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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罪之成立要件─受有財產上損害【100 年行政警察、104 年檢
察事務官偵查事務組】／367
詐欺罪之著手實行【102 年公務人員升官等廉政、安全保防】
／369
加重詐欺罪（§339-4）【103 年律師、105 年警察特考】／371

第二章

自動設備詐欺罪（§339-1～§339-3）／374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技巧／374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376
溢領金額、盜用金融卡如何論處－兼論自動設備詐欺罪（§339-2）
之「不正方法」【97 年第一次司法事務官】／376
盜用金融卡提款如何論處－兼論所有意圖之對象【100 年成功大
學法研所、102 年警察特考】／378
利用自動櫃員機之機器故障領款如何論處？【100 年行政警察】
／383

第三章

恐嚇取財得利罪及擄人勒贖罪（§346～§347）／385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385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388
恐嚇取財與詐欺之區別【96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3 年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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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法律廉政、104 年警察特考、92 年行政警察】／388
恐嚇取財得利罪（§346）之「恐嚇」是否包括合法內容之通
知（例如告知欲行使合法權利？）【76 年司法官、104 年檢察
事務官偵察實務組】／391
擄人勒贖罪（§347）【92 年司法四等】／393

第四章

背信罪（§342、§343）／395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技巧／395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396
竊盜、背信、侵占、詐欺等罪之適用【94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
組】／396
背信罪之本質及受託事務範圍【102 年調查局調查工作組】／
398
背信罪－受託事務限於合法之事務【103 年身心障礙法制】／401

第五章 重利罪（§344～§344-1）／403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403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406
重利罪（§344）－何謂「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105 年司
法四等】／406
重利罪（§344）、加重重利罪（§344-1）【104 年行政警察】／
408

第三部

其他類型／409

第一章

妨害電腦使用罪（§358～§363）／409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409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413
電腦犯罪 Part1－複製他人電磁紀錄【94 年調查局法律實務組】
／413
–目錄 12–

電腦犯罪 Part2－將他人線上遊戲中之寶物移歸自己【99 年警察
特考基層行政】／414
電腦犯罪 Part3－輸入他人語音轉帳密碼將他人款項匯出【98 年
行政警察】／417
電腦犯罪 Part4－輸入他人密碼進入他人電腦瀏覽並列印資料【99
年調查局法律實務組】／423
電腦犯罪 Part5－進入他人網頁竄改賣家刊登供得標者匯款用之
帳號【97 年警察特考基層行政】／425

第二章

贓物罪（§349、§351）／426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426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429
贓物罪－準贓物（§349Ⅱ）【97 年東吳大學法研所、104 年司法
官、105 年調查局調查工作組】／429

第四部

財產法益綜合型考題／432

財產法益綜合型考題－財產不法行為人自行處分贓物型【100 年
行政警察、88 年律師、104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6 年臺
北大學轉學考】／432
財產法益綜合型考題－（財產不法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處分贓
物型【81 年律師、96 年書記官、101 年鐵路特考法律政風】／437

第二單元 侵害整體法益之犯罪／443
第一篇

侵害社會法益之犯罪／443

第一章
第一節

公共安全罪（§173～§194）／445
放火系列（§173～§177）／445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447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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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火罪（§173）之行為客體－須考慮在結構設計上是否具有整體
性【98 年基層行政警察】／451
失火罪（§173Ⅱ）之行為客體－「放火的不是人，失火的才是人？」
【101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2 年地方特考法律廉政、102
年身心障礙法制、107 年身心障礙四等書記官、107 年鐵路人員高
員三級法律廉政】／454
放火罪（§173）有關「現供人使用之住宅」
、
「現有人所在之建築
物」之意義為何？【86 年司法官、101 年律師】／458
放火失火燒燬住宅建築物及公眾交通工具以外之物罪（§175）
【197 年鐵路人員員級考試法律廉政】／461
漏逸或間隔氣體罪（§177）【93 年高考法制、政風、104 年地方
特考法律廉政、105 年司法官】／463

第二節

交通安全系列（§183～§185-4）／465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465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471
妨害往來安全罪（§185）
【95 年警察升等考、95 年交通港務人員】
／471
不能安全駕駛罪（§185-3Ⅰ）各款之適用情形如何區辨？【103
年警察人員升等考、103 年台北大學轉學考】／472
不能安全駕駛罪（§185-3Ⅰ）係己手犯之犯罪類型，無法成立共
同正犯【96 年地方特考法制、法律政風】／475
不能安全駕駛罪（§185-3Ⅰ）係繼續犯之犯罪類型【103 年警察
人員升等考】／476
不能安全駕駛罪之加重結果犯（§185-3II）
【107 年身心障礙三等
戶政】／479
肇事逃逸罪（§185-4）之保護法益【96 年東吳大學法研所】
／480

