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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1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執行「慶祝中華
民國 110 年元

旦升旗典禮活

動」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0938108600

號函 

市府於 1日，假市立文化中心
廣場舉辦「慶祝中華民國 110

年元旦升旗典禮活動」，本局

負責活動會場暨蒞臨貴賓安

全維護及交通疏導管制事

宜，活動期間，周邊道路交通

順暢，秩序良好，圓滿達成任
務。 

1日 執行「光之塔單

車逍遙遊活動」
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0938127500
號函 

市府運發局於 1日，假本市三

民區光之塔舉辦「光之塔單車
逍遙遊活動」，本局派員協助

活動會場安全維護及周邊道

路交通疏導管制等相關事
宜，活動期間交通順暢，秩序

良好，圓滿達成任務。 

9日 執行「2021 年

第五屆艾多美
公益路跑活動」

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0938248800
號函 

市府運發局於 9日，假本市左

營區國家體育場舉辦「2021
年第五屆艾多美公益路跑活

動」，本局派員協助活動會場

安全維護及周邊道路交通疏
導管制等相關事宜，活動期間

交通順暢，秩序良好，圓滿達

成任務。 

9、10日 執行「冬遊泡湯

尋梅趣‧放大想

像玩六龜活動」
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0046600

號函 

六龜區公所於 9、10 日(2

天)，假本市六龜老街、三叉

工坊舉辦「冬遊泡湯尋梅趣‧
放大想像玩六龜活動」，本局

派員協助活動會場安全維護

及周邊道路交通疏導管制等
相關事宜，活動期間交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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暢，秩序良好，圓滿達成任務。 

11日 查獲持槍恐嚇

案 

 本局鳳山分局 11 日 21 時許

接獲民眾報案，稱於轄區某民
宅內有糾紛，經警網到場了解

後係報案人李男陪同蔡姓女

子與陳女、黃男、黃男共 5人

至簡姓男子家，商討蔡女自小

客車日前遭簡男侵占不願歸

還事宜，李男等 4人在屋外等
待，簡男返家與黃男在屋內談

論過程中，竟從側背包拿出他

的改造槍枝放在桌子上恫嚇
黃男，並動手毆傷黃男，警方

獲報後立即派遣線上警網及

偵查隊前往處理，在案發地屋
內沙發枕頭下查獲改造槍 1

支、彈夾 1個，子彈 5顆，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13日 查獲租屋處栽
種大麻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接獲線報
涉嫌在臺南市永康區從事非

法栽種大麻一事，案經專案小

組鎖定綽號「小鄭」渠於 109
年 9 月間開始購買大麻種子

及相關設備，經專案小組研判

見機成熟，於 13 日持搜索票
進行查緝，當場在其住處查扣

大麻植株 8株、乾燥大麻花 3

包(154.5公克)、乾燥大麻葉
2 包(121.5 公克)、大麻煙、

植物棚、生長燈、水霧機、培

養土、肥料、PH 儀(紙)、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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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器、育苗盤、剪刀 1把及水

煙吸食器等證物，本案依法移
送臺南地檢署偵辦。 

13日 查獲洪嫌販賣

毒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於 109年 9

月接獲民眾檢舉洪○○販賣
毒品，旋即組成專案小組展開

調查，俟蒐證確鑿，於 13 日

持搜索票至本市三民區執行

搜索，洪嫌住處緊鄰傳統舊市

場，專案小組在外埋伏守候，

向前拘捕執行搜索，當場查扣
安非他命 83.75 公克(計 19

包)、玻璃球 1盒、手機 1支、

電子磅秤 1 台、空夾鏈袋 1
批、分裝杓 2支等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並由檢察官聲

押獲准，專案小組將持續追查
毒品之上游來源。 

13日 網路購物停看

聽，商品面交要

小心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分

析 165 反詐欺平台發現多名

被害人 (目前被害人數 21
人，持續清查)遭嫌疑人郭○

○以買空賣空蘋果牌筆電、手

機、電腦顯示卡等高價 3C 產
品之手法詐騙，郭嫌先於臉書

上佯稱購買 3C 產品，持捏造

之匯款紀錄取信賣家，謊稱已
匯款至賣家指定帳戶，致賣家

陷於錯誤將物品面交後即斷

絕聯繫，目前共計約損失新臺
幣 76 萬元。經彙整該嫌相關

犯罪事證報請橋頭地檢署檢

察官核發拘票，於月 13日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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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許持拘票至屏東縣萬巒鄉

