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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2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110年 2月楠梓
分局及交通警

察大隊卸、新任

分局長 (大隊

長)交接典禮 

內政部 110 年
1 月 28 日內授

警 字 第

1100870271 號

及台內人字第

1100320722 號

令 

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辦理重要
警職調整作業，本局於 2月 1

日(星期一)15 時及 16 時 30

分分別在楠梓分局及交通警

察大隊辦理卸、新任分局長

(大隊長)交接典禮，並由局長

主持。卸、新任人員如下： 
一、 楠梓分局卸任分局長劉安杰

調任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

分局分局長，由新任分局長陳
文耀接任。 

二、 交通警察大隊卸任大隊長陳

文耀調任楠梓分局分局長，由
新任大隊長張偉中接任。 

2日 高市刑事幹才

殞落  
陳其邁：會協助

家屬爭取從優

撫恤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查佐盧

培基於 1 月 12 日勤務中突感
胸悶背痛，緊急送醫經診斷為

「急性心肌梗塞、主動脈剝

離」，經開刀搶救，仍不幸於
1 月 26 日清晨因器官衰竭及

多重感染病逝。51 歲的盧員

77年 8月初任警職，100 年 6

月起調派刑事警察人員迄

今，服務年資已 32年 5個月。

盧員平日工作態度積極認
真，為緝獲違反組織犯罪條例

及走私、販賣毒品等重大刑案

幹才，工作表現優異，在長官
眼中深獲好評，連續 5年年終

考績甲等；在同事之間，亦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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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人緣，其驟逝相當令人

惋惜。市長陳其邁得知後，2
月 2 日下午特地率同本局局

長黃明昭、大隊長侯東輝等親

赴盧員靈前上香致意，對盧員
這位傑出部屬的殞落深感不

捨與難過，並向家屬表達慰問

之意。市長除當場指示大隊長
全力協助家屬辦理身後事，也

允諾協助家屬爭取從優撫

恤，希望家屬能感受到高雄市
這個大家庭的溫暖。 

2日 破獲以陳○○

為首之詐騙集
團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

偵查隊破獲以陳○○為首之
詐騙集團，犯嫌自 107年 7月

至 110年 1月間，以傳統「猜

猜我是誰」電話詐騙搭配 LINE
通訊軟體舊瓶新裝，以鎖定特

殊族群為標的進行電話詐

騙，目前清查共計至少 12 名
被害人遭詐，不法獲利至少高

達新臺幣 227萬元。警方經過

長時間蒐證，報請高雄地方檢
察署指揮偵辦，循線到桃園市

楊梅區及屏東縣內埔鄉等

地，實施搜索並將陳姓及林姓
犯嫌拘提逮捕歸案，隨後循線

清查人頭帳戶、車手等，共計

21人，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日 查獲黃○德種
植大麻案 

 本局楠梓分局接獲線報，得知
嫌疑人黃○德涉嫌栽種、製造

大麻案，經報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指揮偵辦，經長期跟監、
蒐證完竣，備卷向臺灣高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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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聲請搜索票，於 2日前

往本市林園區港子埔段搜
索，現場查扣大麻活株 20

株、PH 檢測劑 1 瓶、PH 調降

液 1瓶、種植大麻用遮光棚架
2組、照射大麻 LED燈具 9組、

移動式冷氣機 1台、循環扇 1

台、電風扇 2台、除濕機 1台、
米家加濕器 1台、培養箱、電

子溫濕度器 3組、裁剪工具 1

把、肥料 1批、種植設備等，
嫌疑人坦承犯行不諱，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3日 查獲彭嫌詐欺
車手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打詐小組
調閱警政署所提供領提領熱

點，循線鎖定彭姓犯嫌，於 3

日 20時 30分通知彭姓犯嫌到
案說明，並坦承於 1 月 26 日

在本市中華郵政九如二路郵

局提領 2 筆新臺幣 67 萬及 1
萬 5,000 元贓款，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後續積極追查其他共

犯到案，向上溯源擴大偵辦。 

3日 查獲重利、妨害
自由、恐嚇案 

 緣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日前接
獲報案，於 1 月 21 日在本市

十全三路 265 號旁飲料店有

人因財務糾紛被黑道人士壓

迫逼債，經辦小組調閱報案資

料分析循線通知廖姓被害人

製作筆錄指證，並向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聲請搜索票獲准。於

3 日 14 時許持搜索票執行搜

索於李姓犯嫌臺南市住處及
通訊行內查扣廖姓被害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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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支票、土地謄本等證物，