–目錄 14–

肇事逃逸罪（§185-4）之行為主體限於「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之人」
【100 年警察特考】／484
肇事逃逸罪（§185-4）之「致人死傷」係構成要件要素或客觀處
罰條件？【99 年司法四等、97 年成功大學法研所、91 年律師、
95 年律師】／489
肇事逃逸罪（§185-4）之「肇事」是否限於行為人對於事故之發
生有過失為必要【107 年臺北大學碩士班刑事法組、92 年高考法
制、政風、98 年軍法官、103 年身心障礙法制、103 年律師】／
498
肇事逃逸罪（§185-4）之「逃逸」如何認定？【103 年普考法律
廉政】／501
傾覆或破壞交通工具罪（§183）、妨害交通工具往來安全罪（§
184）【95 年司法官、95 年台灣大學法研所】／503

第三節

危險物品系列（§186～§187-3）／505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505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508
供犯罪用之製造販運持有爆裂物及槍彈罪（§187）、使用爆裂物
罪（§186-1）
【102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5 年律師】／508

第四節

飲食衛生系列（§190～§191-1、§192）／512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512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515
千面人條款－毒化飲食物品罪（§191-1）【100 年司法官、94 年
調查局法律實務組】／515
毒化飲食物品罪之加重結果犯－毒化飲食物品致人於死或致重傷
罪（§191-1Ⅲ）【94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1 年地方特考
法制、法律廉政、103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調查局法律實
務組】／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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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販賣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妨害衛生物品罪（§191）【100 年行
政警察、94 年身心障礙一般行政】／523

第二章

公共信用罪（§195～§220）／525

第一節

偽造文書及印文署押系列（§210～§220）／525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525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531
影文是否為文書？【103 年普考法律廉政、104 年退除役軍人轉任
法律廉政、104 年中正法研在職專班】／531
有形偽造（偽造）－冒名填寫取款條後向金融機構取款【92 年軍
人轉任司法行政、法制、83 年司法官、102 年行政警察、104 年
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5 年警察特考】／533
偽造署押罪（§217Ⅰ）與偽造私文書罪（§210）之區分【102
年高考三級法制、法律廉政】／541
（中獎之）統一發票的性質屬私文書或有價證券？【98 年書記官】
／543
無權代理（在文件上簽他人姓名，但表明係他人之代理人）是否
構成「偽造」？【102 年普考法律廉政】／545
「變造」之限制－不得達到破壞本質之程度，否則即屬「偽造」
【97 年律師】／546
若文書之內容與事實一致，是否該當「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
人」？【96 年基層行政警察、97 年東吳大學期末考考題】／
548
冒標合會會款【79 年律師、99 年司法官新制預試、102 年地方特
考法制、法律廉政、107 年輔仁大學碩士班刑事法組】／552
無形偽造（登載不實）－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事項為何？（假
買賣真脫產之社會案例）
【文章題、104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
組、105 年司法官】／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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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結婚真打工之社會案例【94 年高考法制、政風】／563
使從事業務之人登載不實，不罰【98 年軍法官】／565
偽造文書罪之罪數如何計算【102 年調查局法律實務組】／567

第二節

偽造有價證券系列（§201～§205）／570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570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573
偽變造有價證券罪（§201Ⅰ）、行使偽變造有價證券罪（§201
Ⅱ）之競合【100 年律師、100 年高考戶政、101 年地方特考法制、
法律廉政】／573
偽變造信用卡及行使應如何論處？【102 年司法官】／578
偽變造有價證券罪之罪數如何計算？【103 年地方特考一般行政】
／587
外國貨幣由於在國內不具有強制流通力，故為有價證券而非通用
貨幣【97 年司法官】／587

第三節

偽造貨幣系列（§195～§199）／590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590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593
偽造貨幣罪、行使偽造貨幣罪、詐欺罪之競合【101 年高考法制、
法律廉政、91 年司法官】／593
外國貨幣由於在國內不具有強制流通力，故為有價證券而非通用
貨幣【97 年司法官、102 年普考法律廉政】／597
偽造貨幣罪之實質預備犯－第 199 條【100 年公務人員、關務人
員升官等薦任矯正、法制、102 年身心障礙書記官】／600
收受後方知為偽幣而仍行使罪（§196Ⅱ前段）與詐欺罪（§339）
之關係【96 年原住民法警、監所管理員、85 年司法官、102 年高
考二級法制】／604

