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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6 年 3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二度就業婦女求職遭詐騙 200 萬  
1.臺北市林小姐在95年12月在報紙上看到一則
「富達國際有限公司」廣告，標題文字「週休
二日」、「二度就業可，女性尤佳」，相當吸引
現年 48 歲且待業的她，於是經過面談後順利
進入該公司，她負責處理「相機記憶卡」的電
話詢價及報價，工作輕鬆月薪是 2 萬 4000 元。 

2.上班後不久自稱是公司主任的「王世杰」與假
冒公司同事的「小雯」兩人開始設局詐騙林小
姐，他們以接獲「記憶卡訂單」業務人員可以
分紅為誘餌，要求林小姐先墊付貨款，等成交
後即可收到本金加紅利，第 1 次林小姐付出 5
萬元，於兩週後果然回收了 5 萬 5000 元，而
她在任職滿 1 個月後，公司以現金發放方式給
了她第 1 次的薪水 2 萬 4000 元，至此為止她
對這家公司深信不疑。 

3.歹徒見大魚已上鉤，就要求林小姐接一筆較大
的訂單，總計要先交貨款 80 萬，並在農曆年
前即可交貨領現金，可以獲利 8 萬，隨後又邀
約她與客戶（黃先生）吃飯，再以購買「眼鏡
鏡架」每支可以獲利 500 元的利潤，禁不起高
利誘惑的林小姐竟將自己的保單抵押貸款120
萬交給歹徒，並以為在 2 月 10 日就可以連本
帶利拿回來。 

4.未料卻在2月2日突然接到公司主任「王世杰」
通知，要她回家等通知再來上班，因為自明日
起要公司要重新裝潢暫不營業。林小姐此時才
發覺不對勁，多次返回公司查看不但未見施工
裝潢而且還鐵門深鎖，經過打聽才由房東處得
知，原來歹徒已經積欠房租 2 個月早就跑的不
知去向。  
  

林小姐被騙原因分析:  
1.林小姐在每次付款給   
對方時都未留下任何交
付憑證，對未來追訴相
當不利。  
2.在求職前並未查證，
本案經 165 查證後發
現，經濟部商業司網站
並未登記「富達國際有
限公司」。 
3.工作內容空洞、輕
鬆、並要求投資，且以
「公司成立緊急未能加
入勞保」等都是疑點，
但林小姐未能警覺，一
心只想「投資獲利」，聽
任歹徒淘空其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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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二）「瓦斯安檢詐騙！」歹徒現身北市信義區

民宅，強換瓦斯管索費 2900 元  

1. 一名年約 30 歲男子，身穿「大台北瓦斯公司」

制服，在 1 月 26 日上午，前往台北市信義區

的一棟大樓挨家挨戶按電鈴，他向住戶表

示，因為公司接到附近有人反應，聞到不明

瓦斯味道，必須進入家中檢查瓦斯管線，同

時還要依照樓層逐戶檢查是否有滲漏處，以

維護公共安全，一位陳姓住戶表示，當天上

午他上班後，獨留 80 多歲老父在家，歹徒進

入家中檢查後說管線確實破損，在更換後就

要求陳父必須買管線 2900 元，還交給陳父一

張簡單的收據。  

2. 陳先生於晚上回家後，立刻向「大台北瓦斯

公司」查證，得知該公司上午並未接獲「瓦

斯外洩反映」，也沒有派遣維修人員到他家，

事後陳先生向鄰居打聽，才發現被騙的不只

是他家，只要是歹徒能順利進入家中，瓦斯

管幾乎都遭撤換，如遇不配合繳費者，就會

將所拆下瓦斯零件、管線放置於一旁，隨即

走人，造成至少 10 餘戶被騙，本案經被騙人

向「大台北瓦斯公司」反應後，已前往該社

區進行安全檢查。  

  

 

為預防「瓦斯安檢詐騙」

警方呼籲住意以下因應

預防之道：  

1.各地區的瓦斯公司為

預防不肖歹徒假冒安檢

員，已嚴格規定不會在

檢查或更換零件時向用

戶收費，而是將維修費

列入下一期的瓦斯繳費

單內列明細收款。  

2.勿讓不明來路陌生人

進入家中，尤其是家中

有年長者必須特別提高

其警覺性，若對方身穿

某機關、公司制服，為

謹慎行事，請先找出瓦

斯費帳單上之電話號

碼，於開門前向公司核

對來者姓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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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援交男遭詐騙、恐嚇，歹徒繼續設局「假
綁架」，老父急報警，虛驚一場！  

