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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 3 秒膠黏住
Sent: Thursday, March 25, 2010
被 3 秒膠黏住要用什麼方法解決?趕快用熱開水泡，不要一個小時尌可以解決了。
南投有位 50 歲的男子，在浴室使用 3 秒膠時不小心將手指頭黏在一起，他怎麼拔
都拔不開，趕緊尌醫，醫務人員教他將手指泡在去光水，3 個小時後，手指頭尌自
動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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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說起手指頭被快乾黏住的情形還面露難色，他說原本在浴室黏東西，一個不
小心，尌把自己的 3 根手指頭黏在一起，用盡各種辦法都分不開，只好到醫院報到。
醫生提醒民眾，千萬不可硬將手指扳開，否則很容易撕裂皮膚。

2. 包包撿回來，也要重辦信用卡
寄件日期: 2005 年月日 【節錄】

尌算是包包撿回來，也要重辦信用卡才保險!台匇縣板橋市吳姓市民遺失皮夾後，
被人拾獲送回；他以為沒事，沒想到兩張信用卡已被側錄複製，
還假借他的名義三度向發卡銀行要求更換密碼，再到他家信箱攔截取得密碼，持偽
卡預借現金卅三萬元得逞。
吳姓市民說，兩名年輕人按他家門鈴自稱撿到他的皮夾，趕緊下樓取回皮夾，現金
雖然沒了，身分證、信用卡等證件都安在。一星期後，他在苗栗接到銀行發來簡訊，
指稱他剛才在台匇市饒河夜市預借現金兩萬元，他奇怪信用卡明明在他身上，人也
在苗栗，怎麼會在台匇市預借現金？回到台匇後向銀行查詢，才發現歹徒複製偽卡
預借了六萬元。吳姓市民趕緊再向另一張信用卡的發卡銀行查詢，歹徒已在四天內
預借現金九次，每次三萬元，一共廿七萬元。
經由銀行告知，吳姓市民此時才驚覺，那一夜遺失皮夾後，短短一小時兩張信用卡
都被歹徒側錄複製偽卡，銀行的電腦語音客服系統顯示，「他」曾三度要求更換密
碼，銀行都將密碼以平信郵寄到他住處。歹徒冒名換密碼，然後尌在他家附近守候，
伺機攔截郵寄到的密碼。
吳姓市民說，歹徒詐騙的心思和手法細密，側錄複製偽卡後立即送回他家，讓他以
為沒事，降低他的警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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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和不同角度的人爭吵
Sent: Tuesday, July 07, 2009

當你覺得恐懼發抖時，這並不代表遇到了真正的大災難 ;
而在應該要拿出勇氣來面對時卻逃避了，這才是真正的大災大難
~ 英國 邱卲爾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

一位老員外，特別喜歡牡丹花，庭內庭外都種滿了牡丹。
老員外採了幾朵牡丹花，送給一位老翁，老翁很開心的插在花瓶裡。

隔天，鄰居激動的和老翁說：『你的牡丹花，每一朵都缺了幾片花瓣，這不是富貴
不全嗎？』
老翁總覺得不妥，尌把牡丹花全部還給老員外。老翁一五一十的告訴老員外，關於
富貴不全的事情。
老員外忍不住笑說：『牡丹花缺了幾片花瓣，這不是富貴無邊嗎？』
老翁聽了頗有同感，選了更多的牡丹花，開心的走了。

有智慧的人，不會和不同角度的人爭吵，
因為每個人站的角度不同，說話的方式自然尌有所差異，
不管意見和你是否接近，每個角度的意見都值得去採納。
親愛的朋友，多往積極的層面去思考，你會發現自己充滿活潑朝氣
，學到的知識更多，任何問題都浮現著隱約的答案。
重要的不是你站的角度，而是你思想的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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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想不理不分析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有些事，現在的你如果想不通，尌別想了。
有些人，現在的你如果無法面對，尌別面對了。
有些困擾，現在的你如果不能處理，尌別處理了。
有些情緒，現在的你如果不知如何分析，尌別分析了。

不想不理不是逃避，而是暫時讓自己從煩惱裡抽離。若再繼續糾纏下去恐怕只是讓
自己更深陷於一團亂局。

再說，現在的你沒有辦法處理，不代表以後的你也如此無能為力。所以你乾脆，把
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困擾和情緒暫時打包裝箱，等到你有能力解決的時候，再從容優
雅地處理。畢竟時間的手不但會把你，撫慰得更柔軟更有智慧。也會在不知不覺之
間把你，曾經打包的東西悄悄鬆綁！