經詢據李姓犯嫌坦承每新臺
幣（以下同）10 萬元借款先

扣 1萬元經營放款業務，因廖

姓犯嫌借款後避而不見，才於
1 月 21 日率 3 名幫眾至三民

區老新台菜餐廳內恐嚇廖姓

被害人，並恫嚇廖姓被害人須
找友人擔保先行歸還 15 萬

元，餘本金與利息 69 萬元簽

立本票後方讓廖姓被害人離
去，全案依法移送偵辦，並持

續追查其餘幫眾及被害人。 

3、4日 檢肅治平目標
涉嫌組織犯罪

條例、妨害自

由、恐嚇取財 

 治平專案檢肅對象韋姓犯嫌
(查有公共危險、妨害自由等

刑案前科)自稱竹聯幫戰堂寶

戰會會長於 109年 3月至 7月
涉嫌操控或親率幫眾組成暴

力集團，以經營酒吧、放款、

線上職業賭博及接受不特定
人委託催討債務作為組織收

入來源。韋姓犯嫌接受他人委

託向被害人以言語恐嚇或張
貼印有被害人照片傳單，致被

害人屈服，案經本局三民第一

分局與刑事大隊、鼓山分局、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

隊、東港分局蒐證小組搜查被

害事證 3筆後，由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指揮偵辦，經專案小

組跟監蒐證，陳報警政署，於

3 日、4 日持搜索票、拘票及
傳票執行搜索、拘提不法集團

首要及其成員到案。查扣 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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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 4 顆、氣爆手榴彈頭 2

組、氣爆手榴彈頭空殼 2 包、
武士刀 4支、手指虎 1個、行

動電腦 2 支、筆記型電腦 1

台、甩棍 3支、討債用宣傳單
1疊及金紙 1袋等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3 － 17
日 

執行「1 1 0 年
加強重要節日

安全維護工作」 

高市警保字第
10938708600

函 

內政部警政署自 3 日 22 時起
至 17 日 24 時止(15 天)，統

合全國警察、義警、民防及相

關行政機關等維安力量，以
「治安平穩、交通順暢、民眾

安心」為工作主軸，同步執行

「110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
護工作」，讓民眾安心、快樂

過好年。 

4日 本局執行「全國

同步掃黑行動
專案」 

 因應春節連假將至，為有效嚇

阻街頭聚眾鬥毆等影響民眾
生活安寧之治安事件發生，自

110 年 1 月 28 日起，本局配

合警政署發動「全國同步掃黑
行動專案」，動員刑事警察大

隊暨各分局同步針對本市重

點幫派組合及其他近期曾涉
案之暴力犯罪集團以「系統性

掃黑」強力打擊、全力掃蕩黑

幫，秉持「治安無疫期、掃黑

不打烊」原則，持續加強維護

本市各行政區治安狀況平

穩，共檢肅 7名治平目標、同
時逮捕手下成員 41 人，合計

到案 48 人。本局重申，打擊

幫派犯罪列為當前治安重要
工作，絕不允許以私刑鬥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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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個人糾紛，對任何以暴力挑

戰公權力行為，均會依法嚴
辦，對於暴力絕對零容忍，為

市民打造安心安全的治安環

境。 

4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16 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小組與岡山

分局派員共同於 4日 18時 35

分許前往本市橋頭區九甲圍
段 0935 地號執行搜索，查獲

賭場負責人鐘○發經營之「天

九牌」職業賭場、在場工作人
員劉○筆、廖○與賭客張莊○

枝等共計 16 人，以天九紙牌

為賭具賭博財物，查扣賭資新
臺幣（以下同）1萬 8,000 元、

抽頭金 7,000元、賭具紙質天

九牌及骰子等相關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5日 查 獲 黃 嫌 竊

盜、毒品、詐

欺、偽造文書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於 5 日凌

晨 1 時 55 分接獲被害人報案

信用卡遭盜刷，返家清查發現
置於房間內珠寶首飾及現金

新臺幣 116萬 8,229元遭竊，

立即成立專案小組偵辦。案經
承辦人依信用卡刷卡地點調

閱監視器影像與分析犯嫌身

分，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聲

請拘票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聲請搜索票獲准，復於 5 日

16時 43分許在本市左營區拘
提黃姓犯嫌到案，並查扣被害

人遭竊耳飾 2個、吊飾 1 個、

BMW自小客車鑰匙 1把、大門
遙控器 1個、安非他命 1小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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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6日 執行「高雄市第