1.彰化市一名 27 歲的陳先生，日前透過網路聊
天室與一女子相約以 3000 元代價援交，下午 6
點，他依約前往田中火車站等候，未料該女子
並未出現，卻接到自稱是她「學姐」的女子電
話，要他依照電話中指示的方法去操作自動提
款機，並說這是公司規定在見面援交前必須以
此方式「確認是否為警察」，渾然不覺的陳先
生一步步依照「學姐」指示，在操作自動提款
機後，竟發現帳戶內的 1 萬 4000 元不見了，
此刻卻又接到自稱是「危機處理人員」的男子
電話，告訴他：「因為系統故障必須再用另一
張提款卡證明財力，或是匯款 6 萬元修復系
統」。  

2.陳先生是水電工，平時收入有限，當下就告訴
對方自己已經沒有錢了，未料歹徒在電話中破
口大罵他：「你根本沒有誠意解決問題」，並進
一步恐嚇他：「我們會找竹聯幫的黑龍到你家
放火、開槍！」陳先生當下不知所措，就任由
歹徒要求，在晚上 8 點，他找了一家汽車旅館
躲起來，並打電話回家說自己因為欠了地下錢
莊錢，正被歹徒押到山上，要快匯款才會放人。 
陳先生的父親在電話中聽到兒子的求救聲、歹
徒的恐嚇聲相當驚恐，但是他做了一件終止詐
騙的明確選擇-「報案」，在向彰化市警方報案
後，透過追蹤偵查在凌晨 1 點找到了獨自一
人、平安躲在汽車旅館 3 小時的陳先生，老爸
原以為是兒子欠錢遭綁架，此時才知是兒子掉
進援交詐騙陷阱惹的一場禍，所幸及時報案，
這一夜對父子倆而言絕對是「飽受驚嚇、畢生
難忘」。  

警方提醒民眾務必注
意以下因應預防之道  
1.詐騙歹徒藉網路援
交為誘餌，釣「援交男」
在見面前必須操作自
動提款機，再以「操作
發生系統故障」，先索
賠再恐嚇，因此呼籲喜
網路聊天室網友們，務
必保持理性、冷靜回絕
對方要求，並暫時關
機，避免歹徒繼續騷
擾。  
2.一旦遭到恐嚇就要
立刻報警，千萬不可任
由歹徒以電話遙控行
動，不但未能解決問
題，反累及家人無辜受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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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接假戶政事務所電話語音通知「申辦新身
分證」高雄市蔡先生遭詐騙 180 萬  

1. 高雄市蔡先生日前接獲「假戶政事務所」電

話語音通知，他在按下歹徒所設的分機號碼

後，一位自稱是戶政人員告訴他：「經清查發

現你的身分證有重覆申請情形，案件已經轉

請檢警機關辦理」，於是蔡先生依據歹徒所留

電話打給自稱是高雄市刑警大隊周警官，假

周警官說他的個人資料已經遭歹徒冒用，不

但冒領身分證，同時還向銀行申請帳戶。目

前必須緊急辦理「帳戶資金凍結」否則所有

存款都將遭歹徒提領，歹徒又說：「因為偵查

需要，無法在短時間內辦理帳戶凍結，請你

先將所有存款匯到檢察官指定帳戶，辦理帳

戶聯合控管」，他將存款 180 萬元提領出來並

匯給歹徒。 

2. 新式身分證已在去年底截止換發，那段期間

詐騙歹徒利用此議題，製作電話語音並普遍

撥打至室內或手機電話，而「個人資料遭冒

用」、「存款即將凍結要接受調查」讓接電話

的蔡先生因平時因工作忙碌（在高雄港碼頭

工作）再加上生活圈較狹窄，接到電話時因

心慌、緊張，就順著歹徒所設陷阱一步步踩

下去，原以為在配合檢警辦案，直到與歹徒

失去聯絡，才恍然大悟是被騙了。  

詐騙手法不斷翻新，但
掌握以下幾點原則，相
信必能成功反詐騙：  
1.養成查證習慣，若接
獲不明來源電話，可直
接透過 104 查詢戶政事
務所，以了解是否真有
身分證重覆申請狀況。 
2.戶政事務所不會使用
「語音電話通知」，若接
到（戶政所）語音通知
絕對是詐騙。  
3.警察、檢察官辦案絕
不會要求當事人去匯
款，「帳戶監管」絕對是
詐騙。  
4.現代人常因工作忙
碌，較不重視生活周邊
環境大事，因此多參考
刑事警察局網站的詐騙
案例介紹，或收聽警廣
都可充實生活知識，保
護自己拒絕詐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