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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詐騙案例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6 年 1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網路購 7-11 超商禮券遭詐騙 9 萬元   

1. 台北縣邱先生日前在拍賣網站上看到一則

「7-11 統一超商禮券面額 100 元【10 萬元】

9 折含掛號郵資」，的頁面內容因 7-11 所販售

之禮券有一定金額折扣且折扣不高，如：民

眾購買 5萬元現金折 1﹪（省 50 元）、10 萬

現金折 2﹪（省 200 元）、30 萬折現金 3﹪（省

900）、50 萬元現金折 4﹪（省 2000）100 萬

元現金折 5﹪（省 5000）等，因所購買者都

是公司行號居多，一般民眾比較少。 

2. 邱先生曾多次大量於網路上以 9 折價錢購買

7-11 超商禮券使用，因此這次也就沒有懷

疑，他在網站頁面上留下了個人資料及表示

其購買意願後，回傳給網路賣家，第二天就

接到一個自稱姓林的歹徒來電表示：「目前有

10 萬元禮券，如果能以匯款方式購買，可以

九折價賣給你」，於是他當天就匯了 9萬出去

並聯絡歹徒，歹徒還說：「我會在入帳後，以

宅急便的方式送到你家」，可是等了 3天卻收

不到禮券，電話也不通，才知道被騙了。 

3. 另外在桃園的陳小姐因購買「金華城百貨公

司禮券」也是以 9折價被騙了 9000 元。  

 

  

網路購物詐騙行為最常發

生在透過私下交易，也就是

買家和賣家自行聯繫，完成

交易，而沒有在平台上留下

交易紀錄，由於沒有透過拍

賣平台交易，一旦發詐騙行

為，買家經常求償無門。而

詐騙賣家最常使出的招數

為：  

（1）雖然沒有得標，賣家

卻在結標後聯絡你，聲稱物

品的得標者棄標，問你要不

要買；或不是該物品的賣

家，卻主動聯絡你，說他有

同樣的物品可以賣。 

（2）以物品價格誘導買

家，要求買家直接與賣家聯

絡，當有這些狀況時，就要

小心是否遇到詐騙賣家。 

預防網路購物詐騙須注意：

（1）網路商品與市價是否

相當，若差距過大則風險較

多 。 

（2）選擇有信譽之拍賣網

站或購物網站，並瞭解欲交

易貨主之信用風評等，並注

意網址是否仿冒網站。  

（3）絕對不要在未確認物

品的情形前就將款項匯

出，儘可能以當面交易並銀

貨兩訖的方式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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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詐騙案例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6 年 1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二） 「假車禍真詐財」駕車請注意自身安全

 

1. 吳先生日前於下班後，獨自駕車行經台北縣

新莊市新泰路二省道往泰山方向，就當他減

速並右轉時，突然聽到一聲敲打車後門的聲

音，他停車後從後照鏡看到一名中年男子站

在車旁，因為看這名男子並不像跌倒，也沒

有受傷，他沒有下車就將車開離現場。 

2. 未料就當他向前開了約 100 尺處，在他的正

前方突然出現 7、8 輛機車擋在他的車前，這

7、8位年約 2、30 歲的機車騎士將他團團圍

住並要求他下車，並向他大喊說：「ㄟ你撞到

人還想跑嗎…」這時他看見剛才在轉彎路口

看見的那個站在他車旁的中年男子，已經和

這群機車騎士站在一起，吳先生真的以為撞

到他，就立刻向他道歉，並關心的問他傷在

哪裡？要不要就醫？經他查看並沒有傷口，

於是就請傷者上車準備載他前往醫院驗傷，

這時這這群機車騎士不斷叫囂並且要求直接

給錢不去醫院，吳先生這時才發現應是碰上

詐騙歹徒了，無奈他身上沒有帶手機，一人

被困在車內也無法向外求援，只好將身上所

帶的 7000 元現鈔交給這群歹徒後才脫困。當

他前往派出所報案時，卻因為事情發生得太

突然，根本記不得歹徒的車號或形貌。  

 

本案歹徒以套招方式製

造假車禍狀況，再以人

多勢眾方式圍攻被害

人，利用被害人孤立無

援，且因自認為發生車

禍心中難免緊張慌亂

時，被強迫交出和解

費，警方呼籲注意以下

預防之道：  

駕駛汽車務必隨身攜帶

手機，在遇到突發事

故，如碰到歹徒成群攔

車時，為確保自身安

全，記得不要下車並鎖

上車門，可透過玻璃窗

詢問有何事情，若不確

定是否有車禍事故，可

立刻透過手機撥打 110

報警，並告知對方：「一

切 等 警 方 到 場 再 處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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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三）歹徒設局「假善心捐款」，某慈善基金會

