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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偵破電信詐欺集團滲入高中校園招募車
手案 

以黃○彤為首之假冒官署兩岸電信詐欺集
團，由大陸詐騙話務機房直接指揮車手，以假冒
官署名義，向被害人收取銀行帳戶存簿、提款
卡、印鑑等物，獲得詐騙贓款後，再交付詐欺集
團首腦，組成分層負責、分工精細之犯罪組織；
全案刑事局首於 9 月 19 日獲得線報後立即通知
大安分局前往現場逮捕 2 名車手並防止被害人
遭到詐騙，其後旋即組成專案小組，報請臺灣臺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郭建鈺檢察官指揮偵辦。 

  
經查犯嫌黃○彤為電信詐欺集團主嫌，經由

手機及通訊軟體招募高中學生進入詐欺集團擔
任車手，再經由大陸地區詐騙話務機房直接指揮
車手，出面向被害人當面取款，本案犯嫌均為高
中在學或中輟學生外；黃○彤等 5人更皆為同一
所學校。古嫌等 5人於不敵金錢利益誘惑之下，
加入詐欺集團，成為集團車手，前往被害人住處
實施詐騙，現場由 1人假冒官署人員向被害人收
取銀行帳戶存簿、提款卡、印鑑，1人負責現場
勘查並全程把風，車手取得詐騙贓款後，交付予
上游車手頭再上繳黃姓主嫌，組成逐層負責、分
工精細之不法犯罪組織，故能完成長距離及跨縣
市之取款行為。 

  
詐欺集團滲入校園，透過同儕團體吸收學生

擔任車手，不但影響校園安全環境，亦等同培養
未來詐騙集團成員，影響國家治安甚鉅；刑事局
及臺北市大安分局及刑警大隊偵五隊組成專案
小組連日跟監、向上溯源，分於 10 月 17 日及
11 月 7 日，查獲車手頭楊○○、吳○○，以及
車手團主嫌黃○彤，現場並查扣犯案用工作手機
及金融存摺等相關證物，一舉成功殲滅該 8年級
生詐欺車手集團。 
 
 
 
 

    刑事局呼籲，家長

及學校務必掌握小孩生

活及上學情形，以免遭

詐欺集團吸收成為車

手，進而影響小孩正確

價值觀，此外未成年車

手之家長亦須連帶賠償

被害人遭詐騙之金額，

將嚴重影響家庭生計，

家長勿因一時疏於關

心，而造成一輩子的悔

恨；詐騙集團除利用民

眾對「公署、公務機關」

信任及畏懼心理，再以

涷結民眾名下財產方式

恫嚇被害人，將帳戶內

金錢提領交付詐騙集

團，民眾接獲類似之詐

騙電話應小心防範，必

要時向 165 反詐騙專線

及各地警察機關查證，

勿輕易上當受騙。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6 年 1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二) 偵破劉○彥等12人詐欺轉帳水房集團案新聞
資料 

大陸貴州省黔南州都勻市經濟開發區建設
局出納於去（104）年底，遭設於境外烏干達之
詐欺話務機房佯裝大陸銀行、公安、檢察等機關
人員，謊稱被害人身分資料遭冒用且涉及重大刑
事案件，為證明清白需依示審查帳戶資金為由，
誘騙被害人將任職單位 U盾攜出至酒店，依指示
操作電腦登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檢察院」之釣魚
網站，透過遠端操控方式將被害人所任職機關之
資金轉出，再由臺灣轉帳洗錢中心負責將款項層
轉領出，造成陸方史上單筆最大金額（人民幣
1.17 億元）之重大損失；刑事局接獲陸方請求
調查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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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竹、
楊梅、龜山等分局及新竹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
隊、新竹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共組專案小組，
循線展開追查，今（105）年 08月於桃園地區破
獲 1處轉帳洗錢中心後，秉持鍥而不捨精神持續
向上溯源，再於昨（21）日在桃園及新竹地區一
舉破獲 2處轉帳洗錢中心。 

 劉○彥為分散風險下設 2 處詐欺轉帳洗錢
中心，並不斷於桃園市、新竹縣市四處流竄，專
案小組歷經半年鍥而不捨追查，遂向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聲請搜索票，查獲劉○彥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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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億元以上，被害人不計其數。 

 以劉○彥為首之轉帳洗錢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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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警察局呼籲，

詐欺犯罪危害民眾財產

安全甚鉅，詐騙集團對

兩岸民眾施以類似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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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再次重申兩岸共

同打擊犯罪的決心與信

念，不會因跨境問題或

藏匿於境外而受到限

制，兩岸警務人員將持

續致力共同打擊犯罪的

合作與努力，保護雙方

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維護良好的社會治安環

境，以符合兩岸人民之

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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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騙鄉民太惡劣 警偵破潘○升涉嫌利用
PTT平台詐欺案 
 

