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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以往對於吸金詐騙的發生多以「貪心」作為解釋，但此種解釋無法完全解

釋這種騙局的存在。本研究從擬態(mimicry)的角度出發，質問吸金詐騙的

社會基礎為何，應用 Diego Gambetta 的信任理論架構，分析吸金詐騙集團

的網絡和互動模式，並回應傳統社會學中的信任研究。本研究以台北 X 吸

金詐騙集團為研究對象，對受害者進行深度訪談，和收集集團的犯罪資

料，嘗試理解行動者間的互動模式、信任基礎的來源，以及詐騙者所使用

的信號發送策略。宏觀層次的資料包括貨幣供給量(M1b)、吸金詐騙相關犯

罪數據等等。研究結果顯示，台灣 80 年代游資的湧現對吸金詐騙的出現起

了重要的影響，金融與經濟因素扮演結構性的作用；其次，對 X 吸金詐騙

集團進行擬態分析後發現，其信號的發送策略與各種社會條件之間存在著

「依附」、「對抗」與「創造」的關係，信任基礎並非是單一的。從分析

中可看出，X 集團信號發送的社會基礎主要同時包含了社會關係和金融制

度。訪談的結果也證實，投資者給予 X 集團信任的基礎，不僅來自既有的

社會關係，同時也包括理性計算的結果以及制度保證下的社會性反應，此

與以往信任研究所探討的內涵有所不同。 

摘

要

(英

) 

The conception of “Ponzi Scheme” always related to the mind of “greed”, but 

this kind of schemes can’t be only explained by the way “greed”. This paper 

started form the sociological viewpoint of “mimicry” developed by Diego 

Gambetta, inquired the social conditions and networks of a Ponzi Scheme. This 

research also responses the trust problem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monetary 

supply (M1b) and criminal statistics data are provided for explaining background. 

Using the secondary data collecting from X-scheme (a fraud group) in Taipei, deep 

interviews of victims and observations of interaction among actors, the rules and the 

signaling strategies are foun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Hot Money” provided a 

basic condition for Ponzi Schem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signaling 

strategies in X-scheme, they can be categorize as “adhesion”, “opposing” and 

“creation”. All these signals are mainly inherited from their own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government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ike the trust in daily 

interaction, the trust of fraud in X-scheme also shows same characters outwardly. 

Actors inside the mimicry calculate rationally and response the signals guaranteed by 



institution as usual. In other words, all signals in financial fraud are difficult to differ 

from normal trading before it becomes a crim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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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16  

資

料

建

置

時

2010/6/15 



間 

轉

檔

日

期 

2010/06/18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6636055 2010.6.17 12:26 140.136.164.139 new 01 496636055 2010.6.17 12:27 

140.136.164.139 new 02 496636055 2010.6.17 12:27 140.136.164.139 new 03 

496636055 2010.6.17 12:28 140.136.164.139 new 04 496636055 2010.6.17 12:28 

140.136.164.139 new 05 496636055 2010.6.17 12:29 140.136.164.139 new 06 

496636055 2010.6.17 12:29 140.136.164.139 new 07 496636055 2010.6.17 12:29 

140.136.164.139 new 08 496636055 2010.6.17 12:29 140.136.164.139 new 09 

496636055 2010.6.17 12:29 140.136.164.139 new 10 

異

動

記

錄 

C 496636055 Y2010.M6.D15 15:12 140.136.164.134 M 496636055 Y2010.M6.D15 

15:14 140.136.164.134 M 496636055 Y2010.M6.D15 15:58 140.136.164.134 M 

496636055 Y2010.M6.D15 16:49 140.136.208.165 M 496636055 Y2010.M6.D15 

17:34 140.136.208.165 M soci2787 Y2010.M6.D17 12:30 140.136.164.139 M 

496636055 Y2010.M6.D17 12:34 140.136.164.139 M soci2787 Y2010.M6.D17 

15:03 140.136.128.142 M soci2787 Y2010.M6.D17 15:03 140.136.128.142 I 030418 

Y2010.M6.D18 11:00 140.136.20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