遭詐騙 10 萬元 

1. 詐騙歹徒以信用卡捐款方式，在銀行填寫捐款

單後將 5 萬元以刷卡方式捐助「○基金會」，

該基金會承辦人經清查後確認有一筆 5 萬元

捐款入帳，並且已經開立收據寄給捐款人。 

2. 次日卻接獲這位捐款人胡先生表示：「原本只

打算捐 5000 元，因不小心寫成 5 萬元」請求

將多匯進的 4 萬 5000 元退還至「胡 0 翔」帳

戶內，基金會承辦人因開出的收據是 5 萬元，

若要退還 4 萬 5000 元，將與實際捐款帳目不

符，因此就請這位捐款人「胡 0 翔」將原收據

寄回基金會，並將捐款 5萬元以匯款方式如數

退還，請胡先生另辦一次捐款，換句話說，就

是將這次的捐款取銷。  

3. 未料卻在 5 日後，基金會接到信用卡銀行通

知：「這筆 5 萬元捐款，是歹徒持用他人信用

卡盜刷的捐款，經持卡人向銀行要求後，必須

將這 5 萬元還給信用卡的持卡人」，使該基金

會白白損失 5 萬元。事後基金會請求銀行調閱

刷卡人資料，銀行卻以「保密條款」中明訂「不

得洩露持卡人資料」為由遭到拒絕。由於「○

基金會」在規範捐款條件時，並未要求「持卡

人」與「捐款人」必須是同一人，致使歹徒找

到此一漏洞設局詐騙，由捐款錯誤退回 5 萬，

繼而發生盜刷信用卡 5 萬元，總計損失 10 萬

元。  

 

1. 根據「捐款入帳」、

「捐錯款向基金會

通知」、「持卡人向銀

行通知遭盜刷」三件

事實發生日期非常

接近，且持卡人在尚

未收到「信用卡對帳

單」即已知道信用卡

遭盜刷，而主動向銀

行要求返還損失等

諸多線索研判，此案

不排除是一場設局

詐騙，目前正由警方

深入追查偵辦中。 

2. 本案提醒慈善團體

對於信用卡捐款務

必建立明確自保機

制，儘可能要求「持

卡人」與「捐款人」

必須是同一人，否則

就必須明確掌握捐

款人資料，以備萬一

發生信用卡盜刷

時，保有責任追查與

釐清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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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四）「接到郵局語音電話」謝老先生遭詐騙 100

萬元 

1. 台北縣一位 75 歲的謝老先生日前接獲「郵局

掛號信函未領通知」，因疏於查證，竟相信歹

徒所稱必須將存款辦理監管否則將被通緝的

謊言，在匯款 100 萬後才發現被騙，經向 165

報案後成功攔截 38 萬。 

2. 謝先生自退休後雖與兒子同住，但在上班時

間他都獨自一人在家，當天他接到歹徒假冒

「郵局」的電話語音通知，並告訴他因涉嫌

「高雄市警察局 0823 專案」經多次以掛號信

函通知出庭都未到案，這些掛號信現在都退

回郵局，於是將電話轉接給由歹徒冒充的「高

雄市警察局張警官」，要求謝先生配合在電話

線上作筆錄，歹徒在套問了他的個人資料及

銀行存款情形後，再把電話轉給冒充的「法

院陳書記官」告訴謝先生說：「高雄市警察局

辦理 0823 專案，抓到詐騙集團，你涉嫌提供

帳戶給詐騙集團當人頭，警方懷疑你是共

犯，現在你的帳戶有問題必須接受調查。」。

3. 聽了一連串的電話的謝先生，一方面非常緊

張，害怕勞保、退休金遭到法院凍結，另方

面又怕家人會擔心，於是就將 100 萬提領出

來並匯入歹徒謊稱的「臨時控管帳戶」，事後

與歹徒失去聯絡才發現被騙並向「165 專線」

報案，經專線員警立刻聯絡匯款郵局後，及

時阻擋了 38 萬，至少挽回了部分損失。   

  

警方呼籲注意以下預防

之道： 

1. 警方製作筆錄一定

要親自前往警察局

並當面製作，不會以

電話問答方式作筆

錄。 

2. 接獲任何以公務機

關名義通知，並且要

求提領存款辦理匯

款者，一定是詐騙電

話，請務必撥打 165

查證，勿貿然匯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