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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園區中的現代奴役，正以前所未⾒的規模與嚴重程度，以組織犯罪

的形式出現。保守估計，⽬前約有數以萬計的受害者，被囚禁於詐騙園

區中。

收到詐騙訊息已經成為現代⼈的⽇常，⽽這種⽇常⽣活中的不舒服，實

際上可能源⾃於⼀種惡性、新型的現代奴役。

由於這些詐騙活動皆在網路上發⽣，詐騙犯和奴隸主可以輕易將他們的

業務從⼀國轉移到另⼀國，使得實際逮補犯罪分⼦、突襲與救援變得⾮

常困難。迫切需要政府與⾮政府組織有系統的合作，來根治這種犯罪。

為什麼你應該關⼼這個問題

在2022年7⽉初，英國憫研顧問（Humanity
Research Consultancy ，簡稱HRC）接到⼀名24歲台
灣⼥孩⽪⽪（化名）的訊息。她被強迫帶到柬埔寨西

哈努克市的詐騙園區，且四度被⼈蛇集團轉賣。⼈⼝

販⼦要求她進⾏網路詐騙⼯作，⽪⽪拒絕屈服，也因

此不幸在獲救前遭到嚴重的⾝⼼虐待。

在接下來的數週內，來⾃受害者和受害者家⼈的求救

訊息，以及數百個類似的案例逐漸曝光。截⾄2022年
8⽉31⽇，已經有超過600位台灣⼈*被證實曾受困或
仍受困於柬埔寨與緬甸的詐騙園區內。他們被迫進⾏

詐騙等犯罪⾏為，且遭到⼈⼝販⼦和幫派販賣。據信

實際的受害者⼈數超出政府⽬前所掌握到的數字。

 

背景故事

圖⽚：⽪⽪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市。這是⽪⽪於2022年6⽉被販賣並監禁在⼀個詐騙園區時的⾃拍照。她在6⽉透過Instagram求援，最終透過⼀位台灣
Youtuber、全球反詐騙組織（Global Anti Scam Organisation，簡稱GASO）、中柬義⼯隊（China-Cambodia Volunteer Team）及其他相關⼈⼠的共同努⼒
下，於2022年7⽉獲救。⽪⽪是HRC的倖存者緊急⽀援基⾦–綠洲基⾦（Oasis Fund）的第⼀位受益者，她⽬前也正和HRC合作打擊現代奴役。⽪⽪是⼀位勇
敢、直⾔不諱的倖存者領袖。她扮演了關鍵⻆⾊，提升台灣社會對此罪⾏的認識，和敦促台灣政府採取⾏動。

* 數據由台灣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提供。



這些詐騙園區在哪裡？

 
柬埔寨波哥⼭

靠近柬埔寨和越南邊境的巴薩克河⼀帶

緬甸的佤邦和妙⽡底

寮國、菲律賓、杜拜、尼泊爾等國

⼤部分的受害者皆被騙往位於柬埔寨和緬甸的詐騙園區。⼤部分的案例位於柬埔寨

的西哈努克港附近，以下地點也發現了多個詐騙園區與受害者：

根據傳聞，⼀些詐騙集團和⼈⼝販⼦可能已經開始將其業務轉移到其他國家。

西哈努克港（西港）和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SSEZ）

西港市和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都是中國⼀帶⼀路的產物。環境使得賭博業在該區蓬勃發展，

並吸引了⼤量幫派在此建⽴⾊情產業和組織型犯罪。債務、武器、暴⼒與貪污腐敗，逐漸浸

染了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從那時起，奢華的賭場與酒店⼤⼤改變了西港的⾯貌，⽣活成本

飆升，迫使原本住在這裡的當地柬埔寨居⺠搬離這⼀帶。在2013年⾄2019年之間，⼤量的
中國投資客、投機者、⼯作移⺠與罪犯湧⼊西哈努克市，使得⼈⼝數增加了⾄少兩倍。⾄

此，西哈努克市成為了⼀個主要由中國⼈經營的城市。

有兩個重要因素擾亂了這個城市的發展：⼀是柬埔寨官⽅於2019年明令禁⽌賭博，以及
COVID-19疫情的發⽣。數以萬計的中國公⺠在2019年離開了西哈努克市，為犯罪份⼦留下
了空間，從原本的賭博業轉向網路詐騙。飯店與度假村成了詐騙與其他犯罪活動的辦公室。