刑事局彙整近期 165 警察電信金融聯防平
台遭詐騙被害者資料，發現臺大批踢踢實業坊
(以下簡稱 PTT)帳號使用者 Feitang、Uniqloo、
Yuenan 及 Zhihuxi 以佯稱販售顯示卡、手機、
耳機、演唱會門票、禮券等物品為由，在收取貨
款後卻不出貨或寄送空包裹等方式詐取被害者
（學生、網購族）金錢，自 105 年 8 月 25 日至
9 月 7 日被害者即達 19 位，財損金額為新臺幣
17萬 5,680元。 

  
案經專案小組報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

署公股檢察官指揮並循線追查寄送空包裹及提
領贓款影像犯嫌，發現潘○升(臺北地院及新北
地院發佈詐欺通緝中)涉有重嫌。潘嫌於今年 5
月因詐欺案羈押（45 天）交保後仍不知悔改，
持續以網路拍賣詐欺為生牟利，並透過 VPN虛擬
私人網路將 IP 位置更改設置在美國、澳洲等地
區，企圖躲避警方查緝。專案小組歷經多月鍥而
不捨追查，終鎖定潘嫌位在宜蘭地區藏匿處所於
12月 13日晚間會同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同仁查獲
潘嫌到案，起出做案用行動電話 2支、提款卡 1
張、電腦主機 1台、隨身碟 3支等證物，潘嫌到
案後對於相關詐騙犯罪行為坦承不諱，且供稱約
詐騙 50 位左右被害人，詐騙得手金額約新臺幣
100萬左右，全案警詢後即移送臺灣士林地方法
院檢察署接續偵辦。 

  
 
 
 
 
 
 
 
 
 

    刑事局再次呼籲，
網路購物之便利、快速

特性易遭詐騙集團利

用，尤其網路及金融交
易陷阱多，商品單價低

於行情過多，要求先付

款等均是常見犯罪手
法，民眾務必提高警

覺，如有疑似詐騙訊

息，可撥打警政署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以保

障自身權益。 

    另刑法沒收新制已
施行，被告以外之第三

人資產在特定條件下，

若與犯罪有關也可以沒
收或追徵，切勿因以身

試法從事犯罪或因蠅頭

小利協助詐騙集團，不
僅得不償失，更可能連

累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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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購族愛撿便宜遭詐騙，警方偵破新型態第三
方支付詐欺集團 

為有效打擊網路拍賣購物詐騙，強力執行全
國「加強打擊詐欺犯罪專案」，刑事局偵查第九
大隊清查 165 反詐騙平台 7 至 10 月間露天網拍
詐欺案件，發現犯嫌以游○皓為首之網拍第三方
支付詐欺集團，利用露天拍賣網站，分別創設
「 qwwq558 」、「 daewsdw 」、「 uuaasow 」 及
「afeeassa」等多組帳號，張貼低於市價之進口
名牌免治馬桶蓋、移動式冷氣及無線吸塵器等動
輒新臺幣 1至 2萬餘元之高價物品，俟不知情被
害人下標匯款後，再誆以商品進口時程延誤、卡
關等不同理由拖延，至被害人遲遲未收到商品，
始驚覺受騙。 

  
案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歲股黃元亨

檢察官指揮專案小組，經數個月追查見時機成
熟，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烏日分
局、彰化縣警察局芳苑分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第一分局等專案人員持搜索票，分別前往犯
嫌游○皓、周○豪、張○誠等人住處搜索，當場
查獲作案手機 5支、人頭身分證影本 8份、人頭
帳戶提款卡 3張以及贓款換購之 dyson無線吸塵
器 3 組等贓證物，初步統計逾 50 人受騙，不法
所得逾百萬。 

  
專案小組指出，游○皓等人之詐欺集團，不

時更換上網地、通訊門號以躲避查緝，除創立大
量帳號洗評價外，還利用拍賣網站之第三方支付
帳戶認證漏洞，並看準被害人希望快速取得貨品
之心態，提供虛擬帳戶供匯款而均未設定使用第
三方支付之「延遲撥款」之功能，錯失最後一道
防詐關卡，再以代購、進口延遲等話術不斷拖
延，其實一經匯款犯嫌便立即將贓款自虛擬帳戶
轉出或向其他賣家交易購買高單價商品後轉售
變現，經檢警鍥而不捨持續追查，掌握明確犯罪
事證將其查緝到案，全案詢後依刑法詐欺罪嫌將
游嫌等 8人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刑事局再次呼籲，

網路購物之便利、快速

特性易遭詐騙集團利
用，尤其網路及金融交

易陷阱多，商品單價低

於行情過多，要求先付
款等均是常見犯罪手

法，民眾務必提高警

覺，如有疑似詐騙訊

息，可撥打警政署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以保

障自身權益。 
    另刑法沒收新制已

施行，被告以外之第三

人資產在特定條件下，
若與犯罪有關也可以沒

收或追徵，切勿因以身

試法從事犯罪或因蠅頭
小利協助詐騙集團，不

僅得不償失，更可能連

累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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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