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5 年 3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網路手遊買虛寶，撿便宜不成反而失了
紅包錢 

宅經濟正夯！過年期間手機遊戲廣告打很
大，讓人印象深刻，但有民眾玩遊戲看到有人便
宜賣虛寶，便趕快跟對方聯繫，原本以為撿到便
宜，沒想到竟然是詐騙陷阱。刑事警察局提醒民
眾，在網路上看到商品與行情明顯不符時，務必
提高警覺，切勿貪小便宜，避免被騙。 
    桃園市王姓高中生日前在玩知名手機遊戲
時，看到有人張貼「臺幣 1,000 元可換 80 萬鑽
石，用 LINE 聯繫」的訊息，遠低於一般行情，
便與對方聯繫，對方表示虛寶張貼在寶物交易平
臺，並傳了一個網址給王同學，王同學不疑有他
至超商購買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遊戲點數
儲值來支付，沒想到對方說因為平臺規定購買
1,000元的商品必須先儲值 5,000元才能出貨，
等王同學儲值 5,000元遊戲點數後，對方又說王
同學的帳戶被凍結了，必須以 2萬元的點數儲值
後才會解鎖，解鎖後點數會全數退還，王同學依
照指示操作，陸陸續續共被詐騙 4萬 6,000 元，
不但沒撿到便宜，反而先被騙了紅包錢。 
    另名桃園市擔任保全的賴先生玩另款手機
遊戲時，也是在公開頻道看到有人張貼「2,000
元賣角色 VIP 資格及裝備」，感到十分心動便詢
問細節，對方自稱是遊戲代售的客服，要賴先生
透過 LINE 詳談細節，並給了賴先生購買網址，
要求他找該網址的客服人員購買，該客服人員告
知須購買 MyCard 點數支付款項，賴先生照辦後
該網頁卻顯示交易遭凍結，詢問客服人員卻說要
購買遊戲點數以解除凍結，賴先生購買多次後越
想越不對，才發現遭騙，共損失 5 萬 3,000 元。 

分析此類詐騙手法，詐騙集團會在遊戲公開
頻道內張貼遠低於市價的虛寶或代儲服務，吸引
被害人撿便宜，接著張貼交易網址要求被害人買
點數儲值交付，並陸續以其他話術誘騙被害人繼
續儲值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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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愚人快樂」 愚人節聽演唱會，買門票小
心遭騙  

香港歌手陳奕迅睽違 3年將於 105年 4月 1
日起再度來臺開唱，吸引民眾瘋狂搶票，105年
2月 6日才剛開賣 1小時門票馬上被秒殺，詐騙
集團看準門票一票難求的情形，便在網路上假借
轉賣票進行詐騙，在春節期間即有 19 人遭騙，
刑事警察局提醒民眾，在網路上購買熱門演唱會
門票，務必謹慎，避免被當冤大頭。 

家住新北市的李小姐是陳奕迅的忠實歌
迷，得知陳奕迅要來臺開唱時十分興奮，無奈門
票於推出 1小時就已售光，便想說碰運氣到知名
拍賣網站看看是否有人割愛，剛好看到有賣家願
意讓票，許小姐二話不說立刻下標並匯款至指定
帳戶，但在匯款多日後遲遲未收到門票，直到收
到拍賣網站通知信，表示賣家帳號已被停權，才
驚覺被騙，趕緊向警方報案，遭騙新臺幣（以下
同）1萬 600元。李小姐事後將經過貼在網路社
團上，赫然發現有許多人向同個賣家下標，也都
遭騙，甚至有人被騙將近 2萬元，讓人直呼詐騙
集團實在可惡。 

另在新北市從事資訊業的蔡先生於 2 月 9
日在家上網時，看到有賣家在臉書團購社團表示
欲販售陳奕迅演唱會門票，便加入對方的 LINE
詳談，並透過 LINE 向賣家下訂並匯款，雙方談
好匯款完賣家會立刻寄出並拍照證明，但遲至隔
天中午都沒消息，也聯絡不上賣家，才發現遭
騙，損失 1萬 100元。 

分析此類詐騙手法，詐騙集團通常會以在拍
賣網站張貼熱門演唱會門票，稱交易需被抽成手
續費或藉口價格可再談，要求買家私下透過通訊
軟體交易，等到買家將款項匯入指定戶頭後就避
不見面。165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春節假期間計
有 19 件被害案例，詐騙遍及臉書、露天拍賣、
城市通及 PTT等平臺。 

 

 

 

警方呼籲民眾網路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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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朋友傳訊息借錢救急？小心！    
刑事警察局於 105年 1月 11日上午 10時，

