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5 年 12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假綁架詐騙」
假綁架詐騙」手法翻新！
手法翻新！
1.台北市北投的王媽媽日前接獲其兒子就讀的
學校「復興高中訓導處組長」來電，通知其子
未依時間到校上課，未料稍後就接到歹徒來電
說是兒子已被綁架，必須立刻去銀行匯款贖
人，她急忙聯絡學校，並打電話給兒子，無奈
緊急時刻電話卻都不通，再加上歹徒頻頻來電 此 2 案例就是目前盛行
於大台北地區的新興詐
催促，她就匯了 18 萬，匯款後接到兒子回電，
騙手法，歹徒針對同一
才知是遇上了詐騙集團。
地區、同一學校或是同
2.住在北市大同區的馮媽媽的兒子，在高中時也 一 班 級 的 家 長 進 行 詐
欺，並已初步掌握學生
就讀（復興高中），目前已畢業並考上世新大
基本資料，除減少性別
學，馮媽媽也接到自稱是「世新大學教務主任 或年齡的誤差外，更將
陳美惠老師」來電通知其兒子未到校上課，隨 地 域 範 圍 鎖 定 如 此 詳
細，以讓民眾無法判別
後又接到歹徒來電說：「我們在世新大學校門
其真實性而受騙。若接
口抓到你兒子，他現在被我們帶到木柵山區公 獲以上電話切勿慌張！
墓，妳若不立刻交出贖款 80 萬，我們會砍斷 務必先掛斷電話，速撥
165 進行查證。
妳兒子的手腳」，心急的馮媽媽不斷問歹徒兒
子的情況，未料歹徒一句話漏了餡：「你兒子
在網咖欠了很多錢！」馮媽媽心想，兒子的爸
爸是警察，且家教甚嚴，兒子不可能跑網咖，
於是透過 104 查出學校電話，且得知孩子平安
在校上課，一切原來都是詐騙集團在搞鬼，讓
她虛驚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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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居留簽證也有黃牛？」
辦居留簽證也有黃牛？」北縣劉小姐遭
？」北縣劉小姐遭
詐騙 25 萬！
1. 劉小姐的女兒嫁給印度人，日前因在台簽證
過期已久，遭管制入境，其女兒無奈只好隨
同先生回印度，須等待一年多才能返台。正
當她思女心切之際，卻碰上詐騙歹徒（自稱
林淑玲）向其誆稱：
「可以透過特殊管道，找
立法院長王金平打通關節」，她交給歹徒 25
萬元關說費後，歹徒卻開始避不見面，事後
追查才發現，這位自稱政商關係良好的林淑 本案已由「165 專線」
受理報案，目前已展開
玲完全是虛構的，不但其開出的本票是從文
偵查，警方呼籲民眾不
具行買來的，其地址及電話也都查無此人。 可 輕 易 相 信 「 特 殊 管
2. 劉小姐在一家早餐店打工，偶而會與店中熟 道」、「打通關節」等謊
客談到家務事，她與一位認識已一年多的熟 言，這些都是詐騙歹徒
客（計程車司機何先生）談到女兒滯留印度 的慣用技倆，遇有詐騙
疑慮時，可以透過警政
的心酸時，不禁傷心流淚，何先生於是向她
署「165 專線」查證，
引薦認識了林淑玲小姐，這位自稱政商關係 未確認前，不要付款，
良好的林淑玲聲稱，可以透過特殊管道找立 以免被騙。
法院長王金平幫忙，但是須要先準備 25 萬元
打通關節，她為了早日見到女兒，竟然向親
友籌足 25 萬元交給林淑玲，也收到一張由她
所開出的一張本票作為收據，未料第二天起
林淑玲就從人間消失，事後經追查，劉小姐
所提供的歹徒地址、電話都查無此人，就連
由對方所開的本票也是從文具行買來的「假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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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購物，
網路購物，遭假冒「
遭假冒「財金公司財金公司-沈襄理」
沈襄理」
