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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防範各類詐騙

• 自閉症患者涉入刑事案件常見案例

• 法律扶助基金會可以幫您什麼？



如何防範各類詐騙



三不三要原則

三要原則

1. 要冷靜：不論接獲任何電話通知，都要先冷
靜。

2. 要查證：要先向親友求證或撥104、105查
詢正確電話號碼，或撥165反詐騙專線查證。

3. 要報警：不要害怕驚慌，要先打110報案或
撥165向警方報案，請警方協助，並與警方
合作，以確保安全。



三不三要原則

三不原則

1. 不要聽信「電話」通知而依照別人指示操
作ATM提款機轉帳，否則錢財將不翼而飛。

2. 不要在「電話」中告知您的銀行帳號、身
分證字號等個人資料，否則您就可能成為
詐欺「人頭戶」。

3. 不要依據對方所留「電話」查證，否則極
易陷入歹徒設好之陷阱。



來電詐騙防範方式

• 養成查證習慣，勿聽信不明來電指示。

• 自動提款機沒有取消約定扣帳功能，千萬不
要依照電話指示操作自動提款機。

• 來電顯示不能信，請掛斷來電，重新撥打銀
行客服電話查證，或撥 165專線查證，勿聽
信來電電話。 0200、0800、0900、0204起頭
之電話都是虛擬碼，只能單方聽電話，無法
撥出，亦不會顯示號碼於被害人⼿機上。



網路交友詐騙案例

• 被害者收到自稱女網友的訊息，佯稱欲從事
援助交際需先至ATM匯款確認身分及財力，
被害者依指示操作ATM，共匯款數萬元後女
網友仍避不見面，始知受騙。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度上易字第355號刑事判決)



網路交友詐騙防範方式

• 網路交友要謹慎，最好不要透露住址、學校、公司、
家中電話等資料，以免成為⽍徒恐嚇把柄。

• ATM（自動提款機）已成為⽍徒最佳詐騙⼯具，
切勿聽從來電電話指示操作按鍵。

• ⼀旦發現操作ATM，存款遭轉⾛，應⽴刻報案，
只有報案，才能終結⽍徒恐嚇。



網路聊天室投資詐騙

大華向小明宣稱其有地下期貨公司，可代為操
作股票、期貨，知悉公司內線，保證獲利且不
收⼿續費，小明起先有小賺⼀筆，之後不疑有
他陸續匯款上百萬元，之後大華將獲利款項用
皮箱裝著交給小明後消失，小明打開皮箱發生
都是雜誌。
(參考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訴字第2678號刑事判決)



網路聊天室詐欺防範方法

近期網路詐騙⼿法愈加細膩、有耐心，從網路交友、
談情⼀段時間，取得詐騙對象傾心愛慕。

再將話題帶⼊「投資」、「中獎」，甚至以「合資」
為誘因，讓人降低戒心，⼀再匯款。

網路交友千萬勿涉及金錢借貸或投資，應多方查證，
掌握正確資訊，以免遭詐騙⾎本無歸。



網路賣家詐騙防範方法

• 詐騙第⼀誘因是「低於行情價」，網友切勿因小失大，掉
進⽍徒所設陷阱。

• 檢視賣家過去的拍賣評價，若原本是賣⾐服、墨⽔匣、保
養品，卻突然開始賣⼿機或相機，就有問題。

• 賣家過去交易紀錄「只有買、沒有賣」就有可能是透過小
額交易來換取好評價，以騙取買家信任。

• 如果賣家拒絕「當面交易」，並以住在偏鄉、外國等理由，
表示不便「當面交易」，堅持只能先收款才寄貨。當拍賣
商品具有「預訂性質」時，為求謹慎，應向有⼝碑店面或
有信用商家訂購，以防預訂詐騙。



投資詐騙防範方法

• 證券及期貨交易相關法令，對於證券及期貨商的設
⽴、運作及從業人員等皆有嚴謹規範，合法的證券
及期貨商的業務與財務運作，均須受主管機關監督，
相關資訊可上金管會網站查詢。

• 千萬不要相信他人⽿語，就冒然投資，務必要花時
間了解操作內容，認識詐騙案例，並將自⼰處境與
案例相⽐較，凡是網路看盤、同事獲利、臺灣未開
放的交易，都是詐騙陷阱，勿因⼀時貪念後悔無窮。



