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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經濟發展日趨自由化、國際化，加以各類型的工商業活動電子科技

的日新月異及銀行、電訊業相繼開放民營後，提供民眾便捷的服務，大大便

利民眾生活及提升生活品質。然而在業者相互劇烈競爭，拓展業務大量招募

會員之時，由於審查客戶資料程序不夠嚴謹，致予不法之徒有機可趁，衍生

利用金融卡、人頭帳戶及行動電話實施各類犯罪之案件層出不窮，其中尤以

刮刮樂詐欺案件，受害層面甚廣，儼然形成一新興經濟犯罪模式，成為社會

的另一亂源，已嚴重威脅人民之財產安全。面對此等新興的經濟犯罪模式，

由於刑責太輕，被害人又不能立即對嫌犯求償（嫌犯於事先脫產或洗錢），

致未能收嚇阻作用。為遏止此一歪風，使歹徒不敢、不能、不再犯案，在治

標部分，應結合政府相關機關及民間業者共同合作防堵此類犯罪發生；而治

本之道，仍以回歸法制面，朝修訂法律，加重刑責，並律定金融、電信業者

社會道義及賠償責任方向努力。本文謹就多年實務經驗，探討刮刮樂詐欺案

件之成因、犯罪模式分析、偵辦要領、及提出防制建議，供相關機關參考。 

 

 

 

 

 

 

壹、前言 

近年來隨著經濟發展日趨自由化、國際化，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活動頻繁，加以各

類型的工商業活動五花八門，且具專業化，若非專職人員或對該項活動有興趣者，一

般人並不會特別注意其運作之模式，因此，即讓不肖之徒有機可趁，掌握人性貪婪的

弱點，從事各類型詐欺犯罪，部分民眾因經驗不足或一時貪念而受騙，衍生不少社會

問題。而在各類型詐欺犯罪中，以「刮刮樂」為詐財手段之案件最多，八十九年全年

即發生四百九十三件，詐騙金額約新台幣數拾億元左右。 

在日常生活中，一般人不難由報紙夾報、媒體分類廣告、廣告傳單或廣告信件上

發現如「刮刮樂酬賓大贈獎」、「期期命中、以小博大」、「不準理賠壹仟萬元」等廣

告，這些大都是詐騙集團所製造的噱頭，以此先誘使被害人受騙上當後，再以投資理

財為由要求被害人繼續匯款，終至被害人愈陷愈深，無法自拔。在警方破獲之案件

中，被害人遍及社會各階層，有上至學校校長下至勞工階級，因此，受騙顯然與學歷

並無直接關係，主要由「貪念」所引致。由於此類型犯罪案件，受到暴利的驅使，加

上刑責不重，不法集團因而甘冒風險，並隨時更新犯罪手法以逃避查緝，造成社會經

濟犯罪的另一項隱憂。 

                                                 
∗ 高政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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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犯罪成因探討 