第三章

善良風俗（§230～§270）／608
–目錄 17–

第一節

妨害風化系列（§230～§236）／608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608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613
公然猥褻（§234）之「公然猥褻」意涵為何？【98 年律師】
／613
散布播送販賣猥褻物品（§235）
：
「猥褻物品」之意涵－司法院釋
字第 617 號解釋【96 年司法官】／615
散布播送販賣猥褻物品（§235）
：
「販賣」之意涵（刑事法中「販
賣」之解讀均相同）
【102 年高考二級法制】／617

第二節

妨害婚姻及家庭系列（§237～§245）／619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619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624
通姦與相姦罪（§239）－通姦及相姦之概念與性交是否相同？【94
年調查局法律實務組】／624
未滿 16 歲之人得否成立相姦罪？【95 年司法四等】／626
和誘未成年人罪（§240）
【100 年高考法制】／628
準略誘罪（§241Ⅰ）、圖利強制使人與他人性交罪（§231-1Ⅰ）
【104 年地方特考法律廉政】／629
準略誘罪（§241Ⅲ）－和誘未滿 16 歲之男女脫離家庭或其他有
監督權之人【95 年普考法律政風、101 年監獄官】／630
妨害風化罪章、妨害家庭罪章相關條文之綜合考題【89 年第一次
司法官】／631

第三節

妨害農工商罪（§251～§255）／634

妨害農工商罪（§251）【101 年調查局法律實務組】／634

第二篇
第一章

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637
侵害國家存立安全之犯罪（§100～§119）／639
–目錄 18–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639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641
普通內亂罪（§100）之立法是否妥適？【90 年律師】／641
洩漏或交付國防秘密罪（§109）
、刺探或收集國防秘密罪（§111）
【94 年調查局法律實務組】／643

第二章

侵害國家執行職務公正性之犯罪（§120～§134）
／645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645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651
公務員賄賂罪之基本名詞概念闡釋【文章題】／651
違背職務受賄罪（§122Ⅰ）、受賄違背職務罪（§122Ⅱ）【100
年高考法制】／653
違背職務受賄罪（§122Ⅰ）之性質係對向犯（兼論違背職務行賄
罪（§122Ⅲ）
）－以洩漏工程招標底價為例【85 年第二次司法官、
103 年司法四等、98 年地方特考法律政風、102 年公務人員升官
等薦任矯正、法制、100 年普考法律政風、104 年司法四等、103
年律師、107 輔仁大學碩士班刑事法組】／657
無身分者與有身分者共同實行性質上屬於純正身分犯之違背職務
受賄罪應如何論處？【100 年司法官、94 年地方特考法制】／665
非公務員欺瞞公務員使其向人民收取賄賂應如何論處？【96 年原
住民一般行政】／668
違背職務受賄罪（§122）係必要共同正犯與共犯【101 年高考法
制、法律廉政】／670
準賄賂罪（§123）【78 年司法官、77 年律師】／673
濫權追訴處罰罪（§125）之行為主體是否包括司法警察？【96
年警察特考、102 年司法四等、107 年高雄大學碩士班、104 年調
查局調查工作組】／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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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留剋扣罪（§129Ⅱ）、圖利罪（§131）【96 年司法官】／680
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130）之重要考點【94 年司法官】／681
圖利罪（§131）【98 年高考法制、法律政風】／685
洩漏或交付國防以外秘密罪（§132）Part1【94 年薦任升官等法
制】／687
洩漏或交付國防以外秘密罪（§132）Part2【102 年司法四等、
107 年身心障礙三等戶政、107 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
人員考上校轉任廉政】／691
不純正瀆職罪（§134）【100 年調查局調查工作組、99 年政治大
學轉學考、102 年司法四等、96 年警察特考、104 年調查局調查
工作組】／696

第三章

侵害國家權力作用之犯罪（§135～§160）／702

第一節

妨害公務系列（§135～§141）／702

一、答題要領與寫作模式／702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704
妨害公務罪（§135）
、侮辱公務員罪（§140Ⅰ前段）
【95 年行政
警察、95 年基層行政警察、102 年調查局法律實務組、105 律師】
／704
妨害公務罪（§135Ⅰ）之「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是指公權力行
政事務【100 年鐵路人員高員三級法律政風、104 年普考法律廉政】
／708
妨害公務罪（§135Ⅰ）之罪數如何計算？【102 年調查局調查工
作組】／711
侵害公務上掌管之文書物品罪（§138）
【96 年第二次行政警察】
／714

第二節

妨害投票系列（§142～§148）／717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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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723
投票受賄罪（§143）
、投票行賄罪（§144）－如何認定立法院長
或議長選舉之「有投票權之人」？【99 年政治大學法研所、97
年東吳大學期中考考題、102 年高考法制】／723
投票行賄罪之性質係接續犯或集合犯？【102 年高考三級法制、
法律廉政、100 年高考二級法制、103 年警察特考】／726
虛偽遷徙戶籍投票罪（§146Ⅱ）【98 年高考戶政】／728