緝獲郭嫌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14日 查獲持假彩券

詐取現金案 

 本局苓雅分局轄內於 9 日及

10日夜間，1名男子向 2間彩
券行購買刮刮樂，趁店家找錢

不注意時，將購買之刮刮樂掉

包換成同款偽造之刮刮樂，經

查被害人共被詐取價值新臺

幣（以下同）7萬 2,000 元之

刮刮樂 2本及現金 7,600 元。
本局苓雅分局立即成立專案

小組，並報請高雄地檢署檢察

官指揮偵辦。案經專案小組調
查蒐證，鎖定犯嫌夏○○涉有

重嫌，專案小組於 14 日 9 時

許持高雄地方法院所核發之
搜索票，至夏嫌住處執行搜

索，當場將夏嫌逮捕到案，現

場查扣作案用筆刀、鑷子、墊
板、發票、白膠、透明膠墊等

相關犯罪工具，同時查扣 1張

準備變造之刮刮樂彩券，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14日 偵破「羅○哲」

等人涉嫌製造

第二級毒品安
非他命工廠案 

 本局楠梓分局偵查隊接獲販

賣毒品情資，經報請橋頭地檢

署指揮偵辦，自 109年 8月開
始偵辦蒐證；期間查獲嫌疑人

陳○群販賣及持有安非他

命，並得知來源向嫌疑人鍾○
鳴購得；案經長達半年跟監及

蒐證，查知犯嫌身分及製毒、

藏毒及分藏製毒工具等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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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於 14日 12時許，持臺灣

屏東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
及拘票，至屏東市和生路二段

屏東果菜市場內「茶行」及鐵

皮屋等 6處，查獲主嫌疑陳○
益、羅○哲、吳○松、蘇○正、

蔡○謚等 5人，扣獲安非他命

成品 122 公克、安非他命半
成、麻黃素原料(1,186公克)

及「製毒工具一批」、子彈 12

顆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7日 高雄關帝廟熱

心公益捐贈高

市警百萬數位
鑑識設備 

 高雄關帝廟熱心公益捐贈 3

套尖端數位鑑識取證設備(價

值約新臺幣 200 餘萬元)供本
局使用，藉以因應日新月異的

科技犯罪採證，將眾信徒的愛

心化為具體行動，由高雄關帝
廟黃主委富濃代表捐贈，並由

局長黃明昭代表受贈並回贈

感謝狀，捐贈典禮於 17 日上
午 10 時假高雄關帝廟前廣場

舉行。局長黃明昭表示，高雄

關帝廟於苓雅區歷史悠久，也
是居民的信仰中心，關帝廟本

著弘揚關聖帝君的忠義精

神，長期對社會公益不遺餘力
及對市政推動的支持，除此之

外，還成立「武廟教育基金

會」，常年發放清寒獎助學金
及賑濟低收入戶白米等物

資，感謝關帝廟其善舉及對市

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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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查獲網路詐騙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日前接獲

民眾報案遭網路詐騙，經查歹
徒詐騙手法係以通訊軟體

LINE 販賣遊戲帳號及虛擬寶

物，復經比對 165 反詐騙平台
大數據資料，發現全臺疑有多

人已被詐騙，犯嫌利用行動上

網以「郡安」、「休齊」等 LINE
暱稱，於網路相關遊戲之社群

臉書社團、LINE 群組及 8591

寶物交易網內，刊登販售遊戲
帳號或遊戲虛寶之訊息誘使

買家購買，並同時於 LINE 群

組中向販售遊戲點數(GASH)
之賣家購買遊戲點數，以三方

詐騙及買空賣空等方式詐騙

被害人。案經調查分析相關線
索，確認犯嫌彭、邱兩人身

分，惟彭嫌因遭臺灣新竹、苗

栗地方法院、臺北、新北、新
竹地方檢察署等單位發布通

緝，全臺四處逃竄，警方於

19日 14時許，持橋頭地檢署
檢察官核發之拘票，在嘉義市

西區查獲彭、邱兩嫌，當場查

扣上述證物。目前已確認至少
有 50 餘名被害人遭到詐騙，

詐騙所得約新台幣 100 餘萬

元，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9日 查獲職業性大

賭場，主持人黃

姓及賭客等 23
人 

 本局仁武分局 19 日凌晨 3 時

在本市大樹區佛光段 907 地

號鐵皮屋查獲以天九牌職業
賭場，現場查獲主持人黃○雲

負責人、蔡○宏、黃○政、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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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賭場把風等工作人員共 4