一、掌握被害人「貪念」的弱點：犯罪者以流利的口才，絕佳的說服力，使被害人

誤信為真，以為可以一夕致富，因而受騙上當。 

二、社會投機風氣盛行的影響：收到海報者誤認自己「時來運轉」，妄想不勞而

獲，因而成為適格的被害人。 

三、缺乏實際的社會經驗：在被詐騙的被害人當中，不乏高學歷的知識分子，教

授、老師、研究生、大學生等被騙的案件時有所聞，雖明知有可能是詐騙，但

自信一旦被騙，至少可由電話或帳戶查知涉嫌人，依法追究，殊不知所有資料

均用「人頭」申請，根本難以循線追查。 

四、失業率持續高升的影響：由於全球性的經濟不景氣，加以政府經濟政策不明

確，導致投資資金不斷外移，工廠停工、公司倒閉、裁員的情形嚴重，失業人

口持續攀升，在急欲尋求工作及缺錢情況下，失業者在收到詐欺集團不實的宣

傳廣告及中獎通知後，在利慾的誘使下，極易落入陷阱，無法自拔。 

五、利重責輕，犯罪風險不高：此類犯罪雖手法特殊，危害重大，惟警察機關對此

類犯罪之偵查不甚熟悉，使犯罪者降低被查獲之風險，因而大行其道，加以

「投資報酬率」極高，且罪責不重，在「本小、利重、責輕」的趨使下，亦少

有其他治安單位願意投注偵辦，被查獲之風險相對降低，亦是詐騙集團四處林

立的原因之一。 

六、不肖業者，為利助長犯罪：從販賣六合彩明牌及刮刮樂廣告的製版、印刷、登

報、夾報散發等過程，均需一般業者參與，業者雖明知為詐騙，為了個人私利

仍全力配合，更是助長此類型犯罪蔓延的原因。 

參、犯罪模式分析 

刮刮樂詐欺集團之作案手法詭譎多變，不易掌握，偵辦較為困難，在警方破獲的

案件中，可方析出犯罪者作案方式如下： 

一、犯罪者預先以「人頭」租屋多處，供作電話裝機地、轉接地及犯罪場所，電話

裝機地及轉接地加裝防盜設備，一旦治安機關循電話線路追查到該處所，只要

門窗被開啟侵入，警報器即秘密發報，更有在處所外加裝監視器者。犯罪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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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設備更為齊全，警報器為必備之裝置，尚需在牆壁內面貼上保麗龍及隔音海

棉以阻絕聲音，避免引起鄰居注意，再加裝多具監視器監控；在警方查獲之案

例中曾有一棟房屋內外共裝設九台監視器，視野幾無死角。   

二、犯罪者預先以「人頭」向電信公司申設電話，包括公司主線電話、轉接電話、

見證人電話、律師電話、國外公司電話等，再透過電話轉接方式將上述電話轉

接至同一處所（或行動電話），再將上述轉接電話以私下拉線方式拉至犯罪場

所，最遠者有拉至數公里之遠，為避免治安機關循電話線路追查，所拉電話線

通常行經建築物樑內管路，出建築物後再改走水溝，儘量隱藏線路，若無法避

免時則故意拉設一條偽裝線路，讓查緝人員撲空，線路盡頭再裝設警報器或監

視器以預警。 

三、犯罪者預先以「人頭」向金融機構申設帳戶或向不知情民眾租用帳戶供作被害

人匯款之用。 

四、上述前置工作完成後，詐騙集團即派員大量散發海報或以登報方式大打廣告，

其海報散發之方式最常見為夾報或以信函寄發被害人，通常寄發被害人之住址

資料係由電腦公司所購得（坊間有人專門收購一般民眾向百貨公司、量販店、

雜誌社申請會員卡等所填之基本資料電腦檔案），為免信件均由同一地區郵局

寄出，為治安機關掌握，詐騙集團並派有專人駕車將海報郵件分散投入全省各

地之郵筒內，以分散風險。 

五、被害人接到刮刮樂或販賣六合彩明牌廣告後，即以廣告單上之電話向該集團查

詢，而所有電話均經多次轉接及拉線至該集團預先租用之犯罪埸所接聽，集團

成員男女兼有，並各自取名代號（課長、主任、經理、副理、襄理、助理等

職）以與被害人聯絡，每名成員手上都有一份講辭，各種客戶可能質疑之問題

均已預擬應對腹案，因此談吐極為流利，讓被害人難能察覺有異。一般最常見

誘使被害人入甕之手法有： 

(一)佯稱六合彩明牌很準，要求被害人加入成為會員，繳交會員費始能領取牌

支。 

(二)佯稱公司尚經營股票、期貨、黃金、外匯等多項投資理財，要求被害人繳交

會員費成為會員。 

(三)刮刮樂廣告刮中現金或進口轎車，要求被害人先支付百分之十五的稅金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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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取獎項。 