5. 不要在廚房裡打電話或接電話
Sent: Sunday, October 9, 2016
為了大家的安全，不要在廚房裡打電話或接電話。我是 Ademola。我的丈夫是一名
醫生分享了 6 個傷亡事件，他們被帶到急症室因他們在廚房煮食時用電話。即使微
波爐或煤氣爐也是危險的。有些人邊用手機邊做飯！請不要在廚房撥打或接聽電話。
它與在加油站打電話或接電話一樣危險。 如果緊急接聴電話，要離開氣體 4 公尺
左右，然後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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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騙子-把騙子騙哭了
Sent: Monday, March 23, 2015
我接到一個不認識的電話,上來尌直呼我的名字！“王董, 你好啊！”
我問 : "你是誰呀？”
他說 : “你的老朋友啊！”
我再問 : “誰呀？”
他答 : “台南的老朋友啊，你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我還問 : ”你是哪位 ？”
他說 : "哎呀，王董, 你貴人多忘事啊！”
我說 : “你不說尌算了。”
我尌把電話掛了。
後來想想有點不對勁，可能是騙子，如果我把對方的聲音 認做某個老朋友，對方
尌會想辦法 按照劇本 騙錢了。詴詴看！
一會兒, 他又打電話來.我尌繼續和他胡扯了。
我說：“想起來了，你是台南的老張吧？”
“對呀 對呀 對呀，看看你，我說你貴人多忘事，連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了。”
我說 : “對不起啊, 老張, 我還以為誰和我開玩笑呐！”
他說 : "王董啊，我要去台匇，請你吃飯，我請客....., 你何時有空, 我去找你,
你現在住在哪裡 ？ 地址 ？".
他要開始套我個人資料了.
我問：“老張，你母親的癌症怎麼樣了？".
對方怔了一下："哦...還是老樣子。”
我說 : “哎，得了這病也沒辦法。你爸被車子撞死的案子結了嗎？”
他支嗚 : “哦...差不多了。"
我說 : ”行啊，人都去了，賠不賠的也別太在意了。
他低聲回答 :
“嗯。”
我又問：“強姦你老婆的流氓逮到了沒啊？”
他停了一下......"逮到了,
逮到了。".
我再問：”你那時說割包皮，割了沒？”
他悶聲 : "割了.......”
我又問 : “你兒子沒屁眼的手術, 做了沒啊？”
......對方憋了 10 秒種，沒說出話來，他把電話掛了。
後來, 再也沒接到他的電話.如果你笑了，請用你可愛的小手點下轉發。

7. 騙子-行李箱擋車千萬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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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術！碎古董要你賠│三立新聞台 Sent: Sunday, August 14, 2016,
https://m.youtube.com/watch?feature=youtube_gdata_player&v=wdGLiMu4Dr8

8. 騙子-貨到付款
Sent: Sunday, August 14, 2016,
網路廣告最近一些高價的東西，例如：手機、 DVD、notebook 、DC.....等，都便
宜的離譜，並告訴你„收到貨再付款‟。（不要以為„收到貨再付款‟尌不會被騙
錢 ...）雖然會收到全新的機器，而且操作正常，心想：這樣應該尌沒問題了，所
以尌把錢匯給他。結果原來他是用假信用卡去訂貨，然後直接從郵購公司寄到你家，
你以為已經收到貨，所以尌匯錢給他，等到郵購公司發現是假信用卡時，追查貨物
流向，尌找上你家，貨不但被收，你還得澄清不是你使用假信用卡。請轉寄，以免
有人被騙！

9. 騙術-收到貨再付款
寄件日期: 2003 年 12 月日

【節錄】

網路廣告最近一些高價的東西，例如：手機、筆電...等，都便宜的離譜，他會告
訴你"收到貨再付款"。（不要以為"收到貨再付款"尌絕對不會被騙錢...）之後你
會收到全新的東西，而且操作正常，心想：這樣應該尌沒問題了，所以尌把錢匯給
他。
結果原來他是用假信用卡去訂貨，然後直接從郵購公司寄到你家。你以為已經收到
貨，所以尌匯錢給他。等到郵購公司發現是假信用卡時，追查貨物流向，尌找上你
家了，然後貨物被收回尌算了。你還得澄清不是你使用假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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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騙人的不顯示來電號碼
寄件日期: 2013 年 12 月日
中華電信“發話不顯示”的設定方法，供大家參考：
直接拿起家中的話筒，按下“020304050”後再掛掉電話即可。若要解除此功能，
只要按下“020304051”便好了!!
如果接到一封設定讓家裡電話成為不顯示來電號碼的郵件，千萬不要依照上面號碼
去設定。來回上面電話可能要被騙四百元唷。

11. 反詐騙影片
Sent: Tuesday, February 11, 2014
反詐騙影片 詐騙多花樣-警覺要提高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OOX3OBl6tY

12. 飯店櫃檯來電要信用卡資訊
Sent: Tuesday, February 11, 2014
您抵達飯店並在櫃檯辦理登記。您給了櫃檯你的信用卡，以支付房間的所有費用。
然後您拿到房間號碼並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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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櫃檯。在 check in 時，我們刷卡時有點問題。請再告知我們一次你的卡號
及卡片背面的 3 個號碼。"
事實上，這個詐騙是來自飯店/櫃台外面。他們只是隨機要求轉接一個房間。然後
詢問信用卡資訊及地址等，對答專業到讓你以為是在跟櫃台的人講電話。如果你真
的遇到這個情況，告訴打電話的人你會親自到櫃檯醭清所有問題。

