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5 年 11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向上溯源掃蕩國內最大詐騙轉帳中心」
偵破簡○高等 6人詐欺轉帳水房集團案 

刑事局於 105 年 08 月在桃園地區破獲一處
轉帳洗錢中心，發現另有轉帳洗錢中心涉及大陸
貴州省都勻市經濟開發區建設局出納遭詐騙人
民幣 1.17 億元，造成陸方史上單筆最大金額之
重大損失。經查該轉帳洗錢中心亦於桃園地區流
竄，即報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鍾檢察官信
一指揮偵辦，並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
中壢分局及嘉義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共組專
案小組，循線展開追查，再於 11 月 1 日在桃園
地區掃蕩另處以簡○高為首之轉帳洗錢中心。 

 
以簡○高為首之詐欺轉帳洗錢中心，為躲避

查緝不斷於桃園市境內四處流竄，專案小組歷經
半年鍥而不捨追查，終鎖定該洗錢中心最新落腳
於桃園市中壢區，遂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聲請搜
索票，查獲簡○高等 6人所組成之詐欺轉帳洗錢
中心，並當場查扣大批大陸銀聯卡、U盾及銀聯
卡複製設備…等犯罪工具一批，該詐欺轉帳洗錢
中心營運年餘，初估經手詐騙金額高達人民幣
5,000萬元以上，被害人不計其數。 

 
以簡○高為首之轉帳洗錢中心，為祈求業績

蒸蒸日上，財源廣進，特地前往紫南宮求得祈福
金雞，每日茶、米供奉以求營運昌隆，為長期鞏
固客源，先行明定各項遊戲規則釐清詐騙資金凍
結之責任歸屬，並提供客戶包含調照、繳費、話
費儲值、釣魚網站上傳假公文、遠端黑頻轉帳、
打草…等一條龍服務，且不斷與時俱進因應陸方
防堵詐騙所實施各項限制措施，由大量複製銀聯
卡提領款項演化為透過大陸支付平臺管道洗
錢，就是要以最快速、安全的方式將客戶詐騙資
金領出，惟非法之財不受土地公保佑，最終還是
栽在警方手裡。 
 
 
 
 

    警方呼籲，詐欺犯

罪危害民眾財產安全甚

鉅，詐騙集團對民眾施

以類似詐騙手法，並不

斷推陳出新，民眾務必

提高警覺，如有接獲疑

似詐騙訊息，可撥打警

政署 165 反詐騙諮詢專

線進行查證或就近前往

鄰近派出所諮詢，以防

止被騙；並再次重申打

擊犯罪的決心與信念，

現階段更由法務部、外

交部與內政部警政署等

相關機關成立「打擊跨

境詐騙犯罪跨部會平

臺」，以防制國人赴外從

事詐騙犯罪行為，針對

分析出涉境外詐騙犯罪

情資如屬藏匿陸方則轉

由大陸公安單位偵處，

如藏匿於其他國家則交

由駐外警察聯絡官或外

交部轉交當地警察機關

偵查，必要時該局將派

員赴當地國共同進行合

作展開協查蒐證作為，

共同打擊詐欺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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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二) 偵破電腦工程師+遊戲幣商+第三方支付=新
型態網路拍賣詐欺集團 

刑事局偵查第九大隊清查 165 反詐騙平台
105 年 1-10 月間全國網拍詐欺案件時，發現犯
嫌謝○儒、朱○盛、林○霆、王○諭、趙○潔及
郭○源等人意圖牟利，利用網路便利及隱匿之特
性，明知無遊戲主機、演唱會門票、餐券及其他
商品等販賣之事實，仍透過網路交易平台之露天
拍賣、蝦皮拍賣網站、CityTalk 網站等網路購
物 平 台 ， 創 設 帳 號 「 qlzqqqq 」、
「 buyeasyeasybuy99 」、「 workshop999 」、
「 justin7169 」、「 mayday888999 」、
「 MONKEY92810 」 、 「 easybuy999 」 、
「 ticketmarket 」、「 happylife9096 」、
「workshop999」等數十組的拍賣帳號，利用這
些帳號刊登販售五月天、張學友等演唱會門票、
餐券、遊戲主機、奶粉、禮券、遊戲公仔、大魯
閣代幣、線上遊戲點數及其他商品等刊登拍賣訊
息，等待不知情被害人上網購買後，犯嫌誆稱拍
賣物品僅提供面交(位於偏遠地區)或匯款寄送
服務，旋而要求被害人將款項匯入遊戲幣商利用
網路 APP 購物平台所提供第三方支付之虛擬帳
戶，來進行支付交易費用，或指定將款項匯入人
頭帳戶內，被害人繳款後，犯嫌即未依約交付商
品，惡意詐欺民眾牟利。 

 刑事局偵查第九大隊接獲上述情資後，立
即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資訊室、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屏東縣警察局里港分
局、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
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金股黃琬珺檢察
官指揮偵辦，於昨日兵分多路前往犯嫌高雄、屏
東、臺中等住處所執行搜索、拘提勤務，查扣犯
案用筆記型電腦 4 部及手機 14 支、平板電腦 1
臺、金融帳戶存摺 21本、金融卡 16張、SIM卡
15張、門號儲值卡 9張、讀卡機 2臺及新臺幣 3
萬 9,700元現金等證物。贓證物，初步統計被害
人數已超過 2 百人，詐騙金額新臺幣超過百萬
元。全案訊後將以詐欺罪嫌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檢察署偵辦。 