(四)被害人依約匯入第一次款項後，詐騙集團再任意編造理由，以所匯金額不足

為由，要求被害人再陸續匯款，常見之理由包括「需再繳交一定數額之手續

費」、「需再繳交保密（證）金」、「刮刮樂刮中尚需再繳交會員費成為會員始

能領取獎項」、「公司制度重新修正，會員費已提高，需再補匯不足差額」

等。 

(五)為取信被害人另寄發該集團偽造之會員證、授權證書、契約書、法律顧問證

書及高額本票、定期存單等物寄送予被害人。 

(六)被害人若不信，要求被害人直接打電話向全省各地的見證人或律師查詢，由

於上述電話均被轉接至同一犯罪場所，由原班人馬接電話應對，被害人查證

數通屬實後即誤信為真。 

六、被害人依約匯入款項後，該集團成員即以呼叫器或電話聯繫負責領款之人前往

不固定之金融機構提領，再交予幕後首腦，原則上領錢者並不知該集團的犯罪

場所，只接受呼叫器或電話遙控，犯罪場所成員及領錢者各自對幕後首腦負

責。 

七、詐騙集團如何應對被害人之講辭實例： 

(一)公司當初辦這個刮刮樂活動是以回饋會員為宗旨，但是很可惜你不是公司的

會員沒有辦法領取獎項，需先繳交※萬元會員費才能領獎。 

(二)首先恭喜你你刮中第※獎，依稅法規定，需先繳交百分之十五的稅金。 

(三)為什麼稅金不能直接扣除？因為你中獎的金額是由香港的公司直接開出的現

金支票，不可能撕一角下來給你。 

(四)你一定會懷疑，那麼準公司自己簽就好，我跟你講，公司不是沒有簽，公司

是有組頭簽得沒組頭，所以才得借用你會員的力量去找組頭，你瞭解嗎？  

(五)中獎以後你也不用感謝公司，今天公司在很不得已的情形下，將這麼寶貴的

牌支來公開給你們，也是有苦衷的，講來講去還不是為了等你們連中三期的

大獎之後可以順利的將九十萬匯給公司。 

(六)公司幫忙你，只有幫忙三期而已，因為有困難的人實在太多，希望你瞭解，

三期是連續三期，三期中完之後，你可以介紹你的親朋好友進來公司，但是

你現在不能告訴任何人，包括你最親的人，否則你將會被取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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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今天你有幸看到我們的廣告，公司是救急、救窮，不救無心的人，今天的決

定在於你，講那麼多也沒有得到你什麼，錢是公司在賺，我是認為你有心，

是個可信任的人，不幸被六合彩害的這樣，工做不下，睡也夢到別人從組頭

那裏拿錢，你只有在旁邊看的份，你如果有心，公司名額八十名而已，你想

不想來中獎。 

(八)公司不勉強你來中獎，中獎是你，妻兒大小的生活在你而已，你是想要這樣

繼續來做苦工，還是用一點錢來創造未來，你自己想清楚。 

(九)公司會在台灣成立分公司的原因，是因為在香港中三個號碼所得的彩金只有

一點點，而在台灣中三星卻有五佰倍的利潤，公司本身是香港彩卷的發行公

司，為了公平，所以不便在香港作業，相對得到的利潤也沒有台灣多。 

(十)你玩六合彩到現在贏或輸？廢話，一定輸的嘛，如果這麼好中的話，還有誰

敢做組頭，難怪組頭一直在蓋新厝、買新車，那都是你們贊助；沒關係，我

們從那裏跌倒，就從那裏爬起來，公司這組一比一中的三星就是專門要來修

理這些夭壽的組頭，把我們過去輸的連本帶利拿回來，好嗎？有沒有信心？ 

(十一)公司從一九九七年七月一日主權移交中國之後，到現在已經連準※期了，

從未失過，因為公司這組號碼是透過電腦直接來設定的，每期開獎前一定

是試了再試，肯定 IC 板沒有問題了，才對我們發佈，所以我們敢拍胸脯

保證絕對準確，不像你過去，拿錢讓人家試準度，如果繼續試，再多的財

產也不夠輸，而且這個六合彩是電腦設定的，你想想看，人腦鬥的過電腦

嗎？ 

(十二)在公司中過六合彩的彩友大部分已經將六合彩戒掉了，因為他們知道這是

控制，所以不會那麼傻，繼續簽下去，希望你中獎後把債務還清，存一些

錢，不要再玩。 

肆、新型犯罪模式 

一、將公司電話號碼申請在國外，使被害人誤信該公司確為國際知名公司，再將電

話轉接回國內犯罪場所。  

二、將電話轉接至國外，最常見者為大陸地區，再派人在國外租屋接聽電話，以降

低被循「線」查獲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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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於破案後媒體經常大幅披露犯罪手法，一般民眾已有警覺，傳統販賣六合彩