財富造就貪污與腐敗，並讓犯罪分⼦得以肆無忌憚地進⾏犯罪活動。最早在這些詐騙園區中

⼯作的受害者多為中國⼈，但中國因為疫情，實施嚴格的邊境管制，從2021年開始，犯罪分
⼦便開始從其他國家招募受害者，受害者被販運的價格也⽔漲船⾼。



這些受害者有哪些？
HRC⽬前幫助過和直接接觸過的受害者或其親友，來⾃台灣、中國、⾹港、越南、孟加拉
國、印度、印尼、斯⾥蘭卡與美國。除了這些受害者之外，倖存者也和我們分享他們在園

區內還⾒到了來⾃喬治亞、俄羅斯、⾺來西亞、泰國等其他多國的受害者。

⼤多數的受害者年齡介於18⾄30歲，性別不拘。同時，也有資訊指出受害者年齡⼩⾄只有
14歲*。

據倖存者描述，詐騙園區裡，⼀間辦公室能容納⼤約30⾄60名受害者，⼀個樓層有2
⾄4間辦公室，⼀棟⼤樓裡最多有10層樓。⼤樓的規模各不相同，但平均⼀棟樓最多
可容納⼀千多名受害者，⽽類似的園區和建築在柬埔寨和緬甸有數百個。通過衛星

影像圖（下⾴）可以粗略計算的受害者⼈數–⾄少有數以萬計的受害者被囚禁在這些
詐騙園區裡。

圖⽚：⼀段Telegram的對話紀錄截圖。這三名來⾃中國四川的男孩分別出⽣於2006年和2007年。該公司或⼈⼝
販⼦提供⼀萬美⾦懸賞這三位剛抵達柬埔寨但迷路的男孩 （很可能是逃跑了）。
 照⽚來源: https://mp.weixin.qq.com/s?
__biz=Mzg4NTYyNTYwNQ==&mid=2247489414&idx=1&sn=d659372832b9e955acc9d26cf1c59b97&chksm=c
fa751ecf8d0d8fa2d2d955b9736c9eec9d44f9dd2d8b6d849d51c1d5083a15c5ad4dda5e57f&scene=178&cur
_album_id=2510599014774456321#rd

*Ye, Y. (2022). 在柬埔寨，⼀个拯救被販賣的中國⻘少年的網路正在⽡解中。Six Tone.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10752/in-cambodia%2C-a-network-rescuing-trafficked-chinese-teens-is-
unraveling

有多少受害者？

50（受害者/辦公室）
x2（辦公室/樓層） 
x5（樓層/⼤樓）
x50（⼤樓）

=25,000 

保守估計：

  

圖⽚：詐騙辦公室，照⽚由倖存者提供。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10752/in-cambodia%252C-a-network-rescuing-trafficked-chinese-teens-is-unraveling


圖⽚：位於柬埔寨西哈努克市、惡名昭彰的中國城園區。中國城園區是⽬前⽬

前已知最⼤的園區之⼀。

圖⽚：柬埔寨波哥⼭園區。該園區被森林包圍，導致受害者極難

逃到附近的城鎮

圖⽚：⼀個典型的詐騙園區類型。照⽚中的窗⼾和陽

台上圍滿鐵欄杆，建築物周圍有防護牆和監視系統。

照⽚拍攝於柬埔寨西哈努克市。(圖⽚來源: HRC)



⼈⾝⾃由受限。所有倖存者都說他們無法離開⼤樓或園區。試圖逃跑可

能會導致他們遭受嚴重的肢體暴⼒、虐待、甚⾄死亡。

肢體暴⼒和性暴⼒。許多受害者在園區內遭到毆打、電擊和強暴。

受害者在其雇主/奴役者之間被公開出售。HRC第⼀位遇到的受害者⽪
⽪被前⼀位雇主以25,000美元的價格賣給下⼀位雇主。幾乎所有的受害
者都描述了被多次轉賣的情況，主要原因是他們在進⾏詐騙⼯作時表現