3屆第 9選區議
員黃捷  罷免

案」投(開)票日

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0371000
號函 

高雄市選委會於 6日，假本市

鳳山區 228處投開票所，辦理
「高雄市第 3屆第 9選區議員

黃捷罷免案」投(開)票作業，

本局全體動員、積極整備，秉

持「投票前平安」、「投票日平

順」、「開票後平穩」三大工作

目標，圓滿達成投開票日安維
任務。 

6日 查獲蔡嫌槍擊

案 

 6日 2時許民眾報案稱在本市

鳳山區中山東路巷內民宅有

人受槍傷；成功所員警獲報後
立即馳赴現場，初步了解現場

為傷者陳男、傷者太太鄭女、

友人吳男 3人一同在屋內，與
嫌疑人蔡男係舊識，洽談事情

中不知何故開槍，槍擊過程中

有卡彈，其中 1槍打到陳男頸
部，經 119到場送往長庚醫院

搶救仍於 6 日 3 時 27 分宣告

不治，全案由本局刑警大隊及
鳳山分局共組專案小組查

辦。初步調查因 2人宿怨引起

殺機，專案小組鎖定歹徒騎乘
之重機車查緝， 6 日 9 時 55

分於本市中崙一路將歹徒圍

捕壓制到案，並當場於犯嫌身
上起獲手槍 1枝、子彈 42顆，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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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偵破犯罪嫌疑

人黃○弘涉嫌
殺人案 

 本局岡山分局於 5日接獲「高

雄市政府消防局 119」轉報，
救護人員前往本市永安區維

新路光明 10 巷 113 號 2 樓救

護傷患，傷者遭銳器刺傷傷重
不治，已當場死亡。立即成立

「0205」專案小組調查偵辦，

經詢問報案人洪○衡稱：當日
接獲借住該屋之友人黃○弘

通知有急事，趕赴現場時發現

死者康民倒臥血泊中，洪某隨
即撥打 119救護，惟嫌疑人黃

○弘已趁隙逃逸。專案小組立

即封鎖現場並報請臺灣橋頭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聖淵暨

本局刑事鑑識中心到場勘

驗，經檢察官指揮並核發拘票
全力緝捕涉嫌人黃○弘到

案。於 6 日凌晨 2 時 30 分，

在本市岡山區壽天路 37-3 號
前（統一超商肯娣門市）員警

發現黃嫌現蹤，立即一擁而上

制伏嫌犯帶案偵辦，並起獲兇
刀、血衣等贓證物。經詢嫌疑

人黃○弘坦承殺人犯行，供稱

渠與死者康民有金錢糾紛，當
日在睡夢中遭死者持棍棒毆

打，渠隨手持身旁短刀反擊刺

中對方造成死亡，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經檢察官複訊後向法

院聲請羈押黃嫌獲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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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日 執行「110年第

1 次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中醫師

考試分階段考
試、營養師、護

理師、社會工作

師考試」維安勤
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0489400
號函 

考選部於 6、7 日(2 天)，假

本市三信家商、明華國中及小
港高中等 3校辦理「110 年第

1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考試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
試、營養師、護理師、社會工

作師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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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 查獲鳳山霸凌
少女主嫌被邀

出遭毆打案 

 

 前鳳山區霸凌案黃姓加害人
(動手毆打者)於 6 日 22 時，

受熟識友人方男邀約要向被

害少女道歉，方男以機車載黃
男至大寮區玫瑰園墓區向被

害少女及父親道歉，該父女離

開後，被在場多人毆打致右手
肘、無名指骨折、頭部擦傷，

由現場嫌犯以機車載至小港

醫院就醫。本局小港分局、林
園分局、刑事警察大隊共組專

案小組於 7日至本市小港、林

園區帶回方姓主嫌等 16 人偵
辦，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7日 查獲林○舜等

11 人於公共場

所賭博財物案 

 本局鹽埕分局於 7 日在本市

鹽埕區「皇家柳丁主題餐

廳」，查獲林○舜等 11人於公

共場所賭博財物案，現場查獲

現金新臺幣 3萬 500元，籌碼

一批，無線電及記帳本等贓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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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日 「終極飛盤爭

