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4 年 03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衣芙日系」網站遭駭，一週上百民眾

被騙 

民眾因為工作煩忙苦無時間前往服飾店
挑選，還好有許多線上購買衣服的網站，從平
價到外國進口服飾應有盡有，甚至還有 360度
看衣的服務，讓人方便許多。但詐騙集團卻盯
上網站防護機制不足的購物網站，駭出顧客資
料大騙特騙。 

嘉義縣在工廠擔任作業員的陳小姐，於 1
月 26日接獲女性大陸口音自稱為「衣芙日系」
客服人員電話，說日前於 12月 26日購買的衣
物因為超商掃描條碼錯誤，需要連續扣 12 次
相同金額，並稱切勿告知他人避免個資外洩，
等下會安排銀行的人員協助解決，掛電話之後
馬上銀行人員即來電請王小姐至附近 ATM依指
示操作以解除設定，前後跑遍 5家銀行利用不
同帳戶，共操作 5 次共計匯出新臺幣 18 萬
9,955 元，之後因久等不到衣芙日系通知已解
除的訊息，撥打客服電話才知被騙。 

另外在臺中從事餐廳外場服務的林小姐
也於 1 月 26 日接獲類似電話，稱因內部作業
疏失造成 12 期分期付款，後有一男子自稱是
銀行專員，請林小姐至 ATM依照指示匯款新臺
幣 2 萬 8923 元，之後又稱操作錯誤要求林小
姐持其他銀行，好在林小姐發覺怪怪的，於電
話中質問時對方立刻掛電話，因此立刻向警方
報案。 

統計 19日至 25日國內網路購物詐騙被害
案件，因「衣芙日系」成長幅度高達 243%，以
134件居首，再來則為「露天拍賣」36件及「天
母嚴選」26件，且多為使用「ATM解除分期付
款詐騙」手法，假藉匯款帳戶或設定錯誤，要
求前往 ATM重新設定以騙取金錢。 

 

警方在此呼籲 ATM 的

功能只有「提款」跟「轉

帳」(匯款)，並不具有

解除設定、身分驗證或

其它的功能，而且就算

誤設分期付款也不會

有帳戶遭到不斷扣款

的問題，如果民眾有接

獲通知要求前往 ATM

進行「提款」跟「轉帳」

以外的要求時，一定要

特別注意。 

針對屢次勸告均未改善

的購物網站，也希望民

眾抵制避免使用，別讓

自己的個資落入詐騙集

團手中，被從事任何不

法利用。如有任何疑問

也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

專線 165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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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購買詐騙演唱會門票，讓你心酸流淚又

失財  

聽歌一直以來均是民眾最喜歡的休閒活
動，尤其能聽到現場演唱的更是令人陶醉，近
日許多天王天后級歌手競相舉辦演唱會，吸引
民眾瘋狂搶票，詐騙集團相準門票一票難求的
情形，開始在網路上假借轉賣票狠狠撈了一大
筆。 

家住新北市的張姓婦人，年輕時就是張惠
妹(阿妹)的歌迷，平時即會購買唱片回家聽，
這次聽說 2015 烏托邦世界巡城演唱會是最盛
大的演唱會，心想帶著老公及 2個孩子一起去
聽，無奈門票於 103 年 12 月 28 日一推出 12
分鐘就被秒殺，於是想說碰運氣到知名拍賣網
站看看是否有人割愛或黃牛票，剛好看到 2位
賣家願意賣，但均表示拍賣網站交易成功需抽
手續費，而且還沒辦法立即拿到款項，希望透
過通訊軟體私下交易，其中一位甚至願意用拍
賣價格每張折讓 400元，張婦立即加入 2位好
友並匯款至指定帳戶，但之後回傳匯款單據影
像後，賣家就完全失去聯絡，過了一天才驚覺
被騙，趕緊向警方報案，遭騙新臺幣 2萬 3,200
元。 

另北上打工的小蕙，受同事之託，欲購買
4 張演唱會門票，一樣是在知名拍賣網站看到
「張惠妹 2015 烏托邦世界巡城演唱會門票出
售」，與賣家聯繫後一樣是為規避手續費，用
通訊軟體私下交易，遭騙新臺幣 1萬 2,000元。 