不佳。

債務束縛。所有受害者都被告知他們積⽋公司/雇主錢。公司聲稱的費
⽤包含⻝物、住宿、「空氣費」、「鍵盤磨損費」、「地板磨損費」和

其他莫須有的項⽬，且雇主會將他們購買受害者的費⽤加諸在受害者的

債務上。在⽪⽪的案例中，她的價格（25,000美元）被購買她的公司視
為她的債務，並強迫她⼯作以償還債務。

其他指標包括濫⽤脆弱處境、欺騙、孤⽴、恐嚇和威脅、扣留⾝份⽂

件、扣留⼯資、苛刻的⼯作及⽣活條件、以及超時加班。

根據詐騙園區的受害者及已逃出的倖存者描述，他們⾯臨的狀況包含：

有哪些指標顯⽰這是⼈⼝販運/
現代奴役/強迫勞動？

圖⽚（左）。⼀名台灣受害者遭受虐待。2022年8⽉此受害者被證實已死亡。

 圖⽚（中）。⼀名中國受害者⽂先⽣從四樓跳下，並嚴重受傷。

圖⽚（右）。⽪⽪拿著她以25,000美元遭轉賣的合約。



通過社群媒

體上的不公

開群組進⾏

招募

通過合法、熱⾨的求職網站進⾏招募。⼈⼝販⼦假裝成正常合法公司（如遊

戲公司）招募員⼯。

通過社群媒體上的不公開群組進⾏招募。⼈⼝販⼦利⽤臉書群組和其他社群

媒體平台來接近和引誘受害者。

透過個⼈⼈際網絡招募。根據⼀些倖存者證詞，他們受到已經在柬埔寨或緬

甸⼯作的⼤學或⾼中朋友的邀請⽽前往該國。⼀些倖存者還描述，他們當初

被分配到詐騙園區的「⼈⼒資源」部⾨，被迫再引誘5⾄10名受害者加⼊該
公司。

⼈⼝販⼦冒充潛在客⼾，誘騙專業⼈⼠。⼈⼝販⼦假裝成潛在客⼾，邀請魔

術師、裝潢技術員、和導遊等專業⼯作者前往柬埔寨並提供服務。

⼈⼝販⼦在街上綁架受害者。⼀些受害者在柬埔寨旅⾏期間被綁架，並被迫

在詐騙場所⼯作。

根據我們的調查，⼈⼝販⼦利⽤⾄少以下五種⽅法，將奴役受害者拐騙到詐騙園

區。

受害者是如何被招募的？

通過合法、熱

⾨的求職網站

進⾏招募

透過個⼈

⼈際網絡

招募

⼈⼝販⼦

冒充潛在

客⼾

 
通過

綁架

 

照⽚（左下）: GASO. 
 https://www.globalantiscam.org/post/is-human-
trafficking-victim-still-a-victim-in-the-end

照⽚（右下）: ET Today. 
 https://star.ettoday.net/news/2316325 



受害者在園區裡被迫做了什麼？

 

圖⽚：倖存者與HRC分享的、假的加密貨幣投資網站之⼀。這就是他們被迫⽤來騙取受害
者錢財的⼯具。網站連結： https://www.jbcoin-ex.com/p/pc/397788

不同的「公司」或犯罪集團專精

不同的詐騙⽅式，並針對特定類

型的「客戶」或詐騙受害者。其

中⼀種熱⾨的詐騙⽅式被稱為

「殺豬盤」。

創造⼀個有魅⼒的⻆⾊：⼀個懂得關

懷、努⼒⼯作、愛護⽗⺟和孩⼦的⼈。

為⽬標客戶/受害者定制⼀個他們能感
同⾝受的故事。例如針對受過⾼等教育

的潛在⼥性受害者，建⽴出⼀個經歷殘

酷的離婚、在⽣活中受過不公平對待的

⼈物設定，以贏得她們的同情。 

製造與客戶/受害者間的爭論和⼩插
曲，進⾏情緒勒索，並確保詐騙受害者

在情感上有投⼊、且迅速感覺他們好像

進⼊了⼀段親密關係。

 ⼈⼝販運者⼗分了解如何操控⼈⼼：

「我的公司/奴隸主專⾨在北美市場詐騙，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特別想要招募懂英⽂的