明牌海報已難再誘使被害人受騙，因而改採刮刮樂海報吸引民眾。 

四、最近更有不法集團將刮刮樂偷置入知名商品的紙箱內，使消費者誤信是廠商的

酬賓活動，經以刮刮樂上之電話查詢無誤後，即將稅金匯入指定帳戶內。 

五、由於大眾傳播媒體的大幅報導，傳統刮刮樂難再使被害人上當，因而有不法集

團改打公益牌，在刮刮樂廣告單上加印失蹤兒協尋廣告，或與其他慈善團體之

合成照片，使人誤信該集團係正派經營之財團。 

六、為避免拉線方式讓治安單位有「線」可循，詐騙集團乾脆將電話直接轉接至行

動電話，如此則不必在同一地點受話，可以經常變換位置，逃避查緝。 

七、為避免人員均集中於同一犯罪場所，增加風險，詐騙集團將受話與發話的成員

分派在二地，受話成員接到被害者電話後即要求對方留下電話，再通知另一處

之發話成員以電話與被害人聯絡，達到分散風險的效果；亦有受話成員使用行

動電話駕車採移動受話方式，避免受話位置固定讓治安單位鎖定。 

八、使用「王八機」或民營行動電話作為與被害人聯絡之工具，以防治安單位之監

聽。 

九、被害人依約匯款後，詐騙集團為確認，通常要求被害人將匯款收據傳真至其所

在地，為免治安單位循傳真線路查緝，詐騙集團往往租空屋裝設一部電腦接受

傳真，再透過電腦遠距傳輸之功能，由另一地之電腦調閱該電腦內之傳真資

料。 

十、增購防範反制設備，以防治安機關循線追查，除必備之警報器、監視器，更有

加裝監視器感應裝置及紅外線設備、手提電腦等。 

十一、以「徵求家庭代工」的方式誘騙民眾，對方聲稱從事手工藝品代工，由公司

供應材料，但代工者必須先付材料的押金作保證，待被害人匯款後，即將其當

成公司員工，之後更以公司舉辦週年慶員工抽獎活動，稱其幸運抽中獎金，但

要領取須依規定繳交手續費與稅金，當被害人繳錢後便不知去向。 

十二、利用民眾至大賣場購物後換取的摸彩卷資料，向民眾佯稱已摸得巨額獎項，

騙取民眾百分之十五的稅款，並進一步利誘民眾再匯錢加入會員，從此音訊全

無，捲款人去樓空。 

十三、假冒銀行身分，向信用卡客戶佯稱已得到該銀行特別優惠，可刷卡消費六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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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由銀行付款，經「律師」證明身分，取得客戶資料，製作偽卡盜刷，客戶