霸戰」寒假營隊
活動 

 為鼓勵青少年從事健康休閒

育樂活動及維護身心健康發
展，於 7 日至 9 日，14 時至

17 時(每日 3 小時)，假高雄

市立文華國民小學運動場，特
別籌劃辦理「終極飛盤爭霸

戰」，飛盤爭奪賽（Ultimate）

寒假營隊活動，藉由新興運動
學習及體驗飛盤競技，認識基

本飛盤規則及投擲飛盤技巧

練習，透過團體課程參與提升
少年溝通、合作、遵守團體紀

律之能力，3 天活動計 71 人

次熱情參與。 

8日 通過 ISO 27001

國際認證，頒發

「 ISO 
27001:2013」證

書 

 為了確保資訊安全，積極通過

ISO 27001國際認證， 8日由

國內最具權威的第三方驗證
機構-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SGS)總監到局頒發「ISO 

27001:2013」證書，由兼任資
安長的副局長陳書田代表授

證。 

9日 專案大掃蕩  

安心過好年 
 

 為淨化本市治安環境，陳市長

指示本局規劃大掃蕩專案行
動，除針對毒品、槍械、組織、

街頭暴力、討債等不法分子聚

焦打擊，「從嚴、從密、從速」

蒐證偵辦，對不法分子首謀、

教唆及相關共犯一網打盡，以

肅清不法源頭。本局於 8日至
9日執行專案掃蕩行動，專案

期間共計查獲槍砲案 1 件 1

人、各類毒品案 44 件 53 人、
查獲詐欺案件 30件 51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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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通緝犯 6 人、竊盜案件 10

件 11人及其他各類刑案共 40
件 44 人。春節即將到來，本

局將以「治安平穩、交通順

暢、民眾安心」為工作主軸，
全力整備 110 年加強重要節

日安全維護工作，有信心讓市

民安心過好年。 

9日 春 節 前 大 掃

蕩，全力阻詐破

2件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於

165反詐騙平台發現簡姓被害

人等 12 人報案，指控遭詐騙
集團以解除分期付款、假借

貸、假網拍方式，經交叉比對

懷疑出自同一詐騙集團，鎖定
向姓主嫌涉案，警方查出向嫌

吸收女友的弟弟陳男，由陳男

找來曾姓友人擔任「收簿
手」，並以假貸款真收簿手

法，詐騙新竹 1名被害人把金

融卡、帳戶、密碼寄至高雄某
超商。陳嫌指揮曾男騎機車載

他前往仁武區一家超商取

貨，因怕有警方埋伏，交付新
臺幣（以下同）500 元給曾男

令他進超商收簿，果然被警方

人贓俱獲，再溯源逮獲向嫌，
清查帳戶詐騙匯款金額 57 萬

6,104元，查扣犯案手機、本

票等，向嫌否認犯行，遭聲押
獲准，全案正由檢警擴大偵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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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日 

執行「110年鹽

埕埔春節趕集
活動」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0937875800
號函 

鹽埕區公所於 11-14日(4天)

假本市鹽埕區新樂街、鹽埕
街、瀨南街、莒光街、光榮街

及大勇路等路段舉行「110年

鹽埕埔春節趕集活動」，本局
派員負責活動會場及周邊重

要路口交通疏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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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 查獲職業賭場  本局楠梓分局接獲情資，得知

本市楠梓區德惠路 72 號有聚
賭情事，經查由嫌疑人劉○宏

提供處所、穆○遠主持會場、

劉○宏把風邀客聚賭，以俗稱
「黑子」之天九牌為賭具，由

賭客輪流作莊家，押注比點數

大小論輸贏，押注贏時由莊家
賠押注相同金額，押注輸時押

注金額全歸莊家所有，賭客每

贏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
則支付 30 元抽頭金予穆嫌。

經蒐證完竣，見時機成熟，於

14日 3時 35分至現場查獲嫌
疑人穆○遠、杜○勳、劉○宏

及證人徐○挺(賭客)等 23 人

聚賭，當場扣得賭資共 10 萬
500元、天九牌一副（32張）、

骰子、對講機、隔音毯等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7日 查獲詐欺車手
案 

 