疫情期間的廣告訊息

• 應徵⼯作要留意公司背景、⼯作地點、⼯作
方式、⼯作內容。

• 證件只交影本不交正本。

• 不要提供存摺正本、提款卡。

• 強調高收入要小心。

• 強調非詐騙更要小心。



⼯作防詐騙原則

1. 不繳錢

2. 不辦卡

3. 不買商品

4. 不當場簽約

5. 證件不離身

6. 不從事不當⼯作要求

7. 不輕信



經濟部商⼯登記查詢







Q&A

• Q：如何澆醒網戀中的服務對象？對方明顯
是詐騙（寄定情信物，但卻是貨到付款）



Q&A

• Q：心智障礙者被詐騙時應該要做什麼才能
有效保障其權益；心智障礙者被唆使進行了
詐騙事實時，其有什麼權益及承擔法律責任
的部分？



監護宣告

民法第14條

•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
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
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
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
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

•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
銷其宣告。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項之程度
者，得依第十五條之⼀第⼀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

• 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
五條之⼀第⼀項規定，變更為輔助之宣告。



監護宣告

民法第15條

•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輔助宣告

民法第15-1條

• 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足者，法
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年有同居事
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聲請，
為輔助之宣告。

• 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請，撤
銷其宣告。

• 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四條第
⼀項規定，變更為監護之宣告。



輔助宣告
民法第15-2條第1項

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人同意。但純獲法
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在此
限：

⼀. 為獨資、合夥營業或為法人之負責人。

二. 為消費借貸、消費寄託、保證、贈與或信託。

三. 為訴訟行為。

四. 為和解、調解、調處或簽訂仲裁契約。

五. 為不動產、船舶、航空器、汽車或其他重要財產之處分、
設定負擔、買賣、租賃或借貸。

六. 為遺產分割、遺贈、拋棄繼承權或其他相關權利。

七. 法院依前條聲請權人或輔助人之聲請，所指定之其他行為。



• 民法第15-2條第2項至第4項

• 第七十八條至第八十三條規定，於未依前項
規定得輔助人同意之情形，準用之。

• 第八十五條規定，於輔助人同意受輔助宣告
之人為第⼀項第⼀款行為時，準用之。

• 第⼀項所列應經同意之行為，無損害受輔助
宣告之人利益之虞，而輔助人仍不為同意時，
受輔助宣告之人得逕行聲請法院許可後為之。



自閉症患者涉入刑事案件常見案例



刑法規定

• 刑法第339條 普通詐欺罪

意圖為自⼰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
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
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規定

• 刑法第339-1條 違法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
之物之處罰

意圖為自⼰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
由收費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
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規定
• 刑法第339-2條 違法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
他人之物罪之懲罰

意圖為自⼰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
由自動付款設備取得他人之物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
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規定

• 刑法第339-3條 違法製作財產權之處罰

意圖為自⼰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
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
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之
財產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七十萬
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
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規定

• 刑法第339-4條 加重詐欺罪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者，
處⼀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百萬
元以下罰金：

⼀、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
媒體等傳播⼯具，對公眾散 布而犯之。

•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規定

• 刑法第341條 準詐欺罪

意圖為自⼰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乘未滿十八
歲人之知慮淺薄，或乘人精神障礙、心智缺陷
而致其辨識能力顯有不足或其他相類之情形，
使之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
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正犯與幫助犯

• 刑法第28條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
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
• 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易字第173號刑事判決

廖○○無罪

• 案件情節

民國108年5月3日，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統⼀超商
內，將其所申設之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提款
卡及密碼提供予自稱「宋橋欣」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成年人
指定之人，作為詐欺集團所使用之帳戶。嗣前開犯罪集團成
員於108年5月7日下午3時47分許，撥打電話予告訴人鄭○○，
佯稱為網路購物店家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人員，偽稱因設定
錯誤購買數量成為10筆，即將扣款，需至提款機操作以退款，
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同日下午5時50分許，轉帳新臺幣（下
同）9萬9,989元至被告上開新光銀行帳戶內，隨即為詐欺集團
成員提領⼀空。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