第三節

妨害秩序系列（§149～§160）／731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731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733
聚眾不遵令解散罪（§149）【94 年基層行政警察、102 年調查局
調查工作組】／733
恐嚇公眾罪（§151）【104 年普考法律廉政】／735
冒用公務員服章官銜罪（§159）、僭行公務員職權罪（§158）
Part1【101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737
冒用公務員服章官銜罪（§159）、僭行公務員職權罪（§158）
Part2【101 年司法四等、89 年第一次司法官、98 年檢察事務官偵
查實務組】／741

第四章

侵害國家司法權正當行使之犯罪（§161～§172）
／746

第一節

脫逃系列（§161～§163）／746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746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749
脫逃罪章（§161～§163）【74 年司法官】／749
被私人逮捕之現行犯是否屬於「依法逮捕、拘禁之人」？【90 年
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3 年司法四等、96 年公務人員、關務
人員升官等薦任矯正、法制、93 年基層行政警察】／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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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脫逃罪之特別規定－便利脫逃罪（§162），是否及於教唆脫
逃？【100 年公務人員、關務人員升官等薦任矯正、法制、93 年
高考觀護人、102 年調查局調查工作組、103 年檢察事務官財經實
務組、調查局調查工作組】／757
脫逃罪之性質、既未遂之認定標準【97 年律師】／761
暴行脫逃罪（§161Ⅱ）與妨害公務罪（§135Ⅰ）
、傷害罪（§277
Ⅰ）、殺人罪（§271Ⅰ）如何競合？【102 年地方特考法制、法
律廉政、105 年警察特考、105 年移民行政】／765

第二節

藏匿人犯系列（§164、§167）／770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770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772
藏匿犯人罪（§164Ⅰ）【99 年原住民法警、104 年檢察事務官偵
查實務組】／772
頂替罪（§164Ⅱ）
【98 年司法官、104 年調查局調查工作組、104
年地方特考法制、法律廉政、102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
774

第三節

妨害刑事證據系列（§165～§167）／778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778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779
妨害刑事證據罪（§165）－教唆他人湮滅刑事證據、教唆他人湮
滅自己刑事證據，教唆者是否成立教唆犯？【101 身心障礙一般
行政、103 年高考法制、法律廉政、103 年地方特考法律廉政、98
年司法官】／779
妨害刑事證據罪（§165）
【99 年律師、95 年司法官、101 年身心
障礙一般行政、100 年司法四等、101 年地方特考法制、法律廉政、
101 年律師、102 年司法官、102 年公務人員、關務人員升官等簡
任廉政、安全保防、102 年原住民監所管理員、104 年檢察事務官
偵查實務組、102 年檢察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3 年地方特考法律
廉政】／784
妨害刑事證據罪（§165）－隱匿他人刑事被告案件證據【97 年
東吳大學法研所】／791

第四節

偽證系列（§168、§17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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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794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796
偽證罪（§168）之性質係抽象危險犯、行為犯【100 年高雄大學
法研所】／796
偽證罪（§168）之性質係純正身分犯、己手犯－須有構成身分及
親自為構成要件行為者，始得成立正犯 Part1【89 年律師】／799
偽證罪（§168）之性質係純正身分犯、己手犯－須有構成身分及
親自為構成要件行為者，始得成立正犯 Part2【102 年檢察事務官
偵查實務組】／801
偽證罪有無「共犯從屬性鬆動」之適用？【98 年司法官、105 年
司法官】／804
偽證罪（§168）－「虛偽陳述」如何認定？【82 年司法官、102
年律師、105 年高考三級法制、法律廉政】／807

第五節

誣告系列（§169～§172）／809

一、答題要領及寫作模式／809
二、重要案型、爭點及題答／815
誣告罪（§169Ⅰ）之保護法益為何？【86 年高考法制、103 年地
方特考一般行政】／815
誣告罪（§169Ⅰ）與偽證罪（§168）如何競合？【104 年檢察
事務官偵查實務組、103 年司法官】／818
準誣告罪（§169Ⅱ）
【100 年軍法官、103 年高考法制、法律廉政】
／820
未指定犯人誣告罪（§171Ⅰ）【99 年警察特考、103 年普考法律
廉政、93 年基層行政警察、84 年高考二級法制、90 年高考三級
法制、政風、94 年第一次律師檢覈、102 年退除役軍人轉任法律
廉政、103 年身心障礙法制、105 年原住民法制】／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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