未幾即收到刷爆通知，始知受騙。 

十四、假借文教基金會舉辦問卷有獎徵答，參與者均被通知中獎及辦理領獎和繳交

稅金事宜，並為詐欺得逞，冒用律師名義為公證人，進行詐財。 

十五、近來更為演進為以行動電話向不特定人發放「簡訊」方式，其手法與前揭手

法大致相同，其受害層面則更多更廣。 

伍、案例 

以下例舉八十七年以來偵破較為重大之案件： 

一、八十七年二月十三日在台中市工業區一路，查獲鄭○平等十八人以「萬國集

團」、「怡富集團」、「中亞集團」、「大新集團」、「華潤集團」、「中遠集團」、「半

島集團」為名，詐騙新台幣近億元，出面指證被害人計四０八人。 

二、八十七年八月十一日在台中市西屯路等地，查獲傅○雄等八人以「黃埔和記國

際財團」、「中亞安泰國際財團」、「香港中昌國際財團」、「香港太古國際財團」

為名，詐騙新台幣伍仟餘萬元，出面指證被害人計一０八人。 

三、八十七年九月二日在台中市中美街等地，查獲林○良等四人以「聯樺廣告公

司」為名，將刮刮樂偷置入超市商品紙盒內，使被害人誤信係廠商的酬賓活

動，詐騙新台幣二十餘萬元，出面指證被害人計二人。 

四、八十八年一月六日在台中市中清路昱彩印刷公司，查獲洪○榮等八人印製六合

彩明牌廣告，查扣海報數十萬份，該印刷廠先後替十九個詐騙集團印製海報，

海報印刷數量高達數仟萬份。 

五、八十八年五月二十七日在台中市大墩十二街等地，查獲張○龍等五人以「香港

彩券聯合會」、「第一太銀」、「香港市政廳」、「彩訊投資機構」、「三星機構香港

中國投資銀行」、「香港創新科技」、「香港金融財政司」、「彩星地產投資集

團」、「大連實業」、「永亨銀行」、「中嘉投資機構」、「金城銀行」為名，詐騙新

台幣柒仟餘萬元，出面指證被害人計一二九人。 

六、八十九年一月六日刑事警察局與台中縣警察局豐原分局在台中市西屯區三段文

心郵局，查獲辛○城等人以「香港偉士電腦有限公司」為名，初估詐騙獲利新

台幣上億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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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十九年一月廿五日刑事警察局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二分局在高雄市鼎金

路鼎金郵局，查獲何○宏等人以「偉士專業代理機構」為名實施詐騙，初估詐

騙獲利新台幣上千萬元。 

八、八十九年一月廿九日刑事警察局與台中市警察局等三分局在台中市至至善路

121 巷 22 號等地，查獲王○勝等人以「誠德國際控股集團」為名，詐騙新台

幣仟萬元。 

九、八十九年一月廿九日刑事警察局與台中市警察局刑警隊三組在台中市大連路一

段等地，查獲劉○鍾等人以世聯國際超強卡司為名，詐騙新台幣上千萬元。 

十、八十九年一月三十一日刑事警察局與台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在台中市等地，查

獲符○隆等人以「景順投資管理公司」、「仲盛投資管理公司」、「豐盛投資管理

公司」為名，詐騙新台幣數億元，初估被害人千餘人。 

十一、八十九年三月十六日刑事警察局與台中縣警察局霧峰分局在台中市等地，查

獲黃○宗等人以「時富投資集團」、「永春控股機構」為名，詐騙新台幣近億

元，初估被害人數百人。 

十二、八十九年四月廿九日刑事警察局與台中縣警察局刑警隊在台中市等地，查獲

李○豪等人以「新鴻基國際集團」、「華潤國際集團」、「三井國際集團」、「新世

界國際集團」、「港麗國際集團」、「匯業國際集團」、「會德豐國際集團」、「利田

國際集團」、「水星國際集團」為名，詐騙新台幣數億元，初估被害人千餘人。 

十三、九十年四月十一日刑事警察局偵破國內最龐大的刮刮樂詐騙集團，逮捕洪○

杰等十四名男女嫌犯。該集團從八十八年六月份起，即陸續以「巨豐公司」、

「香港巨富財團」、「中華投顧公司」等空頭公司名義，四處寄發刮刮樂廣告傳

單、兌獎單，以被害人已中獎需事先繳交定額稅金才可獲得獎金為由，騙取被

害人將錢匯入指定的人頭帳戶，以此方式詐財，詐騙所得超過五千萬元，單是

警方扣獲嫌犯準備寄發的廣告信封就達八萬餘封，客戶資料高達二百七十萬

筆，依全國人口數計算，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被鎖定為行騙目標。 

陸、偵辦刮刮樂詐欺案件要領探討 

從近年來偵破之刮刮樂詐欺案件，可以發現每件案件受害人數及被詐騙之金額

均極為可觀，且涉案共犯者眾，為高度組織之智慧型罪犯，對社會治安造成嚴重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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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由於作案手法多變，民眾警覺性低，受騙案件仍層出不窮，為保障民眾財產安