• 法院認定無罪之理由：

• 詐欺集團成員顯係利用被告急於應徵⼯作之心理，
且有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及器質性精神病，為意思表
示及受意思表示之能力、以及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
之能力顯有不足，又不具完全管理自⼰財產之能力，
無法如⼀般人⼀樣認知銀行帳戶資料之重要性，而
趁機騙取被告交付其新光銀行帳戶資料，被告既無
法預見或可得預見詐欺集團成員將使用其新光銀行
帳戶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具，尚難遽認被告有幫
助詐欺取財之故意。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二)

• 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2214號刑事判決。

李○○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
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 案件情節

李○○於民國107年10月19日前之某日，接到來電自稱為高雄
市楠梓區加昌路上之「快樂龍」電子遊樂場，有大量資金匯
入需要租用帳戶，故加入LINE暱稱「段坤」之真實姓名年籍
不詳成年人士為好友，並依「段坤」指示在高雄市○○區
○○路0號之高雄捷運世運站，將銀行帳戶之存摺、金融卡交
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女子，再以LINE將密碼告訴「段
坤」。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二)

• 法院認定有罪之理由

被告所患自閉症為輕度，症狀表現為社會適應能力輕
度障礙，或語言功能輕度障礙，亦有卷附高雄市○○
區身心障礙者鑑定表可參，是被告並未因輕度自閉症
而影響其智能或精神上對事物之認知能力。

本院認被告於本案發生時之精神狀態未達於辨識行為
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程度。被告
及辯護人所辯上情，並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2項不
罰或減輕其刑之要件。



刑法規定

• 刑法第19條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
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
不罰。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
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
刑。

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
適用之。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三)
•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260號刑事判決

張○○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執行檢察官之
指示前往醫療院所或機構完成精神治療，緩刑期間付保護管
束。

• 案件情節

張○○罹患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合併智能障礙。其於民國106年
11月12日某時許，自某姓名年籍均不詳，綽號「小李」之成
年男子處，取得林○○所之信用卡後，明知未取得林○○之
同意或授權，盜刷信用卡購買商品，並於盜刷購買商品時，
在信用卡簽帳單上偽簽簽名而偽造信用卡簽帳單，表示上開
信用卡之持卡人同意消費，致該店店員陷於錯誤，誤以為係
本人刷卡消費，而交付商品與張○○。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三)

• 法院認定有刑法第19條第2項之適用

法院認定被告為自病症類群障礙合併智能障礙
之病人，且心理衡鑑顯示被告因為認知功能不
足和衝動控制差，常有環境適應的困難，無法
獨立生活。又被告犯罪時受到自閉症與智能障
礙的影響，有辨識能力及控制能力顯著降低之
情形。



緩刑？監護？保護管束？

• 審酌被告現於中山醫院持續定期回診就醫等情，業
據其供述在卷（見本院卷第364頁），病情較為穩
定，且被告受上開刑之宣告應已知所警惕，應無再
犯之虞，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復為確
保被告能規律就診接受治療及按時服藥，避免再度
因其所罹患之上述疾病而犯罪，另依同法第74條第
2項第6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接受精神治
療，及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
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以勵自新。



緩刑規定

• 刑法第74條第1項

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
情形之⼀，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
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

⼀、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
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者。



緩刑規定
• 刑法第74條第2項
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為下列各款事項：

⼀、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支付⼀定之金額。

五、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
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保護管束

• 刑法第93條第1項

受緩刑之宣告者，除有下列情形之⼀，應於緩
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外，得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
束：

⼀、犯第九十⼀條之⼀所列之罪者。

二、執行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所
定之事項者。



保護管束

•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4條

保護管束，應按其情形交由受保護管束人所在
地或所在地以外之警察機關、自治團體、慈善
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執
行之。

法務部得於地方法院檢察處置觀護人，專司由
檢察官指揮執行之保護管束事務。



保護管束

•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5-1條第1項

檢察官應告知受保護管束人所應遵守之事項，
並指定日期，命往執行保護管束者之處所報到。

•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66條

執行保護管束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得指定
其遵守⼀定之事項；受保護管束人不遵守時，
得予以告誡，或報請指揮執行之檢察官為適當
之處理；必要時，得限制其自由。



緩刑？監護？保護管束？

• 本院審酌被告現於中山醫院持續定期回診就
醫，已有穩定治療及家庭環境之支持，應可
減低其再犯之機率，佐以被告本次犯行造成
之危害非鉅，且其犯罪情節尚非對於公共安
全造成危害，如限制其行動自由達於監護之
程度，恐不成比例。本院斟酌上情，認應無
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尚無於刑之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再令被告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之必要，併此敘明。