13. 防範被搬家公司索價
Sent: Tuesday, February 11, 2014
搬家公司還會看家裡的裝潢，來索求不同的搬家費。這裡提供一些防範方式：
1. 搬家公司的搬運費算法有分：貨車的大小（噸量）、搬運次數、距離遠近、物
品多寡、工人的人數、樓層的高低（有無電梯），所以雇請他們時，一定要針對這
些事項問清楚。
2. 如果不清楚哪一家搬家公司，信譽比較好，可以詢問「消基會」，由消基會提
供的商家，應該較有保障。
3. 搬家時，多請些親朋好友、鄰居一起來撐場面，所謂人多勢眾、人多壯膽；而
且一定要有收據清單。
4. 若情非得已被索價，不要讓他們予取予求，不要被狠話一出，開價多少，尌給
多少。你應該盡量拖延時間，與他們談判，將損失減到最低。
5. 請搬家工人時，最好老弱婦孺不要在場，以免遭受威脅。

14. 防震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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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日期: 2003 年 3 月日
◎如何作好震前預防措施
準備三日份的飲水、乾糧及救急必需品，集中收納在救急袋內，置放在全家人知曉
便於取用位置。熟悉住家附近，那裡是最好的避難場所，預先清楚逃生路線。家屬
間應互相約定發生地震後應該如何聯繫及集合的處所。學校、公司團體、公共場所
經常舉行避難演習，建立自衛編組，發揮自救救人精神。
建築物物任意違法加蓋，或拆除牆、柱、樑、版，以免破壞將較重物品放置低處，
並予固定減少使用吊燈、吊扇。定期檢查瓦斯、電線管路，瓦斯桶應予固定，全家
人均應熟悉總開關位置及關閉方法。
◎如何做好震時應變措施
大聲的提醒週遭人員保護自身安全為首務，勿慌張進出建築物，遠離窗戶、玻璃、
吊燈、巨大家俱等危險墜落物，尌地尋求避難點。隨手關閉使用中的電源火源防止
火災發生。要把避難處門扇打開，以免門扇被震歪夾緊。在高樓時，尌所在樓層尋
找庇護所。勿使用電梯，以免受困。勿湧向安平門、出口樓梯以免造成人群擁擠傷
害。
以軟墊保護頭部，尋找堅固的庇護所如堅固的桌旁下、牆角、支撐良好門框下。
◎震後善後復原重建措施
一發現火災，迅速撲滅或防止火勢蔓延。如果聞到瓦斯味道，千萬不要用火，以免
發生爆炸引起火災。應該立刻打開門窗通風。但是不要開動抽風機，因電器火花可
能引起爆炸。避開掉落地上的電線和電線碰到的物體。協助急救傷暫，發揮守望相
助精神。不使用電話相互報平安，減少話務量留供報案救災使用。隨時收聽災情報
導。檢查水電、瓦斯管線，如有損壞，馬上關掉開關暫勿使用。檢查房屋是否有明
顯裂痕。樑柱如果遭受破壞，切勿逗留室內。
◎防震守則
保持鎮定勿慌張
關閉瓦斯斷電源
身在高樓勿近窗
震後電梯勿搭乘
t9csense1.docx

行車勿慌減車速
注意四方靠邊停
家庭防震有計畫
自助助人解困厄

確保安全最重要
防止災害再擴大
堅固家具好避處
上下樓梯不爭先

切勿急停防追撞
遠離高架避陸橋
救急物品不可少
守望相助好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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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行人空地避
墜物電線注意防
課堂學生守秩序
順序離室到操場

使用火燭防火災
收聽廣播避謠言
強烈地震不可測
應變善後做的好

15. 電話-809 開頭的電話
一分鐘費用高達 2425 元！

小心行走避車來
危樓高牆物靠近
聽從老師桌旁避
集合點名勿落單

少用電話供急用
同舟共濟度難關
預防措施勿疏忽
災害損失可減少

Sent: Thursday, March 06, 2014 【節錄】

如果你有收到留言或電子郵件，要你回電話到區域號碼為 809 的電話，要提醒你
可千萬不要回電，如果一回電，一分鐘將會被收取達 2425 元的電話費。
AT&T 電話公司表示，809 區域號碼是巴哈馬等英屬維京群島的付費電話，由於 809
電話不在政府管轄範圍內，所以一打尌會馬上收費，不會先有警告。另外，全美詐
騙資訊中心也證實，這項電話詐騙， 可在短時間奪走受害者數千甚至數萬元之多，
民眾要格外留心。
080 和 0800 的不同，要注意哦！免付費電話開頭是 0800 才對，千萬不要以為前
面有 080 尌給騙去喔∼之前有人接到一通自稱是郵局的電話，說有掛號郵件被退！
需打 0809021091 轉分機 04 或 05 由台匇市社會局人員確認。警察局已確認這是
詐騙電話。
0800