全，警察機關對於偵辦此類案件，應掌握以下偵查要領： 

一、由於此類型犯罪其電話均經過多次轉接或拉線，因此只要是透過中華電信公司

能查出之裝機地址均非其真正犯罪場所，只可作參考，更不能貿然進行搜索。 

二、避免直接前往查知之電話裝機地勘查，如無法避免時亦應儘量於深夜勘查，行

動須特別小心，因該處所通常均裝有監視器或防盜裝置，夜間無人留守觀看監

視器，勘查時較不易曝光，並注意不可隨意開啟門窗，以免觸動防盜系統。 

三、詐騙集團所私拉的電話線如在建築物內，均以建築物樑柱內之管路為通道，如

在建築物外則改以水溝為通道，因此查線時極為困難，如有拉設「明線」時，

亦有可能故意拉一條線路讓查緝人員撲空；再者線路末端亦裝有監視器，查線

時有可能曝光。 

四、詐騙集團申請電話及帳戶原則上均使用「人頭」證件，亦可能用上述「人頭」

證件申請行動電話供作內部聯絡之用，可用「人頭」資料向中華電信或民營行

動電話業者查詢有無申設其他電話，再由該電話之通話紀錄過濾出同夥資料。 

五、如販賣六合彩明牌或刮刮樂廣告係透過夾報方式送達，設法查明係由那家送報

社代為夾報，查知廣告單的來源，再循線追查。 

六、詐騙集團從開始運作至結束通常以二至三個月為一個週期，以防時間過長，為

治安單位鎖定，循線查知端倪；一個週期後，公司名稱、電話號碼、人頭帳戶

均再重新異動，使治安單位無法由其「前身」追查下來，因此偵辦時需掌握時

效，一旦結束重新易名後，偵查工作即需重頭做起。 

七、部分詐騙集團會寄「授權書」、「契約書」、「保證書」、「本票」等文書資料給被

害人以取信，如果上述資料透過郵局寄送（通常以掛號郵件），於寄送過程極

可能被郵局之監視器錄下畫面，為避免風險，均透過民間快遞公司送達，可由

信封上章戳查明由何站寄出，再至該站查訪寄送人。 

八、設法取得詐騙集團寄給被害人的所有文書資料，再交由鑑識單位採取指紋，或

能比對出相關涉嫌人。 

九、詐騙集團在所有電話裝設完成後，可能打數通電話測試效果，可查詢該電話門

號裝設完成後前幾日內之通話紀錄，過濾可疑電話。 

十、設法使不法集團之源頭電話發生故障，該集團必會派員前往檢修，再跟監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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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接觸對象，或調閱該檢修人員該日之通話紀錄，以查知幕後成員。 

十一、詐騙集團成員累犯之機率仍高，可對轄內曾犯有該類型犯罪之前科分子進行

監控，查明是否涉案。 

 