恐嚇詐騙 37 萬多元
1. 台北縣一名 35 歲的張先生，日前上網購買「未
授權軟體」，未料卻因貪圖一點小便宜，遭詐
騙集團恐嚇損失 37 萬 7000 元。
2. 張先生於 10 月 19 日透過網路蒐尋方式，物色
一款繪圖軟體，他在網頁上找到一位自稱「阿 「165 專線」提醒網友
綑」的男子正在販賣「各種軟體」，透過電話 注意以下因應之道：
聯絡後，賣方「阿綑」聲稱這款軟體因為是「未 1.網路購物陷阱多，
經授權」也就是「盜版」所以只要 3000 元， 歹徒會透過詢問「貨物
而原版行情價約 48 萬，但必須在成交前先透 寄送地點」進一步查知
過「操作 ATM」來辨識買家是否為警察，因為 「公司」或「住家」電
話號碼，當進行恐嚇
他們在賣仿冒品很怕被抓。
時，這些交叉取得的資
3. 張先生因貪一時的便宜沖昏了頭，居然會相信
料會讓當事人驚慌而
「操作 ATM」可以辨識警察身分，於是在配合
任由歹徒恐嚇得逞，因
操作之下按了一個代碼「29979」
，未料卻是被 此在未確知網友身分
騙轉出帳款，歹徒謊稱因他操作錯誤才會如 前，切勿告知任何一項
此，為了挽回帳款必須與「財金公司的沈襄理」「個人資料」
。
聯絡，未料沈襄理竟要求他將所有存款分別存 2.遭恐嚇時務必保持
入「台新」與「萬泰」二家銀行，若不配合將 冷靜，並透過「165」
「報警」是終止
上網公布他的個人資料，同時也會因觸犯「銀 查證，
行法」遭到至少 5 年徒刑，張先生未予理會，歹徒恐嚇的唯一方法。
未料卻在回家後得知歹徒已打電話至家中恐
嚇其母親，在恐懼慌張下，他在次日依歹徒指
示匯款 37 萬 7000 元，但仍繼續接到歹徒恐
嚇，才向「165」報案，並向中華電信申請換
新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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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次發現
首次發現「
假監理站語音通知-罰單未繳」
罰單未繳」
首次發現「假監理站語音通知中南部 3 人被騙 200 萬元
1. 近來詐騙集團以「監理站語音電話通知」誆
稱因超速違規有罰單未繳，必須儘快繳交，
逾期未繳，將加倍罰款並訴諸法律途徑，繼
而假冒交通警察謊稱因個人資料遭冒用，是
歹徒冒辦的車牌違規，為釐清案情必須凍結
當事人財產，被騙人聽信謊言，前往銀行匯

針對此種詐騙案件警方
款後才發覺被騙，連續三日，新竹、台南、 呼籲民眾要注意分辨

高雄三地有三人被騙，總計被騙達 200 萬元。「監理機關」不會以「語
2. 這個電話語音通知的內容是：
「＊＊監理站您 音電話通知」罰單繳交
好，您有一張超速罰單逾期未繳，如有疑問 事宜，而是以掛號郵件
請按 9」經按 9 詢問後，歹徒說：
「您有一張 寄達當事人；警察機關
罰單過期未繳，車牌號碼是＊＊＊＊」當被 也不會通知當事人辦理
，凡是接獲
騙人提出沒有這個車牌的汽車，也從未違規 「帳戶監管」
任何電話通知，若對方
時，歹徒要求當事人必須立刻向交通警察報
要求去銀行或自動提款
案，而假冒交通警察的歹徒在電話中向被騙
機匯款、轉帳，就是詐
人謊稱：
「歹徒冒用了你的個人資料請領車牌
騙，千萬不要理會，可
並違規超速，必須將你名下財產辦理監管才 撥打 165 專線查證，警
能處理銷案」
，被騙人一時心慌，竟相信歹徒 方會立即協助釐清事實
謊言前往銀行匯款。
真象。
3. 根據警政署 165 反詐欺專線表示，以「監理
所違規通知」手法進行電話詐騙，早在 2 個
月前即有民眾接獲並檢舉，但直到 11 月中旬
才首次發現有人被騙，詐騙歹徒不斷變換新
手法，從早期的「地方法院出庭通知」到「中
華電信催收話費」，只要民眾的警覺性不夠，
或是未聽過被騙案例，就可能因為一時驚慌
而被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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