在該局偵防大樓 1 樓大廳舉行反詐騙宣導記者
會，現場邀請董至成分享差點慘遭好友「假胡瓜」
詐騙過程，會中除了分享詐騙集團是如何讓董至
成誤信對方是藝人胡瓜，又是如何才發現這是詐
騙，以及最後呼籲民眾應該如何避免被騙。 

藝人董至成日前接到熟識多年的主持搭檔
藝人胡瓜的微信訊息要加為好友，因顯示照片也
是胡瓜本人的照片，讓董至成誤以為是本人。詐
騙集團假冒藝人胡瓜先跟董至成聊天降低戒
心，過了兩天後突稱有朋友跟自己借錢，但是因
為自己在錄影不方便，希望請董至成先幫忙匯款
新臺幣 85萬元，隔天再還他。董至成信以為真，
急忙到銀行準備匯款，而胡瓜本人在錄影時聽說
此事，急忙走出錄影棚致電給董至成表示從未跟
他借錢，「這是詐騙！」，此時董至成才大夢初
醒，想到差點就被騙而冷汗直流。     

除了藝人董至成外，還有許多名人因為通訊
軟體帳號被盜用而傳訊息給親朋好友，造成周遭
朋友受騙，如名嘴張旭嵐的老公李傑聖 LINE 帳
號被盜而傳訊息給枕邊人要求匯款、基隆市議長
宋瑋莉前在擔任副議長時 LINE 帳號被盜，而傳
訊息給好友要求代買遊戲點數、新竹市副議長許
修睿同樣是 LINE 帳號被盜而傳訊息給好友要求
幫忙匯款，此類詐騙不勝枚舉。 

刑事警察局表示，農曆過年前民眾金流頻
繁，詐騙集團在這段期間盜用被害人的通訊軟體
帳號，傳訊息給周遭朋友要求匯款或買遊戲點數
的情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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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購族慎防三角詐騙 
臺北市張小姐在江蕙演唱會臉書網頁上，向

人以 4 萬 8 千元購買演唱會門票，並以 Line 通
訊軟體跟對方聯繫。張小姐依照對方指示，將款
項匯入指定帳戶後，卻沒有收到門票，憤而報警
處理。而被告的黎先生是一家通訊行老闆，同時
經營網路拍賣，接到警方通知一頭霧水，急著喊
冤。因幾天前，一名陳姓男子以 4萬 8千元向他
購買 iphone6 手機，2 人皆以 Line 聯繫，他告
知對方銀行帳戶後，確實有收到貨款，黎先生也
就將手機出貨，沒想到竟成為詐欺被告。 
    上述的案例其實是一種「三角詐騙」手法，
歹徒以雙面手法，一方面扮演「假買家」，假裝
要與真正的網路賣家購物，取得網路賣家的匯款
資料；另一方面扮演「假賣家」，自己開設假的
賣場，等有真正的買家上鉤後，他就要求買家將
貨款匯至上述真賣家的匯款帳戶。賣家收到貨款
後，理所當然出貨，結果歹徒拿到貨品，真買家
付了錢卻沒收到貨，真賣家不但損失貨品，還有
可能被告詐欺而讓帳戶被警示。 

三角詐騙手法因為歹徒掌握買方的匯款資
料，能夠清楚告知賣方相關資訊，而且賣方確實
有收到貨款，很難會有防備之心。如果詐騙分子
不想要貨品，或是貨品不好脫手，還會再以各種
理由要求賣家退款，賣家在沒確認的情況下，甚
至會將款項退到詐騙分子的帳戶，再次受騙。直
到匯款的買方出面報案，賣方成為詐欺嫌疑人，
銀行帳戶都被凍結，才知道自己損失慘重。 
    三角詐騙常發生在網路購物上，近年來，由
於網路及智慧型手機普及，不但網路購物越來越
盛行，很多民眾也開始利用 Line 或臉書的私訊
功能聯繫交易事宜。雖然看似方便，卻也讓詐騙
歹徒有機可趁。 

 
 

警方提醒，Line及臉書

屬境外公司，目前因法

律限制，使用者資料調

閱不易，網購族應盡量

使用公開的網路交易平

臺下標，避免私下交

易。此外，網路賣家應

確實比對交易平臺系統

提供的得標人姓名、匯

款人姓名、匯款帳號、

時間及收件人姓名是否

相符；而網路買家在下

標前，應多觀看賣方評

價，選擇可信度高、有

實體店面的賣家交易，

且最好與對方約定使用

面交或貨到付款方式，

並驗完貨再付款，以免

落入歹徒的網路詐騙陷

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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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