期限得逾三年 

易服勞役期間逾一年後，即不得以提供社會勞動六小時折算一日的方式，易服社會勞動 

 

【4】10.下列關於「刑之加減」的敘述，何者錯誤？ 

拘役加減者，僅加減其最高度 

刑有加重及減輕者，先加後減 

有二種以上刑之加重或減輕者，遞加或遞減之 

有二種以上之減輕者，先依較多之數減輕之 

【4】11.甲在山上架網獵捕賽鴿，順利捕獲 A、B 兩人所有的賽鴿五隻，並去電向 A、B 分別勒贖五萬元；
均得手後，甲並未歸還賽鴿。依實務見解，下列關於甲刑事責任的敘述，何者正確？ 

共成立五個竊盜罪   

僅成立二個竊盜罪 

成立贓物罪   

成立二個竊盜罪與二個恐嚇取財罪 

【4】12.依實務見解，下列關於遺棄罪之敘述，何者錯誤？ 

刑法第 293條之遺棄行為，限於積極的移動棄置 

刑法第 293條之遺棄行為屬於危險犯 

「無自救力之人」係指其人無維持生存所必要之能力 

遺棄子女的行為，依照刑法第 295條，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4】13.國家法律規定之竊盜罪，其立法目的是在保護： 

自由權  生命權  

平等權  財產權 

【1】14.下列何者非為刑法之從刑？ 

罰金 沒收 抵償 追繳 

【2】15.下列何者並非刑法第 353條毀損罪的行為客體？ 

建築物 飛機 礦坑 船艦 

【3】16.下列何罪並非身分犯？ 

刑法第 356條毀損債權罪  

刑法第 124條枉法裁判罪 

刑法第 339條詐欺罪   

刑法第 294條違背義務遺棄罪 

【3】17.關於緩刑制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緩刑之效力及於從刑與保安處分之宣告 

緩刑之期間自裁判確定後十日起算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 

於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在緩刑期內受逾一年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撤銷其宣告 

【3】18.關於追訴權時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犯最重本刑為一年以上三年未滿有期徒刑之罪者，其追訴權時效為七年 

追訴權期間自犯罪完成之日起算 

本刑應加重或減輕者，追訴權之時效期間，仍依本刑計算 

追訴權之時效，並不因起訴而停止進行 

【3】19.關於罰金之敘述，何者正確？ 

原則上應於裁判確定後六個月內完納 

最低額為新臺幣二千元以上 

期滿而不完納者，強制執行 

應強制執行者，如已查明確無財產可供執行時，不得逕予易服勞役 

【1】20.關於徒刑與拘役之概念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均為自由刑   

拘役之執行亦有累犯的問題 

拘役之執行亦有假釋的問題  

徒刑之執行得易以訓誡 

 

 



【3】21.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因犯罪致發生一定之結果，而有加重其刑之規定者，如行為人不能預見其發
生時，不適用之。」下列何種犯罪類型與其有關？ 

具體危險犯 不純正不作為犯 加重結果犯 結合犯 

【2】22.有關刑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屬私法  屬公法 

既屬公法也屬私法  不屬公法也不屬私法 

【4】23.甲在便利商店上班，未得店主同意，即邀請友人乙一起將關東煮吃光。乙成立何罪？ 

竊盜罪  加重竊盜罪 

業務侵占罪的間接正犯  業務侵占罪的共同正犯 

【3】24.依實務見解，趁人不備，公然掠取財物之行為成立： 

竊盜罪 加重竊盜罪 搶奪罪 恐嚇取財罪 

【1】25.依實務見解，下列關於結夥的概念敘述，何者正確？ 

人數之要求為三人以上 

人數之計算排除不在場者 

人數之計算涵蓋無責任能力人 

結夥者彼此之間屬於對向犯 

【4】26.甲與乙在共同租賃的房間中爭吵，甲因情緒激動，乃對乙加以辱罵，罵乙是王八蛋，乙因而在心理
上覺得相當不舒服。問甲構成何罪？  

公然侮辱罪 妨害自由罪 強制罪 不成立犯罪 

【1】27.我國刑法第 1 條規定，行為之處罰，以何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以揭櫫立法上「罪刑法定主
義」之本旨？ 

行為時 裁判時 裁判確定時 刑罰未廢止時 

【2】28.甲為公務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故意浮報公務車報修費用，取得保養廠商修車費一成之賄賂，問
甲構成何罪？ 