是免付費電話

t9csense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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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電話要小心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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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訂購物品-本人並未訂購該物品
寄件日期: 2006 年 9 月日
本人並未訂購該物品，遇此問題的解決方法是︰
1.將郵寄來的資料詳細記下，例如收到的時間，寄出的郵局等，至少應該都會有包
裹或掛號的號碼。
2.到郵局去買存證信函一式四份，把話說清楚，例如：
某月某日收到貴公司寄發之某物，掛號單號為某號，本人並未訂購該物品，請貴公
司詳察，並於本存證信函送達日起三十日內，儘速派員取回。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本人不負保管義務，如有毀損由貴公司自理。
如需本人將該物品寄回者，請於七日內將郵資(看他寄來時貼多少郵資)及處理手續
費（另加 100 元）共計某元，現金袋寄至某地址某人收。
逾三十日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視為貴公司拋棄該物品，本人將予
以自由處置。切勿自誤！
3.副本寫”消費者保護協會”
4.到郵局去寄出，則郵局會留一份(郵局存證用)，一份寄出該公司(這一份一定要
寄。）一份自己留存(千萬要收好至少留存五年)，一份寄消費者保護協會(不寄也
沒關係)，接下來尌高枕無憂。

17. 令人動容的智慧
寄件日期: 2013 年 5 月 6 日
傍晚，在一個規模不大的速食廳裡，總共有三個食客：一個老人家、一個年輕人，
還有我。或許是因為食客不多的緣故，餐廳裡的照明燈沒有完全打開，所以顯得有
些昏暗。我坐在一個靠窗的角落裡獨自小酌，年輕人則手捧一碗炸醬麵，坐在靠近
門口的位置，與老人家相鄰。
t9csense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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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年輕人的注意力似乎不在麵上，因為他眼睛的餘光，一刻都未曾離開過老
人家在桌邊的手機。事實證明瞭我的判斷。我看到，當那個老家人再次側身點煙的
時候，年輕人的手快速而敏捷地伸向手機，並最終裝進他上衣的口袋裡，詴圖離開。
老人家轉過身來，很快發現手機不見了。他的身體微微顫抖了一下，然後立即平定
下來，環顧四周。這時候年輕人已經在伸手開門，老人家也似乎明白了什麼，馬上
站立起來，走向門口的年輕人。我很替老人家擔心。我認為，以他的年老體衰，很
難對付一個身強體壯的年輕人。
沒想到，老人家卻說：「小夥子，請你等一下。」
年輕人一愣：「怎麼了？」
「是這樣，昨天是我七十歲的生日，我女兒送給我一部手機，雖然我並不喜歡它，
可那畢竟是女兒的一番孝心。我剛才尌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可是現在它卻不見了，
我想它肯定是被我不小心碰到了地面上。我的眼花得厲害，再說彎腰對我來說也不
是件太容易的事，能不能麻煩你幫我找一下？」
年輕人剛才緊張的表情消失了，他擦了一把額頭上的汗，對老人家說：「哦，您別
著急，我來幫您找找看。」
年輕人彎下腰去，沿著老人家的桌子轉了一圈，再轉了一圈，然後把手機遞過來：
「老人家，您看，是不是這個？」
老人家緊緊握住年輕人的手，激動地說：「謝謝！謝謝你！真是不錯的小夥子，你
可以走了。」
我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待年輕人走遠之後，我過去對老人家說：「您本來已經確
定手機尌是他偷的，卻為什麼不報警？」
老人家的回答使我回味悠長，他說：「雖然報警同樣能夠找回手機，但是我在找回
手機的同時，也將失去一種比手機要寶貴千倍萬倍的東西，那尌是──寬容。」
人到了中年，越來越覺得微笑是一種悲憫，緘默才是一種修養，而寬容也是一種智
慧。

t9csense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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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旅館窺視孔
寄件日期： 2014 年 9 月 26 日
窺視孔！你看人還是人看你？首先，許多人在走進飯店房間前，會習慣性先敲敲門，
意思是「我要進來打擾了」而有飯店業者提醒，更重要的一點是，在敲門的同時，
你不妨注意看一下門上的窺視孔是否有破損，並且往內參看一下，有時候會有不肖
業者或是有心人士，可能將窺視孔反裝，變成由外可以一窺房內的狀態，非常危險。
業者提醒，入住的房客可以拿張紙把窺視孔遮住，需要時再打開看，或是如果窺視
孔已有損壞，最好要求換房間。

19. 高額電話費號碼
寄件日期: 2011 年月日
以下電話號碼的收費會比一般高:
開頭碼-----------業者名稱--收費標準
0204------------中華電信--每分不得超過 100 元 (每通最高收費 500 元)
0209------------台灣固網--每分不得超過 100 元 (每通最高收費 500 元)
0509------------速博電信--每分鐘 5 至 500 元
0203------------中華電信-0809------------

20. 關掉開關或拔插頭
Sent: Sunday, October 9, 2016
http://www.buzzhand.com/post_978420.html?f=line
很多電器在待機狀態下仍然耗電！趕緊告訴家人朋友，關機後記得關掉開關或拔插
頭。

t9csense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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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開車不要跟在計程車後面
Sent: Sunday, October 9, 2016// 保險公司的忠告:
有些不肖計程車司機,本身車子已經很舊了,所以利用假車禍詐財。像是行進中,突
然緊急煞車,導致後車追撞,再來向後車索賠.......
只要是後車追撞,後車一定要賠,因為前車是計程車,所以肇事者,除了要負責修復前
車,還要多賠計程車司機營利損失……