員⼯/受害者。我的公司有⾨路拿到無數⽀
新的美國⼿機⾨號，向潛在的詐騙受害者

傳送簡訊。我們會傳送類似『嘿，你要去

參加周末的聚會嗎？』之類的訊息，⼀旦

他們回覆『你傳錯⼈了』，我們就會⾮常

禮貌地開啟話題，並開始試著讓受害者喜

歡上我們所扮演的⻆⾊，⽬地就是讓他們

到我們公司的平台投資。有些受害者賣掉

了兩間房⼦，或因為我的公司/奴隸主損失
了數百萬。」 — ⼀位⼈⼝販運倖存者的
證詞，描述了殺豬盤詐騙的運作⽅式。



（騙⼦
會偽裝

⾃⼰，
讓⾃⼰

看起來
像⼀個

照顧孩
⼦和⽗

⺟的好

⼈）

騙⼦試圖了解客戶/受害者的財務狀況

(「第⼗天
三切」這

意味著這
是他們第

三次提出
投資的話

題。)



⽬前現況 建議

1

有證據指出，⼀些柬埔寨政府官員（包含

警察）直接參與了販運受害者，還有⼀些

受害者透過官⽅程序申訴、報案但被忽

視。

（柬埔寨）⽴即採取⾏動，建⽴⼀個正常

運作、反應迅速、值得信賴的管道，讓⼈

⼝販運受害者提出求助並獲得救援。

2
受害者即便在獲救後提供其遭受⼈⼝販運

的證詞與證據，⼈⼝販⼦仍然逍遙法外。

（柬埔寨）⽴即採取⾏動，調查、逮捕和

起訴販運者。

3

詐騙有辦法成功⽽且有利可圖，成為詐騙

犯或⼈⼝販⼦作案的動機。加害者透過簡

訊與社群媒體平台聯繫潛在詐騙受害者，

且詐騙園區能透過系統的漏洞獲得⼤量的

外國電話號碼和資訊。

（國際上）加強電信資安系統，確保詐騙

者無法利⽤系統漏洞獲取潛在詐騙受害者

的個⼈資訊（如電話號碼）。

4
詐騙者能夠指⽰受騙者轉帳上百萬美元的

資⾦，且受害者的資⾦轉移沒有被銀⾏/⾦
融系統阻⽌。

（國際上）加強⾦融安全系統，確保可疑

的交易不易成功或能被阻⽌。

5
2021年，詐騙者透過加密貨幣獲取了140
億美元，⽽⼤多數詐騙受害者都來⾃西⽅

國家。

（國際上）提升打擊網路詐騙在處理犯罪

問題時的優先順序，分配更多資源給打擊

網路詐騙⾏動，並了解放任網路詐騙的猖

獗發⽣可能導致現代奴役的發⽣。

建議



時間軸

2008年，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SSEZ）成⽴。

2010年，中國和柬埔寨簽署了《中華⼈⺠共和國政府和柬埔寨王國
政府關於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的協議》。

2021年6⽉，全球反詐騙組織（GASO）成⽴了。GASO是⼀個為了⽀
援詐騙受害者和詐騙中的奴役受害者⽽成⽴的組織。

2013年，習近平開展了中國⼀帶⼀路區域合作政策。據中國
政府稱，SSEZ為⼀帶⼀路的榜樣特區。

2019年，西哈努克市的中國⼈⼝達到25萬（2013年為8萬）。根據官⽅
統計顯⽰，2019年7⽉，西哈努克市90%的企業為中國⼈所有。
 

2019年8⽉，柬埔寨政府發布指令，禁⽌在柬埔寨進⾏所有線上和街
機賭博。在2019年⾄2020年期間，約有40萬中國⼈因該禁令離開柬
埔寨。

2022年3⽉10⽇，來⾃柬埔寨、泰國、⾺來西亞、新加坡、巴基斯
坦、印度和缅甸的35個⼈權組織發表了⼀份聲明，對詐騙奴役園區表
⽰關切。

2022年8⽉11⽇，HRC和多位台灣⽴委以及⼀位倖存者進⾏了⼀場記者
會，敦促台灣政府解決台灣⼈在國外，尤其是柬埔寨，被奴役的問題。

此為台灣第⼀場針對這個議題舉⾏的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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