人；另查獲現場賭客 23 人，
當場查扣抽頭金及營利賭資

新臺幣 55 萬 2,900 元，現場

並查扣賭具骰子１盒、夾子１
包、賭具天九牌(俗稱黑棋

仔)1 付、賭具未拆封紙質撲

克牌 12付、行動電話 27支等
贓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9日 破獲黃○銓等

4 人販賣毒品
及違反社維法

案 

 本局新興分局於 19 日在本市

前金區○○路，破獲黃○銓販
賣毒品案，查扣二級毒品咖啡

包 405.67 公克、手機一支、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5.57 公
克、K 菸 3 支、K 盤 1 個、磅

秤 2個、新臺幣 100元、開山

刀 1把；另逮捕過程中，其一
嫌疑人黃○聖欲抽出隨身攜

帶之開山刀，經查緝員警當場

壓制，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1日 偵破一起年輕
夫妻利用網路

詐賣「奶粉」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日前破獲
一起年輕夫妻(黃姓、吳姓)

聯手詐賣嬰兒奶粉案，黃姓夫

妻係以○○廠牌嬰兒奶粉 1
箱新臺幣 6 仟元(附贈玩具)

方式，先於網路社群軟體上，

以帳號「黃○文」在「二手婦

幼母嬰幼兒用品交流平台」公

開社團發文販售奶粉，吸引多

位初為人母的被害新手媽
媽，下單購買且匯款後，卻遲

遲未收到奶粉貨品。案經員警

於 19 日持拘票及搜索票將這
對年輕夫妻拘提到案，並查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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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手機、平板電腦等證物，

目前已有清查出被害新手媽
媽 6 人，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2、23

日 

執行「110學年

度學科能力測
驗考試」維安勤

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0103200
號函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於 22、23 日(2 天)，假高雄
師範大學、高雄師大附中、中

正高中、鳳新高中、道明高

中、高雄高中、高雄女中、中

山高中及左營高中等 9 校辦

理「110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

考試」，本局派員維護本（高
雄）考區試卷安全及考場秩序

等事宜，考試期間交通順暢，

秩序良好，圓滿達成任務。 

23日 偵破陳○福等
人詐欺集團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接獲設籍
本轄邱○瑜、王○偉之帳戶為

警示帳戶，立即通知 2 人到

案，共稱係由其友人小安以租
借用而收購渠等金融帳戶，經

循線追查得知小安之真實身

分，並得知渠透過陳○縈將帳
戶交付給陳○福，且陳男尚持

有洪○佑等 5 人之人頭帳

戶，長期以「以猜猜我是誰」、
「解除分期付款」等方式詐騙

被害人，詐騙金額達新臺幣

49萬元；自 109年 7月 15日
起至 110 年 1 月 23 日止，陸

續通知收簿手陳○福等 3

人、人頭帳戶邱○瑜等 7人到
案，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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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破獲陳○瑋販