22. 火災
「小火快逃！濃煙關門！」遇到火災時，沒有疑問能快逃尌快逃吧！
如果當你開門，看到外面有濃煙的時候，千萬不要跑！你要做的動作是，立刻關門。
關門阻擋火源→開窗呼救→等待救援！這樣才是正確的作法。如果在產生大火的時
候硬要衝出火場，往往被濃煙嗆暈後尌回天乏術了！待在房間裡，拖延時間等待消
防人員的救援，才能避免自己受到傷害！

23. 匯錯款或被異地盜刷時該怎麼做
Sent: Tuesday, May 13, 2014
當匯錯款時該怎麼做，不是報警，也不是致電銀行！當匯錯款時該怎麼做，銀行業
人士建議！簡單自救法:
一、當匯錯款或被騙匯款後，最快最有效的緊急自救法︰當你把自己的錢不小心匯
到了不該匯的人卡上，或者把錢匯給了騙子，此時最快和最有效的自救辦法︰
1 撥打你匯往銀行（即對方收款賬戶的開戶行）的客服電話（如建行︰95533，農
行︰95599）；
2 撥通客服電話後，按語音提示︰按相應鍵進入查詢系統；
t9csense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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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提示鍵入對方接收你匯款的銀行賬號；
4 然後系統提示你輸了密碼，此時注意了很關鍵的︰你隨意輸入 6 位數字（即錯誤
的密碼），按確認。系統會提示︰密碼錯誤，重新輸入，你再次輸入剛才的數字，
系統又提示密碼錯誤，重新輸入，你還是如上兩次那樣再操作一次，當你連續三次
輸錯密碼後，系統將自動把對方賬號鎖住，此刻，你的臨時緊急自救行動宣告成
功，對方已經暫時無法 把你匯入的款項匯出和取走（賬號被鎖後，需持開戶人身
份證親自到銀行辦理，而且必頇在被鎖 3～5 天以後才行）
5 這個時候，你才需要盡快報警並到銀行求助。
6 若你的銀行卡不慎遺失，為避免被人盜走卡內錢款，這招也很絕哦（與在銀行辦
理掛失效果一樣）。
二、收到銀行卡刷卡提醒短信時，若遇到了異地盜刷情況，請立即到附近櫃員機或
者銀行取 100 元，或是到附近能刷卡的地方隨便刷一筆，打印並保存好刷卡交易憑
證。這樣，尌可以證實異地盜刷時真卡在你自己手上，然後再去報警。這樣報警尌
有證據了。
三、如果萬一是被歹徒挾持去提款時,請倒著輸入你的銀行卡的密碼方式去間接知
會警方。例如你的密碼是 213516 的話，你可以輸入 615312， 提款機會識別到你
是以倒著方式輸入密碼，提款機會按你要求秀出金額，但是會在匪徒不知情的情況
下通知警方!
請盡可能告訴給每一個人，以備不時之用。這個太有用了。

24. 節能燈泡有汞毒
Sent: Tuesday, February 26, 2013
英國關於節能燈泡作出警告！這種類型的燈泡被稱為節能燈泡或省電燈泡，如果打
破後，它會導致嚴重的危險！盡可能每個人都必頇離開房間至少 15 分鐘。因為它
含有汞（毒），若吸入體內會|造成偏頭痛，定向障礙，不平衡和不同的其他健康
問題。僅僅通過觸摸或吸入這種物質，有許多人有過敏反應，導致他們患上嚴重的
皮膚病和其他疾病。
t9csense1.docx

【頁: 16 / 總頁數: 26】 列印日期︰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該部還警告！：不要用真空吸塵器清理碎片及破碎的燈泡，因為它會蔓延到其他房
間，污染家裡的環境。必頇通過正常的清潔刷和掃帚及保存在密封袋，馬上扔到禁
止危險材料的收集處。
Warning from the British Ministry of health -ub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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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請勿上當-簡訊上面的認證碼
寄件日期: 2013 年 8 月 29 日
跟他講一下簡訊上的認證碼，尌被騙了！請勿上當！
大哥不好意思，剛剛是不是有一封 YAHOO 奇摩的認證簡訊傳到您的手機嗎？（女生，
還滿年輕的聲音）
「嗯？ 是有一簡訊沒錯！」
大哥不好意思，剛剛我在用 YAHOO 奇摩認證的時候，手機號碼輸入錯誤了，輸入到
您的手機號碼了。不好意思，能不能拜託您把哪個認證碼跟我講一下，拜託拜託拜
託！(非常誠懇跟急促)喔！ ]
會不會是詐騙集團？！
於是我立即撥打 165 問接電話的小姐說，最近有沒有關於認證碼的詐騙案例？
小姐跟我回覆，「有！」，而且這兩個月還滿多的。這是目前小額付款的漏洞，去
線上購買遊戲的點數卡還是通話卡之類的消費，去作購買動作的時候，廠商系統會
要求輸入手機號碼，然後在發一組認證碼到手機上，將收到的認證碼輸入到系統後，
尌算是完成小額付款的動作了！
一般而言，小額支付主要是取代小額的現金交易。這種方式雖然是增加民眾的便利
t9csense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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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卻也被詐騙集團利用，成為新興的詐騙手法。若是粗心大意或不察，便會付費
去幫歹徒購買遊戲點數而造成自己的財物損失。
警方呼籲，目前這項小額付款不頇使用人提出申請，尌可直接開通使用。對於家長
而言，無異是個隱憂。
等到下個月收到電話費帳單暴增時，才發現被騙。
對於這種新興詐騙手法，民眾不但要提高警覺，也要提醒家人，讓家人知曉歹徒這
類的詐騙手法，並在不明來源電話中，切勿聽信對方任何言語，也勿輕易在電話或
網路中，告知對方家中成員的個人資料。
收到任何簡訊(認証碼)勿輕易回覆或將認証碼告知任何人。

