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6 年 3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非洲頭逃到臺灣尾!詐騙 5億，年前遭逮
兩岸警方合破大陸史上最高金額詐騙案 

104年 12月 20日大陸民眾楊二梅於接獲詐
欺集團佯裝大陸農業銀行、公安、檢察等人員，
謊稱被害人身分資料遭冒用且涉及重大刑事案
件，需審查帳戶資金，誘騙被害人將任職單位金
融帳戶內資金轉出，總計損失人民幣約 1 億 1
千 7 百萬元，其中大量詐騙款項均在臺灣遭提
領。 

由於本案為大陸史上最大金額詐騙案件，本
局接獲陸方通報後，隨即組成專案小組共同偵
辦，除於 105 年 8 月、11 月、12 月分別破獲 4
個轉帳機房，逮捕 22 名相關犯嫌外，另同步追
查位於烏干達機房我國籍成員，但由於人海茫茫
且缺乏初步證據，所幸專案小組努力不懈，透過
大數據分析及大陸公安部門通力合作，抽絲剝繭
清查，終於掌握話務機房負責人與其他共犯身分
及行蹤，於昨(18)日，見時機成熟，分別至桃園
市、臺中市、南投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
等地，拘提主要話務負責人許○義、共犯黃○鴻
等 23 人到案，於偵訊完畢後，以詐欺罪嫌解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犯嫌到案後坦承擔任烏干達詐欺機房成
員，平日工作為詐騙大陸民眾，得手後再配合臺
灣洗錢轉帳機房，成功領取贓款後朋分牟利，但
因本案金額太過龐大，擔心遭各國司法機關查
緝，遂於贓款成功到手後，立即解散機房，並在
2日內逃亡 1萬公里回國躲避，回國後分別藏匿
至桃園市、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高雄市及
屏東縣等地，但仍於逃亡 1 年後遭本局查緝到
案。 
 
 
 
 
 
 
 

    警方在此呼籲國人

切勿認為前往國外遂行

詐騙可以全身而退，法

網恢恢，疏而不漏，勿

心存僥倖，為了獲取蠅

頭小利，而身繫囹圄，

得不償失。另詐騙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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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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查獲首宗黃牛集團以電腦程式搶購五月天等
演唱會門票案 

五月天等熱門演唱會一票難求，去(105)年
五月份開始諶姓工程師利用本身電腦專業知
識，與蘇姓、吳姓等黃牛集團搭配，撰寫電腦自
動訂票程式，以自動化訂票程式及逾 500個偽冒
帳號向拓元(https://tixcraft.com/)等公司售
票系統所販售之五月天、張學友、酷玩等場次大
量訂票後，再將購得票券加價轉售謀取暴利後，
不法所得以 6:4方式拆帳，上述行為不僅造成網
路售票公司網路流量異常，且因大量偽冒個資造
成該公司與正常用戶之困擾，因此向本局提出妨
害電腦使用及偽造文書告訴。 

案經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鄭東峯
檢察官指揮偵辦，依據售票系統伺服器紀錄及相
關資料交叉比對後，鎖定蘇○彰等 7 人涉嫌重
大，並於 106年 1月 9日持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核
發搜索票至蘇○彰等人住居所執行搜索，當場查
獲涉案搶票程式、訂票用偽冒帳號、寄送票券用
信封袋及相關電腦設備等證物。 

經詢相關犯嫌後，坦承諶嫌係網路工程師，
於臉書「演唱會 讓票 換票 求票」及「溫拿付
購」等社團結識蘇姓、吳姓等黃牛後，針對國內
各售票系統撰寫電腦自動訂票程式，並自 105
年 5月開始針對五月天、張學友、酷玩、林俊傑、
蔡依林等熱門演唱會場次進行掃票，再交予蘇、
吳等人於臉書、淘寶等網路平台加價販售圖利，
初估獲利已達上百萬元。 

    刑事警察局呼籲勿

使用不當電腦程式搶票

干擾訂票系統正常運作

與公正性，避免因此觸

法；另呼籲消費者勿加

價購買演唱會等表演票

券，助長黃牛票氣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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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警方甕中捉鱉 破獲隱身豪華別墅詐欺機房 
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四大隊（第一隊）於 105