柒、刮刮樂詐欺案件之防制 

現今由於通訊自由化，提供社會大眾便捷的服務，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離，卻也

讓不法之徒有可趁之機，使用高科技的通訊器材作為犯罪工具，電信機關提供的轉接

服務竟成為不法之徒逃避治安單位查緝的法寶。再加上民營行動電話的開放，現階段

尚難實施通訊監察，更使犯罪者能輕易避開治安單位之查緝，加以我國身分證因設計

的問題，極易偽造及變造，使不法集團能輕易持往金融機構設立「人頭帳戶」及持往

電信單位申設電話，目前亦無有效防堵措施，同時金融機構的全國連線提款作業，使

詐騙集團能很輕易的由全省各地金融機構的分行將被害人匯入的款項提領出去，由於

其提領通常無慣性，難以派員守捕，故對於此類詐欺案件，應就前述缺點，結合相關

部會儘速研議防制之道，在此僅供幾點建議： 

一、民營行動電話自八十六年底開放以來，成為不法集團的最愛，由於其難能實施

通訊監察，可以輕易避開治安單位的查緝，已被不法集團廣泛使用，應儘速建

構完備之民營行動電話監察系統以防弊。 

二、解決人頭帳戶問題 

近年來隨著電子科技的日新月異及銀行、電訊業相繼開放民營後，我國市場已

趨自由化與國際化，各金融機構藉電腦網路，經營多元化之金融業務，舉凡以

金融卡辦理提款及轉帳，或以信用卡消費、借貸等事宜，提供民眾便捷的服

務；加以通訊技術愈趨精進，於電信業民營化，業者相互競爭下，發展多樣化

之通訊型態，大大便利民眾生活及提升生活品質。然而在業者相互劇烈競爭，

拓展業務大量招募會員之時，由於審查客戶資料程序不夠嚴謹，致予不法之徒

有機可趁，衍生利用金融卡、人頭帳戶及行動電話實施各類犯罪之案件層出不

窮，儼然形成一新興經濟犯罪模式，成為社會的另一亂源，已嚴重威脅人民之

財產安全。面對此等新興的經濟犯罪模式，由於刑責太輕，被害人又不能立即

對嫌犯求償（嫌犯於事先脫產或洗錢），而金融業者更不需負擔任何責任，致未

能收嚇阻作用，因而衍生刮刮樂、竊車勒贖、假貸款、變、偽造信用卡詐財、

擄鴿勒贖等犯罪行為之發生，且由於受害（騙）人數眾多，間接影響人民對政

府之信賴。 
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九十年上半年（九十年一至六月）（以下簡稱本期）詐欺

