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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買「Running Man」見面會門票遭詐萬元 

小資女嗑泡麵度日 

 見偶像一面，代價是一個月的生活費！韓

國超人氣綜藝節目「Running Man」預計明年

來臺舉行見面會，入場券開賣 2小時內全被搶

購一空，兩名小資女乃集資在拍賣網站購買黃

牛票，不料卻遇上詐騙集團，兩人把每天吃泡

麵省下來的 1萬元轉帳給賣家後，還沒收到票

就被對方封鎖斷絕聯繫。刑事警察局統計，

「Running Man」見面會門票開賣才 3 天就有

12名粉絲遭假賣家詐騙報案，呼籲民眾務必注

意網路購物安全。 

家住新北市，月入 22K的賴姓被害人（女，

74年次，服務業）和閨密都是哈韓族，兩人得

知「Running Man」來臺的消息後即開始節衣

縮食，天天吃泡麵度日，好不容易省下 1萬元

買票，豈料門票才一開賣立馬被秒殺還造成售

票系統當機，兩人只好轉而上露天拍賣網站碰

碰運氣，並向一名暱稱 sweetgirl26的賣家談

妥以每張含代購費 5千元，兩張共 1萬元的價

格交易。對方將門票照片以 LINE 傳給賴女取

信於她，並再三保證只要一匯款就立刻寄出門

票，然而 1萬元轉帳至對方指定的帳戶後，對

方就再也不回應，等了半小時都沒下文，兩女

始知遭詐報警。 

刑事警察局發現，從今年 12 月 14 至 16

日短短 3天，就有 12件因網購「Running Man」

見面會門票遭詐案件，許多歹徒除慣於要求用

LINE等通訊軟體私下交易，以規避拍賣網站的

交易保障機制，更往往使用女性抱著小孩的

LINE大頭貼來降低被害人戒心，十分狡猾。 

 

刑事警察局表示，歹徒

看準民眾亟欲購買時

下最夯的演唱會、見面

會入場券，或其他熱門

商品的渴望心理，盜用

他人網拍帳號後刊登

販售這些熱門商品的

訊息，有時甚至以低於

市價的價格吸引網友

上門，許多網友為求見

偶像一面，未多加考慮

即先付款，結果錢都落

入詐騙集團的口袋。警

方呼籲，民眾使用網路

購物應避免私下交

易，並仔細觀察賣家評

價和所賣商品內容與

價格是否合理，此外亦

應儘量以面交或貨到

付款方式，檢查過貨品

相符再行付款，才不致

衍生糾紛甚至遭詐

騙。有任何疑問歡迎撥

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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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激似林佑威？花美男網友以支付寶詐財 

 男大生失金又傷心    

一名男大生在交友網站上認識一名長相

神似藝人林佑威的帥男，雙方透過手機通訊軟

體交往一個多月後，對方要求男大生透過中國

大陸的「支付寶」代購網路上的手機零件，男

大生兩次共存入近 5千元，對方卻遲遲不肯還

錢，最後甚至乾脆人間蒸發。刑事警察局呼

籲，民眾與素未謀面的網友交往務必提高警

覺，切勿被感情沖昏了頭而落入詐騙集團的圈

套。 

家住桃園市的汪姓男子（82年次）去年 8

月份透過「拓網」認識一名暱稱「茂谷」，自

稱本名就叫作林佑威的 26歲男子，「茂谷」在

臉書上貼滿男模般的帥照，清秀的明星臉讓汪

男一見鍾情，兩人迅速墜入愛河，天天以手機

通訊軟體 FaceTime 熱線聯繫，還以「老公老

婆」互稱。9 月間「茂谷」向汪男表示在「淘

寶網」看到很喜歡的手機配件，但人在日本無

法購買，拜託汪男先幫忙透過支付寶上淘寶網

購買，之後再將錢還給汪男。汪男拗不過「老

婆」的懇求，前後兩次將錢透過「幫幫寶」平

臺帳號連線存入對方的支付寶帳號，並轉入賣

家的支付寶帳戶，總共存入折合新臺幣 4992

元，事後要求「茂谷」還錢，「茂谷」卻百般

推拖，打死不還錢，汪男乃向其他網友抱怨，

沒想到原來很多人也遭到相同的情況，始知遭

詐報案。 

    刑 事 警 察 局 表

示，交友網站由於缺乏

嚴格的身分認證機

制，難以杜絕有心人士

用假身分申請帳號行

騙，一旦發生糾紛往往

追查困難，且詐騙集團

深諳人心，擅於利用光

鮮亮麗的照片、職業塑

造理想對象的假相，引

誘亟欲交友、結婚的男

女上鉤，再透過通訊軟

體用密集的甜言蜜語

攻勢製造兩人美好未

來的願景，從而以種種

話術誘騙被害人交付

金錢，許多民眾根本都

沒見過對方本人就被

騙得暈頭轉向。刑事警

察局呼籲，網路交友務

必謹慎，雙方尚不熟悉

就刻意親密即為另有

目的的徵兆，若談到借

貸或投資更是包藏禍

心圖窮匕見，千萬不可

輕信，有任何疑問歡迎

撥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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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不給錢就搗蛋!?光棍節找刺激 男大生 