監護

• 刑法第87條

因第十九條第⼀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
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
護。

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
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
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
之執行前為之。

前二項之期間為五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
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監護

• 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

因有刑法第十九條第⼀項、第二項或第二十條
之情形，而受監護處分者，檢察官應按其情形，
指定精神病院、醫院、慈善團體及其最近親屬
或其他適當處所。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四)

• 患者盜取信用卡且刷卡消費及預借現金。

• 患者對於竊取他人金錢，雖可以理解「買東
西要付錢」之簡單交易概念，卻缺乏「未經
允許拿取別人金錢的法律後果」之理解能力。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四)

• 再者，個案本身也無法透過流利⼝語表達去完整闡
述自身的困境與行為模式，亦無法尋求其餘資源促
進自身的社會參與。並且近年來個案多數時間是獨
自⼀人，加上長期欠缺適切地社會化與早療引導，
導致個案面對⼀般社會情境與物質誘惑時欠缺自我
控制與道德規約。

• 判決結果：法院認為仍應成立犯罪但依刑法第19條
第2項減輕其刑。(參考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易
字第1410號刑事判決。）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五)

• 自閉症患者稱有⼀網路賣家打電話告知他網路購衣
服，多訂了12筆交易，宣稱要幫其取消該交易，嗣
有自稱中華郵政的人打電話向其確認帳戶是否能轉
出去，並要患者至711操作ATM 。

• 鑑定報告認定「中度自閉症」、「輕度智能障礙」

• 法院認為⼀般人都可能陷於錯誤，遑論患者。

• 判決結果：無罪。

(參考宜蘭地方法院107易719號刑事判決)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六)

• 同事向自閉症患者稱可申辦⼿機門號領現金8000元，
患者答應後同事向亞太電信申辦高額月租費攜碼方
案，取得⼿機後再另行販賣予通信行取得8000元。
身障⼿冊載明「中度自閉症」。

• 法院認定同事利用患者中度自閉症智慮不充分，對
事物不能為合理分析與利害判斷，而使其財物處分
引發損失，構成乘機詐欺得利罪。(341)

• (參考宜蘭地方法院107易719號刑事判決)



自閉症患者遭起訴案例(七)

• 患者(兼思覺失調症)遭他人利用而以名下不動產設
定抵押200萬元，均交付予他人作為投資使用中度
身障⼿冊認定有思覺失調症及自閉症狀。

• 法院認定患者因疾病緣故根本沒有能力辦理設定抵
押權程序，也不可能知悉申辦後的法律效果，該他
人利用患者上開疾患智慮不充分，對事物不能為合
理分析與利害判斷，而使其財物處分引發損失，他
人係構成乘機詐欺取財罪。

• (參考彰化地方法院108訴字第111號刑事判決)



法律扶助基金會可以幫您什麼？



法律扶助基金會

• 法律扶助，乃指對於需要專業性法律幫助而又無力
負擔訴訟費用及律師報酬的人民，予以制度性的援
助，以維護憲法所保障人民的訴訟權及平等權等基
本人權。

• 弱勢民眾，如有法律上的需求，諸如法律諮詢、法
律文件的撰寫，或者是請律師代理民、刑事及行政
訴訟，而無力負擔律師費用或訴訟費用的話，法律
扶助基金會將予以協助。

• 目前共22個分會佈於全國為經濟弱勢的民眾服務。



法律扶助基金會可以幫您什麼 ?

法律諮詢 調解、和解之代理 法律文件撰擬

訴訟、非訟、仲裁及其
他事件之代理、辯護或

輔佐

其他經基金會
議決之事項

其他法律事務上必
要之服務及費用



法律諮詢

• 單純詢問律師法律問題，不限任何資格都可
以做法律諮詢。

• 諮詢方式：

1. 電話法律諮詢

2. 現場面對面法律諮詢

3. 視訊法律諮詢



電話法律諮詢



誰可以申請法扶律師？

無資力者 因其他原因無
法受法律保障

者
不限國籍



申請法扶律師打官司，要通過以下審查

• 資力審查：全戶財產、所得在⼀定額度以下
(符合法扶基金會的標準)

• 案情審查：您的主張需要有道理，有扶助的
空間







檢警訊問律師到場陪訊服務



課程結束~

感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