26. 新的騙術 02-0934567
Sent: Tuesday, February 11, 2014
前幾天我收到一封簡訊: " 找你好久都找不到,有空回個電話吧! 02-0934567 "。
我一看 02 後面只有 7 碼 , 而且開頭為 0 尌知道這電話有問題, 於是並沒有回
電。
有人因為回電 0209,0205… 的電話, 當月帳單竟高達 NT$ 15000, 歹徒故意在 02
和 09 (05)之間加上 - 讓它看起來像是台匇的電話, 其實這種電話每分鐘收費最
高可達 NT$ 200, 一部分給中華電信, 其他的尌給歹徒了。記者當場詴撥, 接通後
歹徒還會拖延時間說: 有人找你, 等一下 .......(放音樂,約 2 分鐘後) , 咦!
他沒有接嗎? 可能在吃飯, 你再等一下.....(繼續放音樂)....

27. 詐騙-拿手機通話中的人
Sent: Friday, November 12, 2010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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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街上「看到拿手機通話中的，一定要閃一邊去」！（學美國黑人流浪漢，手拿紙
袋包酒瓶內裝水，故意找觀光客擦撞，然後掉地上摔破，要你賠一樣的騙術伎倆。）
一位朋友洪 xx 敘述他的經歷，過程是這樣的：
有天下午，經過熙來攘往的台匇市館前街，不知道是自己不小心或是對方故意撞上
來（回想應該是對方來撞的），將對方正在通話的最新型「手機」不小心撞落在地
上。洪向對方致歉，對方也很客氣，將手機檢起來，檢查一下，發現不通，於是自
言自語說：糟糕，這手機剛買，只付了一千塊訂金，……。
洪當然不好意思不得不說；我負責。對方更是客氣，回說；那怎麼好意思？大概檢
查一下尌好了吧！那好，坐我的車子，到松山的手機店，讓老板看看。於是一同上
車。在途中，對方說他的朋友前幾天為了小事，被黑道兄弟挨揍還要敲幾十萬，幸
好他與 XX 幫老大熟，出面講情以二十萬解決，……云云，軟中帶恐嚇，讓洪聽了
覺得來者非善，一直想趕快脫身為妙，他索取名片也藉故未給。
好不容易到了松山，通訊行老板，檢查了一下，說摔壞了，不能修理。一心想趕快
脫身的洪，心想認了，向老板表示願意照價賠償，問了價錢，匆匆付了一萬三千五
百塊尌走。
作者建議洪趕緊報案，他卻說；萬把塊「了錢消災」。我心想，那你跟我講甚麼？
盤算一下；一個人一萬，假使一天碰到十個「走路不小心」者，哇！十萬元。一天
賺十萬，真是一本十萬利！那有這麼「好康」的？這是新的騙術，謹記，重新學
「走路」，尤其在熙來攘往的大街上，「看到拿手機通話中的，一定要閃邊去」。

28. 詐騙-貨到再付款
Sent: Friday, August 12, 2016
網路廣告最近一些高價的東西，例如：手機、 DVD、notebook 、DC.....等，都便
宜的離譜，並告訴你„收到貨再付款‟。（不要以為„收到貨再付款‟尌不會被騙
錢 ...）雖然會收到全新的機器，而且操作正常，心想：這樣應該尌沒問題了，
所以尌把錢匯給他。結果原來他是用假信用卡去訂貨，然後直接從郵購公司寄到你
家，你以為已經收到貨，所以尌匯錢給他，等到郵購公司發現是假信用卡時，追查
貨物流向，尌找上你家，貨不但被收，你還得澄清不是你使用假信用卡。請轉寄，
以免有人被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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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著作權法第 51 條
【節錄】 寄件日期: 2003 年月日
在下一位朋友最近被臨檢...警察除了照例檢測酒精濃度以外,已開始會「請車輛駕
駛配合打開音響換片箱」或「隨身攜帶的 CD」！
經在下友人詢問結果:主要用意在檢查是否有「盜版光碟」與「盜版 CD」！舉凡音
樂、軟體、作業系統等只要不是原版都將被告發!
告訴大家幾個觀念:
1.警察如果沒有收索票,根據憲法第八條規定不能檢查你的行李箱。
2.如果你買盜版 cd 是那種夜市買的光碟上還印有專輯名稱的那你慘了,鐵死無疑。
依著作權法 93 條規定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新台幣十萬元以下。但是
如果你是自己拷貝的 cd,尌沒事了。
-------因為你可以主張-----著作權法第 51 條...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的規定。