遭色情網站強迫入會       

看免費成人影片卻要繳入會費？臺中市

一名男大生，在光棍節當天透過搜尋引擎進入

某成人網站觀賞清涼影片，大飽眼福後關閉網

頁，卻跳出小視窗指他已加入會員，必須繳交

港幣 5000元會費，否則「保留法律追訴權」，

且小視窗不斷彈出無法關閉，男大生驚慌之餘

前往匯款，豈料花了錢卻並未消災，視窗仍無

法刪除始知遭詐，最後只好將電腦重灌才結束

這場「光棍節驚魂」。 

在臺中市就學的孫姓男大生自稱從未交

過女友，今（103）年 11 月 11 日即俗稱「光

棍節」當天宅在家裡上網，眼看同學成雙成

對，越想越悶，百般聊賴之下索性以「免費 A

片」關鍵字搜尋相關網頁解悶，好不容易找到

一個引人入勝的網頁，點進去看果然有許多清

涼圖片與成人影片，然而觀賞完畢欲關閉網

頁，卻跳出一個怎麼都關不掉的小視窗，寫著

「閣下已登錄成為會員，同時法律上合約已正

式生效」，要求他繳交港幣 5000元的會員後才

能刪除小視窗。孫男嚇壞了，又擔心家人發現

他瀏覽成人網頁，連忙前往郵局匯款新臺幣 1

萬 5000 元至對方指定帳戶，返家後卻發現視

窗仍無法關閉，向警政署 165專線求助始知遭

詐報警。 

 

警政署 165 諮詢專線

近半年來接獲相當多

是類求助電話，民眾從

各種不同管道連結至

許多不同的成人網

站，卻都跳出同一個要

求繳交港幣 5000 元入

會費的小視窗，此類網

頁主機和所刊登查詢

電話均位於國外，查證

困難且易衍生各種糾

紛，許多民眾擔心若不

付款會吃上官司。刑事

警察局呼籲民眾加強

網路安全觀念，儘量勿

被誘導連結入不明國

外網頁，以免誤入釣魚

網頁或遭植入惡意程

式，若未消費卻被要求

匯款亦不需理會，有任

何疑問歡迎撥打反詐

騙諮詢專線 165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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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微信貼辣照「歡迎想要賺錢」科技男應 

徵公關遭詐 

    手機通訊軟體變成詐騙工具？一名男子
透過微信（WeChat）搜尋朋友，看到一名衣著
清涼身材姣好的美女，自我介紹「歡迎想要賺
錢，想每月有高薪收入的男性加入」，心動加
為好友，聯繫後始知工作內容是「酒店男公
關」。男子自忖外型不錯，依約前往應徵，對
方卻要求他先預付 18,000元的「治裝費」，之
後又用其他藉口要求他再付錢，男子越想越不
對勁，上網查詢才發現自己落入了「假求職」
的圈套。 

王姓男子（69年次，資訊工程師）今年 9
月底利用微信搜尋 id交友，看到化名「可苓」
的網友，照片長相美艷身材姣好，更特別的是
「個性簽名」的欄位寫著「歡迎想要賺錢，想
每月有高薪收入的男性加入，合法單純，晚上
兼正職」，心想能結識美女還能賺錢，可說一
舉兩得，心動之下將對方加為好友，並留下自
己的手機號碼。對方聯繫他後表示，這個「晚
上兼職」就是「酒店男公關」，薪水優渥，「每
晚只要打扮得『趴哩趴哩』周旋在女人堆裡吃
喝玩樂，嘴巴甜一點就可輕鬆賺進大把鈔票，
運氣好還可能被貴婦包養」等等。王男覺得自
己外型不錯，又的確想多賺點錢，便依約前往
某商業大樓應徵，不料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要
求支付 18,000元的「治裝費」，然後一名「顧
問」為現場大約 10 來個跟他一樣的求職者上
課，接著裝模作樣量了一下衣服尺寸就結束
了，至於「可苓」則從頭到尾都沒出現。 

隔天「可苓」又和王男聯絡，鼓吹說王男
條件很好，很適合這份工作，要他再交 16,000
元，由公司「副理」帶他去酒店認識幹部以便
盡快進入狀況。王男聞言起疑，上網查詢後發
現許多男性有類似的遭遇，這才驚覺自己被
騙。 

刑事警察局表示，通訊

軟體的便利性讓民眾

增加許多交友或求職

的機會，但也讓詐騙集

團有了可趁之機，尤其

缺乏社會經驗的求職

者，很容易被對方花言

巧語編織美好遠景所

迷惑。民眾求職時除注

意自身安全外，若還沒

開始工作，對方就要求

繳交款項或購買產

品，或是交付身分證件

正本、存摺、圖章等，

都是求職陷阱的跡

象，務必提高警覺，如

有任何疑問也歡迎撥

打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以上資料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 165 反詐騙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