分析此類詐騙手法，詐騙集團通常會以在
拍賣網站交易需被抽成手續費，透過折讓部分
金額慫恿買家私下透過通訊軟體交易，等到買
家將款項匯入指定戶頭後就避不見面。統計
103年 12月至今，上網購買演唱會門票遭騙被
害案件共 58 件，其中高達 7 成是私下使用通
訊軟體交易！  

   警方呼籲民眾網路

購買演唱會門票時切

勿貪圖折扣而私下交

易，因私下使用通訊軟

體交易的行為並無像

各大知名購物網站有

提供交易保障，應選擇

具有審核機制的拍賣

網站購買較有保障，最

好是與拍賣者面交或

是協調貨到付 款方

式。民眾於網路購買時

應詳加考慮，如有任何

詐騙相關的問題，歡迎

利用 165 反詐騙諮詢

專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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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心投資陷阱！行員、員警齊阻詐騙     

文山區一名退休婦人日前遭香港友人慫

恿投資股票，誆稱投資股票能定期拿回現金及

分紅，婦人於 1 月 21 日前往台灣銀行欲解除

定存匯款新台幣 192萬元至香港，所幸行員機

警察覺有異先行將該筆款項暫緩匯出並通報

派出所員警到場，揭穿一場騙局，保住婦人存

款。 

文山第一分局指南派出所接獲銀行通報:

「有婦人匯款 192 萬元，疑似遭詐騙」，立即

派員趕赴現場，但該名婦人已完成匯款離去，

遂轉報婦人居住管轄地木柵派出所，巡佐林榮

信、警員林昇志獲報後立即趕赴婦人家中關

懷，經了解林姓婦人先前於外商公司服務，因

業務往來經友人轉介投資海外股票，林姓婦人

認為有利可圖便至銀行匯款。 

林巡佐立即說明此為典型的假投資詐財

手法，詳細向其解說詐騙手法並提示詐騙關鍵

字，苦口婆心勸說將近 2小時，婦人便說要考

慮一個晚上，隔天由勤區員警謝思芹再前往婦

人住處宣導各項詐騙案例、手法，這時婦人才

打消投資念頭，由警方陪同至銀行取消匯款並

將款項存回帳戶，避免掉入詐騙集團陷阱。 

 

 

 

 

文山第一分局提醒

您，詐騙集團手法翻新

層出不窮，此為典型的

「假投資詐騙模式」。

民眾若遇到這種情形

請務必小心並撥打 165

防詐騙諮詢及 110 查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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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Line」詐騙風險高！ 封鎖+改 ID=人
間蒸發 

    購買演唱會票券的詐騙事件層出不窮，根

據 165反詐騙專線統計，最近一宗最大的詐騙

案，就發生在江蕙的演唱會門票開賣的這段期

間，短短兩個月就高達 159件，而且大多數都

透過通訊軟體 Line來交易，但使用 Line交易

比一般拍賣網站的風險還要高，因為 Line 的

主機設在國外，不需要電話或信用卡認證，加

上可以鑽漏洞更改 ID，通常都是等買家上鉤匯

錢了，直接封鎖對方，最後人間蒸發。 

韓國最大的 SM 娛樂公司，舉辦的家族巡

迴演唱會，或是因為皮諾丘在台灣再度翻紅的

李鐘碩，即將來臨的見面會，門票炙手可熱，

卻也讓詐騙案件跟著升高。 

有網友在微博 PO 出，這位小姐已經騙了

我們台幣 12000元，相當可惡，仔細一看，票

券上留的聯絡方式，就是 Line 的 ID，而這也

是現在網路上最常見的犯罪手法。簡單來說，

就是詐騙的賣家會先在網路上 PO 出原價，詳

細介紹裡頭，再留下 Line ID 跟買家議價，等

到買家匯款之後，直接封鎖對方。 

主要是 Line 的主機設在國外，ID 無法追

蹤可以任意更改，跟拍賣網站平台不同，不需

要電話，或是信用卡認證，也因為有漏洞，遭

到部分拍賣網站禁止使用 Line ID交易，就是

為了避免爭議發生。 

根據 165反詐騙專線統計，最近一宗最大

的 Line 詐騙案，就發生在江蕙的演唱會門票

開賣的這段期間，開賣的這一週就超過 50件，

短短 2個月更高達 159件。 

警方也呼籲，民眾上網

購買票券，最好能夠透

過正當的交易平台，也

不要先付款，面交驗票

最保險。若遇此種情形

請務必小心並撥打 165

防詐騙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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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