背信犯罪，共計發生六千七百八十七件（主要係刮刮樂詐欺犯罪案件三二九

 10



件），較八十九年一至六月（以下簡稱去年同期）發生二千四百四十一件，增加

四千三百四十六件；偽造文書罪，本期共計發生三千一百六十四件（主要係金

融信用卡犯罪案件），較去年同期發生一千六百一十八件，增加一千五百四十六

件；恐嚇取財發生二千六百七十件（主要係竊車勒贖案件），較去年同期發生一

千三百七十七件，增加一千二百九十三件，足認利用人頭戶（含金融及電信帳

戶）犯罪有快速增加之趨勢。而利用「人頭帳戶」犯罪之案件，不僅在刮刮詐

欺犯罪，已被廣泛利用至竊車勒贖案件、信用卡犯罪案件、恐嚇取財案件、虛

設公司行號案件、廣告詐欺案件等等，嚴重影響人民財產安全，亟須解決。謹

提供解決方式如下： 

（一）為使將金融及電信帳戶轉賣他人使用之人，仍應為其行為負擔刑事責任，

研究配合金融電信機構之防制機制，使該等人員以共犯或幫助犯起訴之可

行性。 

（二）各地檢察署指派專責檢察官指揮偵辦，便於警方執行搜索、拘提、監聽、

調閱資料、凍結帳戶等偵查作為，迅速掌握案情，加速破案，減少被害。

由於此類犯罪再犯率極高，應有虞犯、預防性羈押之必要，如合於羈押條

件，務請檢察官向法院聲請羈押勿輕易交保，俾利警方借提清查其他案件

及共犯。以彌補初步偵訊時間過短，影響追查上手之缺失。 

（三）郵政總局所轄之郵局應建立與金融機構相同之機制，另對申請行動電話及

地面電話之用戶（尤其對免付費０８００服務電話之申請應嚴格審核），如

非本人或持身分證影本辦理者，應於申請表內加蓋指紋，除可確保當事人

權益外，亦可使「人頭電話」情形減少，增加實質收入；對司法警察依法

調閱之電話相關資料，能迅速提供，俾共同於短期內查緝不法分子；對代

辦申請電話者，應嚴格審核，於申請時提醒其如轉供他人犯罪使用時，應

負幫助犯或共犯之刑責；另對於被利用為犯罪工具時，配合檢、警、調單

位偵辦時機，予以斷線斷話，防止繼續危害。 

（四）經濟部對申請設立公司行號之負責人及公司處所、設備等，做實質審查，

並建立完整之公司行號資訊，供民眾上網查詢，避免刮刮樂及人頭公司等

之詐欺案件發生。 

（五）內政部戶政司應研議建立提供各金融及電信機構有關民眾遺失補發身分證

之相關網站及訊息，作為該等機構審核申請案件參考之可行性，防止不法

之徒以盜用、冒用他人之身分證申請金融及電信帳戶。 

（六）金融機構職員因對客戶身分證之真偽難辨，極少能在申設帳戶時發覺，因

而給予不法集團有可趁之機，應研究在新開戶時於開戶資料上加捺印指

紋，應可降低以「人頭」申設帳戶的情形，減少案件之發生，且所捺指紋

並不存放在治安機關，而係由業者保管，除保障業者權益外，也保障當事

人本身之權益，避免被盜用。 

（七）目前詐騙集團提領贓款均分散在全省各地之金融機構，等治安單位查到由

何行庫提領，最快也在數日之後，贓款早已被提領一空，緩不濟急。若能

由財政單位統籌，設立全國連線電腦管制系統，比照入出境管理局的入出

境管制作業，於接獲治安單位的管制公文後，即將該「人頭帳戶」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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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電腦管制，一旦發現有人在線上提領贓款，即以電話通知治安單位當

場查緝，可予詐騙集團當頭棒喝。 

三、在偵破案件後，應設法追究相關配合業者的法律責任，不再讓業者心存僥倖，

使其瞭解在追求利潤的同時，仍應兼顧社會責任以免觸法。 

四、檢察機關及審判機關在訴追及偵審此類型犯罪時，若能衡量其侵害法益龐大，

危害社會至鉅，在法定刑的範圍內，從重具體求刑或量刑，應能有效遏止此類

犯罪之發生。 

五、加強宣導民眾防止受騙方法： 

(一)通常舉辦刮刮樂彩卷贈獎活動之單位，必須有一家合法公司做信譽保證，並

請政府財稅機關當見證，民眾應先向該保證公司或相關見證機關電話查詢。 

(二)正當公司所辦刮刮樂彩卷贈獎活動，領取彩金是要先繳稅金，為避免受騙，

可親自登門拜訪，以確定真假。 

(三)詐騙集團之詐術花招百出，通常在被害人無力匯款時，即一再慫恿被害人向

地下錢莊借貸，終致無力償還債務，暴力討債的下場，影響所及不僅是被害

人個人，舉家生活均遭干擾，因而衍生更嚴重的社會問題，民眾應提高警

覺。 

六、警察機關作為 

各級警察單位應循下列管道，加強情報諮詢布置，擴大偵查眼線，發掘犯罪線

索，監控犯罪對象，適時打擊，以有效遏止，並利用勤區查察機會，加強宣導

人頭帳戶、電信門號對社會影響及該行為應負擔之責任： 

（一） 電信公司方面：犯罪集團為防治安機關查獲，必須透由電信公司、徵信社

或個人等不肖之從業者拉線至租屋處以進行犯罪。因此各警察機關必須將

轄內有關提供電信拉線業務公司、行號納入諮詢布置範圍，並請電信公司

人員詳實登錄用戶申請資料，以及協助配合至拉線現場俾觀察了解有無犯

罪徵候，於早期即可掌握犯罪集團之活動。 
（二） 郵政、報社、印刷單位：此類犯罪（刮刮樂、六合彩、股市明牌等）會透

過郵寄、夾報等方式傳達訊息，各警察機關應請各該單位協助配合提供郵

寄者及郵寄資料。 
（三） 汽車（房地產二胎）貸款、當舖業、代書事務所：人頭身分證源頭大多來

自這些處所，有必要將該等處所過濾列管，以瞭解借貸人情形。 
（四） 偽、變造證件集團之掌控：「人頭帳戶」身分證大多為偽、變造，應對此犯

罪集團納入諮詢佈置範圍。 

 

捌、結論 

由於現代文明的進步造就了社會的繁榮與人類物質享受，惟因社會價值觀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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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功定義的扭曲物化等諸多因素，衍生諸多「不勞而穫」的犯罪行為，其中詐欺案

件頻仍、猖獗，嚴重妨害社會秩序及民眾財產安全，探究所有詐欺案中，以被害人貪

大失小的原因居多，，甚有貪大失更大之事例發生，是以防詐第一要務為勿存貪念，

只要勿存貪念，遇事遵行「停」、「看」、「聽」守則，冷靜以對，受騙機會就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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