年 10 月中旬獲線得知，賴○彰等人於中部地區
承租透天豪宅做為詐欺機房之用並招兵買馬入
駐，欲於年前大撈一筆。案經組成專案小組追
查，發現賴○彰涉嫌招募多名集團成員在彰化市
某 3樓別墅內架設詐騙機房進行詐騙工作。 
    蒐證、埋伏期間，該機房內冷、暖氣空調
24 小時放送，專案小組人員只能頂著寒風，在
外苦苦守候，於 12日 12時許，確認內部有電話
鈴聲及大聲訓斥被害人之聲響，持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核發之搜索票，由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四大隊
(第一隊)、會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偵四
隊、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刑警大隊偵一隊等同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速度攻堅進入屋內控制犯嫌，當場查獲 12 名犯
嫌（11 男、1 女），以假冒大陸中國移動電信公
司（一線）、公安局（二線）、金融科長（三線）
等名義，在該別墅內詐騙大陸民眾，所幸警方已
全盤掌握犯嫌作息及機房周邊環境，方能即時控
制現場，使犯嫌毫無可趁之機。初估詐騙金額達
人民幣 500萬，全案詢問後依刑法詐欺等罪嫌解
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本案查獲 12 名犯嫌均係主嫌賴○彰友人，
在好康逗相報、可入住豪宅輕鬆賺錢遊說下，即
加入詐騙集團，渠年齡多為 20 餘歲之無業青
年。對於這些好逸惡勞、心存僥倖之犯嫌，於刑
事訴訟法扣押新制實施後，警方將持續針對其名
下財產及帳戶報請法院查扣以追回不法所得。  

 
 
 
 
 
 
 
 
 
 

    往往每年年關將近
之際，係詐欺集團氣焰

最猖狂之時，刑事警察

局在此呼籲國人提高警
覺，不要誤入詐騙集團

圈套，如遇可疑人、事、

物或疑似詐騙情事，即
撥打 110或 165向警方

求助、查證，以保財產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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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偵破臺女與奈及利亞籍男子共組跨境詐騙集
團 

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會同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新興分局，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
下，一舉破獲涉嫌跨越多國愛情詐騙集團，拘提
李姓女嫌等 3 人，現場查扣現金 40 多萬元、作
案用手機 4支、存摺 20本、提款卡 10餘張、匯
款單據百餘張、電磁紀錄等，全案移送臺中地方
法院檢察署偵辦。 

4 月間 John 謊稱寄送即將定居新加坡的行
李包裹要求被害人付收，2日後被害人接獲李嫌
假冒物流公司人員，向被害人謊稱包裹遭臺灣海
關留置，需要支付相關罰金、行政費用、清關費
用等，另被害人亦接獲來自「物流公司」所發出
的客服信件，使被害人信以為真，在 John 和李
嫌等人輪流誆騙下，被害人陸續依指示共匯出美
金 36萬多元(折合約新臺幣 1千 1百多萬元)。 

警方調查後發現，該集團係由奈及利亞籍嫌
犯 John 於各個交友或英語學習網站和手機 APP
以甜言蜜語騙取各國被害女性個資，再交由李姓
女嫌仗恃高學歷與流利英文協助發送詐騙簡訊
或撥打詐騙電話，詐騙簡訊均向被害人謊稱有來
自該網友的禮物或包裹遭海關扣留，需支付相關
費用以順利取得包裹，簡訊發送多達 12 國，其
中臺灣、中國、香港、澳門、新加坡、印尼、馬
來西亞等地數十被害人受騙，輕鬆詐得新臺幣將
近 2千萬元。本案經報請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指
揮偵辦，於 105 年 9 月 22 日先行拘提該集團在
臺 3名成員，並陸續拘提傳喚多名處理款項的車
手到案。2 名 40 餘歲的中年臺籍女主嫌同稱 78
年次的奈及利亞籍男子 John 為自己男友，並推
稱係在男友 John 的指示下將詐得款項匯至奈及
利亞、馬來西亞等地，另為了避免遭拆穿，李嫌
更費事的以大陸門號在臺漫遊、佯裝大陸腔調詐
騙臺灣人，再以臺灣門號詐騙外籍被害人。由於
受害人數眾多，檢察官向臺中地方法院聲押禁見
2 人獲准，全案於近日移送臺中地檢署擴大偵
辦。 

    刑事警察局呼籲網

路交友陷阱多，與外國

網友來往應提防對方以
甜言蜜語哄騙，避免未

曾見面即聽從他人指示

匯出款項，尤其近期發
現愛情詐騙猖獗，來自

國外的來電需嚴加過

濾，當網友提出匯款要

求應立即提高警覺，尤

其對方指定以「西聯匯

款」匯至中國、馬來西
亞、奈及利亞等地，均

為詐騙手法，請民眾切

勿上當，遇到類似狀況
請撥 165 反詐騙專線求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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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