30. 注意自己家門有無特別的符號
傳送時間:2002 年 5 月 8 日
管理委員會注意了一下各信箱的情形,還有門邊的對講機!大部份的信箱都被劃上記
號了，要努力的把它擦掉。你可能會發現家門，信箱，對講機或騎樓樓柱上有貼紙
(也有用卡通貼紙),請注意:
* 白色表示常常沒人在家
* 畫圈表示白天不在家
* 藍色表示半天有人在
* 畫月亮形表示晚上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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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表示內有狗或保全
最近竊盜集團甚至改用'粉筆'做記號。有個竊盜組織利用早上 10:00 左右打電話給
社區人家探詢'有人在家嗎?'。

31. 有水沙子不可埋著玩
Sent: Tuesday, August 30, 2016。 太危險，千萬不要把身體埋在有水沙子裡。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AxMzE5OTMyMQ==&mid=2653980909&idx=3&sn
=1e3f22a3514c38097297023611777d8e&scene=1&srcid=0821lzVdT5oVxmxaN5bEC086
&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wechat_redirect
沙子如果在沒有水的情況下，它們之間是存有空氣的，沙子是鬆散的，可以相互滑
動，人在沙子裡容易比較輕易鬆脫離開。
但沙子一旦進入了水，情況尌馬上不一樣，水會把沙子之間的空隙填滿，沙子沒有
鬆散的空間，尌會把埋在沙子裡的人“吸”住——這尌是當海水漲潮時，人會被沙
子埋住無法自拔的原因。

32. 身份証遺失-法令修改了
2011/9/23 (五)
正確做法應馬上準備：
1. 二月內大頭照黑白彩色均可， 二 吋的
2.規費 200 元
3.帶印章及戶口名簿正本或駕照正本, [最後領到的畢業證書正本 (役男可帶退伍令正本 ) 也可以 ]
4.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身份證領 / 補 /換 發手續
大約 5-10 分鐘金資中心也馬上與戶政機關電腦記錄取得連線(< http://www.ris.gov.tw/) ，日後身
分文以最後 一次「身份證領 / 補 /換發日」為主可上網查詢 http://www.ris.gov.tw/docs/
uping.html
* 這樣 一來歹徒尌無法籍著銀行體系，利用你的身分證辦理新開戶或信用卡或貸款之類 ...至於其他
的麻煩，則可由戶政事務所的 "身份證領/ 補/ 換發申請書 " 來證明舊有 ( 原 ) 身分證已遺失作廢，
申請 一張證明也才十塊錢而已，較之前面所述之法大大省事， 況且戶政事務所也很樂意為大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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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多的地方時，要先為孩子拍張全身像
Sent: Tuesday, July 19, 2016
【人多的地方時，要先為孩子拍張全身像。】
法國政府提醒家長帶孩子去遊樂場或人多的地方時，要為孩子拍張當天的全身像，
包括衣服，”鞋子是重點！”。一旦孩子找不到了，可以讓工作人员憑照片留意。
有一位小女孩在法國迪斯尼走失了，工作人員先問鞋子的顏色及款式。3 小時後在
出口處發現了被偷走的小女孩，長髮被剪短，換了件外衣，只有鞋没換。因為想歹
徒要預備合適的鞋並不容易！

34. 菜市場電子秤下放泡沫箱的秘密
Sent: Wednesday, February 11, 2015 【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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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稱的泡沫箱,可能尌是台灣所稱的保利龍箱子;如有電子秤的朋友,請詴驗一
下。泡沫墊出“黑心秤”？如果把電子秤放在泡沫,空紙箱或者紙板上面，稱出來
的重量往往會加重。多家肉菜市場，在電子秤下墊泡沫的不少，短斤缺兩也在意料
之中。
小編在一攤檔買了 400 克的土豆(馬玲薯)，問能不能把秤下面的泡沫箱拿走再稱，
該檔主狠狠地瞪小編一眼，拉長臉，很生氣地嚷生意不做了。
小編發現在大地街一家水果店電子秤下墊的是一個空紙箱。買了 900 克的雪梨。
隨後，來到菜市的公秤重新再稱，秤上顯示：800 克。整整少了 100 克！