 1月份民眾張先生遭「假網拍
方式」匯款至人頭帳戶新臺幣

2萬 5,000 元後，旋即車手便

在臺南市歸仁區某農會 ATM
提領一空，案經民眾於 165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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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後，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

隊員警展開調查，分別在 1至
2月於臺南市歸仁區、本市湖

內、岡山、楠梓、仁武等地區，

犯下提領詐欺贓款之犯罪行
為。案經警方追查出李嫌真實

身分後，報請臺灣臺南地方檢

察署（誠股）檢察官指揮偵
辦，並聲請拘票及搜索票於

17 日在臺南市玉井區將李嫌

查獲到案，並搜索查扣作案手
機、衣服、長褲、鞋、黑色毛

帽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8日 本原企業有限

公司董事長陳

聖仁捐贈偵防
車 1部 

 18 日陳聖仁董事長特別撥空

前來參加偵防車捐贈儀式，本

局鼓山分局也回贈 1 部 1:18
的仿真模型汽車表達謝忱，承

蒙陳董事長慷慨捐贈偵防

車，讓員警在刑案的偵辦上如
虎添翼。高雄市警察局長黃明

昭親臨受贈儀式，感謝趙天麟

委員、簡煥宗議員、蔡金晏議
員、李雅慧議員、陳玫娟議員

蒞臨指導。本原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聖仁平時熱心公
益，對警政工作的推動全力支

持，同時關心員警的執勤安

全，認為警察應勤裝備的完善
與執勤效益有著絕對的關

係，經常以實際行動表達力挺

警察的決心。陳聖仁董事長自
96 年起迄今，已陸續捐贈警

察局及所屬單位近 30 部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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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另電腦及各項配備不計

其數，金額粗估約新臺幣 3千
萬元，陳董事長對警察維護治

安的貢獻及熱忱，深獲基層員

警肯定。有感於「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偵防車在警察

執行勤務中扮演著不可或缺

的角色，陳董事長捐贈日本原
裝 進 口 的 TOYOTA 

RAV4(2000cc)汽車 1 部作為

偵防車，也可以適度汰換老舊
車輛，來提高刑案偵辦效能。 

鼓山分局長葉錫山表示，警察

維護治安、捍衛正義責無旁
貸，但是沒有良善的裝備將處

處掣肘。陳董事長分別在

101、107 年捐贈分局偵防車
及電腦設備，今年又捐贈偵防

車 1部，對警察裝備的支持不

遺餘力，鼓山分局全體同仁將
竭盡全力維護轄區的治安、交

通及服務等工作，來回報陳董

事長及廣大市民朋友的支持。 

18日 立即破獲鄭嫌

強盜案 

 本市茄萣區 1 名女子於 18 日

中午在開設的工作室用餐

時，缺錢花用的鄭姓男子心生
歹念，入屋後企圖行搶，一度

拿起餐桌上的水果刀要求女

屋主拿出財物，搶走手提包 
500包保健食品，沒有現金；

本局湖內分局組成專案小

組，分組調閱案發地點周遭監
視器影像比對，循線追查，獲

悉犯嫌鄭○泉犯案後二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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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交通工具，騎乘 9○7-E○T

重機車逃逸，專案小組立即對
鄭嫌所騎乘之重機車設定及

調閱即時車辨，並分工實施地

毯式搜尋，在頂漁路查獲犯嫌
鄭○泉到案，並起獲犯案水果

刀 1把、被害人皮包 1只，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18－21 

日 

查獲逃逸外勞

吸食毒品安非

他命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日前接獲

報案，位於本市新興區套房內

有多名逃逸外勞吸食毒品，經
承辦小組調閱報案資料分析

循線通知廖姓被害人製作筆

錄指證。承辦小組於 18日 15
時 40 分在新興區第二市場搜

查，並在李姓負責人配合下，

發現印尼籍逃逸外勞及 2 名
合法印尼外勞等 3 人共處一

室，現場瀰漫毒品氣味，將上

述等人帶回調查並採集尿
液，經快速篩檢均有毒品安非

他命反應，並送正修科大 24

小時快篩報告人均有安非他
命反應，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9日 查獲李嫌槍械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於農曆過