    警方提醒社會大

眾，網路購物具有快速

便利的特性，但也成為

犯罪者覬覦的目標，為

降低被詐騙的風險，應

多使用相對安全的交易

方式及付款方式（例如

貨到付款、面交等）進

行交易，避免與賣家私

下交易，以保障自身的

權益，另勿將個人身分

證件照片資料貼文，而

為犯罪歹徒所用，將擔

負部分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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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三) 偵辦林○○等人涉嫌「買空賣空」詐欺案  
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林宏松率

同檢察官馬中人指揮刑事局偵查第四大隊(第二
隊)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偵辦林嫌利用
人頭購買空殼公司開立空頭支票之詐欺案。經查
林嫌常以俗稱「建廟」手法收購及轉賣公司獲取
獲利，且均收購空殼或多年未營運之公司，購買
後先使公司正常運作，取信銀行及被害人誤信有
相當商譽後，再向銀行申請上百張支票，將該公
司及支票賣出或開立空頭支票詐騙多名被害
人，受害金額高達新臺幣數千萬元。 

 
林嫌經常在龍山寺附近公園尋找適合當人

頭之遊民，並利用酒精飲品與遊民結交認識，再
趁遊民酒醉之際，以介紹工作為由將遊民帶至會
計事務所，由記帳士協助辦理公司變更作業，事
後再假冒為公司員工或負責人親屬向被害公司
訂貨並開立空頭支票，致被害公司受騙後僅能向
負責人(即遊民)提告，惟遊民居無定所，無法正
常通知到案，案內即有多位遊民因而遭到通緝，
到案後仍渾然不知原由。 

 
案經追查數月認證據已臻齊全，遂由臺灣新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林宏松及檢察官
馬中人於 105年 10月 27日率同本專案小組執行
搜索、拘提勤務，同時依刑事訴訟法第 133條規
定(沒收新制)，查扣證物高貝企業公司資料、凱
傑公司讓渡書及相關資料各 1份、公司大小章 1
顆、銀行帳簿 138本及保全追徵之證物水晶石 1
個、木製茶几 1組與賓士自小客車 2部等物，全
案依詐欺罪嫌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
辦。 

 
本案主要為在臺車手集團，配合境外詐騙機

房進行電話詐騙後，持偽造公署證件出面向被害
人收取現金或存摺。 

 
 

    本案被害人均向警
方表示與林嫌交易前均

有自經濟部之官方網站

查詢該公司登記狀況，
網站顯示該公司有正常

負責人，並已設立多

年，認定該公司有良好
商譽後才接受以電話訂

貨。 

 
    警方在此呼籲與不

熟識之公司交易應以現

金交易為宜，若需開立
支票應先至該公司查

看，確保該公司為正常

營運之公司，另外民眾
切勿有僥倖心態而以身

試法，藉此方式無益於

財富累積，任何犯罪行
為，警方必將全力查

緝，並依新修正刑事訴

訟法第 133條之沒收規
定，依法查扣不法利

得，保全追徵償還被害

人損失，使其受到應有
之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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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四) 詐騙集團騙及大台北地區 求神明保佑也沒用 
詐騙集團於 105 年 7、8 月間假冒「黃明昭

大隊長」之名義，以被害人涉及刑案為由、需監
管金融帳戶，向被害人詐騙財物， 105 年 8 月
19 日該詐騙集團向邱姓被害人行騙時，當場遭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逮捕黃○勳、彭○瑨及高
○翔等 3名詐騙車手。 

  
案經刑事局偵查第二大隊與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信義、文山第二分局組成專案小組，擴大清
查並經調閱監視器畫面交叉比對分析發現，該詐
騙集團係以周○圳為首行騙大台北地區，並已有
多起被害人遭相同手法詐騙，全案嗣蒐證完備、
時機成熟時於 105年 10月 11日分持拘票將犯嫌
周○圳、李○瑋、鄒○峯等 3人拘提到案；其中
同案共犯少年張○另因他案遭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查緝到案，並起獲 2把改造金牛座槍枝。 

  
該詐騙集團為使詐騙生意興隆，要求成員隨

身攜帶廟宇祈求之護身符並喝符水改運，周姓主
嫌甚至廟宇祈求籤詩，惟所求籤詩內容居然顯示
「出外不可」，顯見連神明也對周某等詐騙被害
人辛苦賺得錢財之惡行譴責。警方偵訊後於 105
年 10月 12日依、刑法「詐欺」、「偽造文書」等
罪解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專案小組
將秉持「刨根挖底」之精神、持續擴大清查渠等
詐騙集團相關不法事證，並依刑法沒收、刑事訴
訟法保全扣押之新制，針對犯嫌不法所得聲請扣
押，以彰顯「任何人均不應自犯罪獲利」的實質
公平正義。 

 
 
 
 
 
 
 

 

    由於該詐騙集團以

相同犯罪手法在大臺北

地區犯案多起，本局在
此呼籲尚未出面之被害

民眾，勇於出面指證始

能讓作姦犯科、欺壓良
善之徒無所遁形；此

外，民眾如有發現可疑

或不法情事請即向警方
反應或撥打 165、110

電話報警，共同打擊犯

罪，維護社會治安，俾
營造市民免於恐懼之生

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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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