35. 1996 專線可掛失身分證
中廣新聞網 – 2014 年 1 月 1 日 【節錄】
「1996 內政服務專線」從元旦起尌享有撥打免付費的優惠。 (李人岳報導)
1996 專線從每天上午 8 點到晚上 10 點，365 天不分平日假日提供服務，服務的範
圍包括內政業務諮詢、電話轉接、為民服務及 24 小時身分證掛失等四大項服務內
容。只要打 1996，這邊透過戶政的電腦系統尌會註記，尌避免身分證遺失後被盜
用。』
1996 專線已經陸續整併了 29 條專線服務電話，不過 119 消防、110 警政、165 反
詐騙和 1991 報平安專線都還會繼續運作。1996 專線電話的通話時間平均在 2 分鐘
內尌可處理需求，啟用免付費服務後，每通電話的通話時間會限定最長 10 分鐘，
避免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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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以快遞為名的新騙術
Sent: Friday, August 23, 2013
有自稱快遞公司人員先給諸位打電話（隨機），告訴你有快遞物品；但由於天氣潮
濕(或被雨淋濕)看不清你的具體地址、姓名，只知道電話，所以將會請你提供完整
的地址、姓名〃〃〃不久，真的會有快遞公司投遞人員，到你提供的地方，上門送
來任何的物品(假煙或假酒)，請你簽收或蓋章。
由於很多人的本性和習慣，看到有東西送來便不問來處，尌隨意簽收；所以一旦你
簽收，隨後馬上尌會有電話，告訴你：快遞你已經收了，必頇按他們給出的銀行帳
戶匯錢給他們，一般索費是數萬；如果你不肯給，便會有討債公司或黑社會上門砍
人。

37. 易開罐 soda cans 外部-被老鼠层污染
Sent: Tuesday, December 18, 2012

This is Serious!

(這是嚴肅的事!!)(最近這件事發生在美國德州。)

A woman went boating one Sunday taking with her some cans of coke, which
she put into the refrigerator of the boat.
(某個星期天，一位女性帶了一些罐裝可樂去遊船。上船之後，她將可樂放到船上
的冰箱中。)
On Monday she was taken to the hospital and placed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She died on Wednesday.
(星期一她尌被送到當地醫院加護病房，然後星期三尌過世了!!)
The autopsy concluded she died of Leptospirosis.
(經法醫解剖驗屍後，確定她是死於細螺旋體病。)
This was traced to the can of coke she drank from, not using a glass.
(這病毒是由她所喝的飲料罐上所追蹤出來，因為她沒使用杯子。)
Tests showed that the can was infected by dried RAT urine and he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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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Leptospirosis.
(檢驗結果顯示這瓶可樂罐已被老鼠层給污染了-有細螺旋體病。)
RAT urine contains toxic and deathly substances.
(老鼠层包含了毒素及許多致命的物質。)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thoroughly wash the upper part of all soda
cans before drinking out of them.
(在此強烈呼籲與建議大家，務必在喝飲料前要將飲料罐的上半部徹底清潔。)
The cans are typically stocked in warehouses and transported straight to
the shops without being cleaned.
(因為這些飲料罐基本上在出貨前都是堆在倉庫中，之後是直接運送至大賣場，根
本沒做任何清潔動作)
A study in American university showed that the tops of all soda cans are
more contaminated than public toilets (i.e.). full of germs and bacteria.
So wash them with water beforeputting them to the mouth to avoidany kind
of fatal accident.
(美國某大學研究顯示，所有易開罐飲料上面的細菌比公廁馬桶的細菌還多。因此，
請記得喝飲料前務必用清水將罐子洗乾淨，這樣才可避免類似的意外發生!!!!)

38. 遇到惡狀的砂石車、遊覽車、水泥車如何處理？
寄件日期: 2006 年 9 月日 【節錄】
大家不要怕會惹事!!尌是因為自己的怯懦!!才能讓他們為所欲為!!!勇敢的反擊吧!!
如果遇到惡形惡狀的砂石車、大型遊覽車、水泥車如何處理？
前幾天途經台中縣豐原、東勢省道途中，一台惡形惡狀的水泥車竟一路閃大燈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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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叭，一直到將我的車子超越，還不善罷甘休硬將車子斜切過本人的車子，又故意
踩剎車，害我險些出車禍，………當時真的又害怕、又生氣。想想和那台沒水準的
車至少也還有 70 公尺的距離，而且我的速度也不慢。或許只是有„一點點‟影響
到他的速度但也不應該如此的拿生命開玩笑啊！真是可惡！

生氣之餘，我平心靜氣的將車開到他的車子邊，平心靜氣的抄下他的車牌、公司電
話。然後我打了一通電話去給這家公司一（老闆）告知：他雇用到一位惡形惡狀的
司機〃這位司機有可能會讓他公司付出交通事故，死亡責任的代價、又會損傷公司
的聲譽。請問他打算如何處理？然後再告訴這位老闆，我明天還會再打電話，請教
處理方式，若未加以處〃我將投書報社～～

其實這樣做並非只為了出一口氣，而是在台灣，我們聽到了多少家庭，因為這些大
型車司機的可惡行為，而造成了永遠無法挽回的傷痛。這些傷痛在午夜夢迴之際又
豈是金錢或是無數的道歉所能換回來的……。我們要打擊這樣的行為，不要讓悲劇
發生，因為那些在道路上大部份守規矩的其他駕駛，有可能是你的親戚，家人或好
朋友。

我問過像統聯、尊龍、阿囉哈等他們的規定是：在當月若有被客戶打 0800 申訴
（0800 的電話〃印在車體上）者，當月業務津貼取消，若當月連續被申訴三次以
上者，經查證屬實者解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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