賣毒品案 

 本局新興分局於 25 日，於本

市三民區○○路破獲陳○瑋
販賣毒品案，查扣第三級毒品

卡西酮咖啡包 441.86 公克、

愷他命 30.01公克、K盤、分
裝材料毒品咖啡包配料、咖啡

包空包裝袋 310 個、封口機、

過濾篩、研磨砵、電子磅秤及
新臺幣千元偽鈔 4 張等贓證

物，另現場尚有嫌疑人陳○

茹、張○文等人在場，陳、張
2嫌亦坦承有與陳○瑋於該址

內，集體施用第三級毒品愷他

命等情，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5日 破獲詐欺集團

車手潘○靜等

3人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先前偵辦

詐欺車手，溯源查知自小客

ATW-0**0 為車手所用，立即
組成專案小組，並沿線過濾監

視器尋找該車落腳點，發現男

子雷○璋行跡可疑，遂於 110
年 1 月 25 日 17 時 20 分於鳳

山區鳳北路逮捕雷○璋及與

其面交之潘○靜、呂○信等 3
人，經逮捕後搜索，扣得新臺

幣 65 萬元、手機 3 台、詐騙

用合約 13 張、工作證 2 張、
提款卡 3張、存摺 3本及收據

2 本，3 人坦承犯行不諱，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25日 偵破何○霖搶
奪案 

 於 21 日在本市鳥松區環湖路
發生搶嫌騎乘贜車以徒手方

式強拉被害人皮包（內有

IPHONE 手機機 1 支、現金新
臺幣（以下同）2,200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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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禮券面額 500元 1張，共計

3 萬 6,700 元），何嫌得手後
隨即騎車逃逸。本局仁武分局

專案小組經調閱監視器及通

聯紀錄定位分析，於 25 日在
大寮區永芳路拘提何嫌到

案，並於何嫌住處當場扣得作

案用深咖啡色外套 1件、黑色
外套 1件、黑色雨鞋 1雙、咖

啡色皮鞋１雙、白色 IPHONE

１支等贓證物，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27日 查獲洪姓嫌犯

為首的販毒集
團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獲報以洪

姓嫌犯為首的販毒集團於北
高雄地區販賣第二級毒品牟

利，遂報請臺灣橋頭地檢署檢

察官指揮偵辦。專案小組掌控
洪嫌藏匿住所及作息，趁著犯

嫌們呼呼大睡之際，客廳桌上

大剌剌擺放著各級毒品、電子
磅秤及毒品吸食器，經逐一搜

索所有房間，成功將相關犯嫌

全數緝捕到案，屋內 5男 1女
均在睡夢中驚嚇落網。現場共

查扣一級毒品海洛因 20.94

公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92.2
公克、毒品咖啡包 3包、一粒

眠 50 公克、販毒所得現金新

臺幣 16 萬、手機 7 支、電子
磅秤、分裝夾鏈袋等，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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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查獲李○華等

5 人集團性詐
欺案 

 為溯源追查本局楠梓分局轄

區詐欺車手提款案，經擴大調
閱錄影監視器後，循線查獲車

手頭陳○霆及車手陳○莛，並

扣押提領金融卡及提領贓款
新臺幣 14 萬 3,620 元等物；

車手陳○莛到案後對犯行坦

承不諱，並指認詐欺集團收受
贓款係陳○霆；復經調取相關

資料及埋伏跟監後，另發現有

蔡○衛、李○華、林○水等車
手共同犯案，為阻斷詐騙集團

犯行並配合刑事局 18日至 28

日發布之「全國同步打擊詐
欺」專案，備卷報請橋頭地方

檢察署指揮偵辦，於 27、28

日與刑警大隊配合偵辦，陸續
將蔡○衛等人拘提到案，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30日 線上巡邏查獲
毒品案 

 本局保安大隊執行加強夜間
熱區防制街頭暴力巡邏勤

務，於 30日 2時 50分許在本

市鳳山區建軍路與光復路口
查獲田姓嫌疑人非法持有三

級毒品愷他命一包（含袋毛重

0.83公克）與 MDMA 咖啡包 36
包（含袋總毛重 235.17 公

克），全案帶隊偵辦並報請刑

警大隊向上溯源。 

30、31
日及 2

月1日 

執行「110年第
一次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醫師牙
醫師藥師考試

高市警保字第
11030173100

號函 

考選部於 30、31 日及 2 月 1
日(3天)，假輔英科大及三信

高商等 2校辦理「110年第一

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醫師牙醫師藥師考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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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階段考試、醫

事檢驗師、醫事
放射師、物理治

療師考試」維安

勤務 

階段考試、醫事檢驗師、醫事

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考試」，
本局派員維護本（高雄）考區

試卷安全及考場秩序等事

宜，考試期間交通順暢，秩序
良好，圓滿達成任務。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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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少年警察隊 110年 1月警察大事記照片 

時間：1月 9日 
地點：旗津國小(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623號) 

事由：第十三期點亮家中溫暖燈計畫結業式「刻下足跡~旗津健行走 

起」團體輔導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