職務上的背信罪   

違背職務的收受賄賂罪 

公務員特別詐欺罪   

公務員圖利罪 

【3】29.甲以殺乙的犯意，向乙開槍射擊，乙僅腳部受傷，並無大礙。問甲構成何罪？ 

普通傷害罪 過失傷害罪 殺人未遂罪 使人重傷罪 

【3】30.依刑法規定，得為「易科罰金」之條件為犯最重本刑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多久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 

 3個月   5個月 

 6個月   10個月 

【1】31.甲欲置乙於死，趁乙住院之際，故意竄改醫師的處方箋，放大劑量後，不知情的護士持給乙服用，
造成乙死亡。問甲成立何罪？ 

殺人罪的間接正犯  殺人罪的幫助犯  

殺人罪的教唆犯  不成立犯罪 

【3】32.甲喝醉酒開車，血液中酒精濃度已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因疏忽撞擊行人乙，乙送醫不治死亡。
問甲成立何罪？ 

醉酒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致死罪 

醉酒不能安全駕駛罪與傷害致死罪 

醉酒不能安全駕駛致人於死罪 

殺人既遂罪 

【1】33.有關竊盜罪的「意圖」，在刑法的犯罪判斷上如何？  

為犯罪構成要件要素  為法官量刑的根據 

為客觀處罰條件  為阻卻違法事由 

【3】34.下列何者犯罪類型不是結果犯？ 

偽造文書罪 殺人罪 公然侮辱罪 過失致死罪 

【2】35.下列何者是屬於法定阻卻違法事由？ 

被害人的承諾 正當防衛 義務衝突 自救行為 

【3】36.甲侵入某乙工廠內的員工宿舍盜取財物。問甲成立何罪？ 

竊盜罪及侵入住宅罪  公共危險罪 

加重竊盜罪  普通竊盜罪  

【2】37.有關保安處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刑罰的補充規定 

本質上與刑罰完全相同 

為達到特別預防犯罪的目的 

針對將來之危險行為所為的處分 

【3】38.甲開車不慎撞傷路人乙，甲未能及時將乙送醫急救，導致乙因延誤醫療而不治死亡。問甲構成何罪？ 

消極殺人罪  過失殺人罪 

過失致人於死罪  傷害致人於死罪 

【3】39.我國國民甲在日本犯重傷致死罪，在日本判刑確定後，入監服刑期滿遣返回我國。問我國法院應如
何審判本案？ 

仍得另行處斷，重新執行刑罰 

不得另行處斷，但應重新執行刑罰 

仍得另行處斷，但得免除刑罰之執行 

不得另行處斷，不得重新執行刑罰 

【3】40.甲為偽裝妻乙是服毒自殺，故給乙吃慢性毒藥，二十分鐘後，甲悔悟，於是立即送醫急救，乙未死。
問甲行為，法院應如何認定？ 

不成立犯罪  刑法未特別規定 

減輕或免除其刑  只能減輕其刑 

【1】41.甲與乙互爭公共停車位，一言不合，雙方大打出手，造成雙方受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皆可主張正當防衛 

雙方皆非出於防衛的意思 

皆屬現時不法之侵害 

非單純的防衛權利受侵害 

【4】42.某公寓大廈頂樓的住戶甲，未經其他住戶同意，擅自在頂樓平臺加蓋違建房屋使用。問甲成立何罪？ 

侵占罪 竊盜罪 毀損罪 竊佔罪  

【3】43.下列選項，何者為告訴乃論之罪？ 

普通竊盜罪  強制性交罪  

過失傷害罪  強制罪 

【4】44.下列何者在刑法上仍須處罰？ 

幻覺犯 迷信犯 不能犯 不作為犯 

【1】45.甲在飲水中下毒，造成乙、丙二人中毒死亡。問甲在刑法上構成何種競合類型？ 

想像競合 法條競合 實質競合 重疊競合 

【2】46.下列何種犯罪，得免除其刑？ 

瘖啞之人  直系血親間犯竊盜罪  

滿八十歲之人  違法性錯誤之人 

【1】47.下列犯罪，何者為繼續犯？ 

妨害自由罪  公然侮辱罪 

誣告罪  湮滅刑事證據罪 

【3】48.依刑法 19條因精神障礙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況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
所，施以下列何項處分？ 

感化教育 禁戒 監護 驅逐出境 

【4】49.下列何者是殺人罪的實行行為？ 

已經決定要殺人  購買殺人用的鋼刀一把 

進入被害人辦公室  將刀砍向被害人身體 

【2】50.路人拾金不昧報警招領，員警甲利用職務之便，占為己有。問甲構成何罪？ 

公務員圖利罪  公務侵占罪 

公務竊盜罪  公務詐欺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