年前防搶勤務期間，發現有 1

位開高級轎車男子形跡可

疑；經多日蒐證後，該男子疑

似有吸毒等不法情事，遂成立

專案小組，並報請高雄地檢署
檢察官指揮偵辦。本案於 19

日，向高雄地方檢察署聲請搜

索票前往李嫌小港區住處查
緝，當場查獲李嫌並查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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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械金牛座手槍 1枝、彈匣 1

個、子彈 14顆(達姆彈 5顆)、
安非他命 1包(毛重共 0.26公

克)、玻璃球吸食器 1 組等相

關贓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21日 執行「110年各

級農會改選」維
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0937436600
號函 

高雄市「110年各級農會改選」

(農事小組組長、副組長、會
員代表選舉)於 21日，假本市

基層農會投開票所舉行，本局

協助各投開票所安全維護，本
次農會改選期間各投、開票所

秩序良好，圓滿達成任務。 

22日 本局執行「緝毒

專案」查獲毒品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日前接獲

線報某洪姓男子於北高雄一
帶販賣毒品，藉由外送之方式

販賣予不特定人，危害社會治

安甚鉅，警方遂立即報請橋頭
地方檢察署歲股檢察官指揮

偵辦。於 22 日跟監發現洪嫌

與人約定於本市楠梓區某停
車場交易毒品，當場查獲洪

嫌、楊嫌 2人，查扣第三級毒

品「AP」、「彩虹惡魔」咖啡包
共 16 包(毛重 97.96 公克)、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6 包(毛重

23.81 公克)、販毒所得新臺

幣 4萬 2,900元、K盤、手機

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2日 查獲大麻活株
8株、乾燥大麻

煙草 1包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於
日前循線發現疑有嫌犯在本

市三民區力行路某公寓自宅

種植大麻，經報請高雄地檢署
檢察官指揮並向法院聲請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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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票獲准，於 22 日下午會同

轄區三民第一分局共同展開
查緝，當場在章嫌房內查扣種

植大麻活株 8株、乾燥大麻煙

草 1 包(毛重 14 公克)、熱壓
機 1台、吸食器及相關設備等

大批犯罪證物。並在章嫌住處

發現有大量植栽設備、特殊燈
具組、抽風設備、溫度控制

器、培養土、灑水設備、打氣

機、風扇等等各類專業設備，
研判係在家中當起自耕農，自

行栽種大麻，包含溫度、濕

度、明亮度等環境因素皆全數
控管，以有效培育大麻活株。

另警方在現場更發現乾燥大

麻煙草及捲菸紙等，係章嫌用
以大麻菸草捲菸並吸食大麻

所用，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2日 查持有槍彈、毒
品案 

 緣專案小組日前循線查知徐
姓犯嫌改造及持有槍彈，報請

高雄地方檢察署指揮偵辦，於

22 日在高雄市鳳山區查緝徐
姓犯嫌到案，並查扣手槍 1

枝、子彈 3顆、槍械零組件 1

批、二級毒品咖啡包 1 包(7
公克)及手機 2 支。扣案手槍

經本局鑑識中心初驗管制槍

枝可能性較大。本案符合警政
署 110 年上半年查緝槍砲及

局辦毒品專案績效，全案依涉

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移送高雄

地檢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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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查獲網路紅人

因移車糾紛遭
人刺傷案 

 本局苓雅分局轄內於 22 日 9

時許發生吳姓及張姓民眾在
本轄某舞廳前與蔡姓犯嫌等

人因移車糾紛衍發口角糾

紛，後遭蔡姓犯嫌持刀殺傷背
部。獲報後立即成立專案小組

調查事發經過，14 時許掌握

蔡姓主嫌等人身分後，備卷向
高雄地檢署報請指揮及聲請

拘票獲准，由本局苓雅分局結

合刑事警察大隊及刑事警察
局偵查第八大隊數十名警

力，旋即兵分多路前往蔡姓主

嫌等人居住處及落腳處執行
拘提，先行在本市苓雅區四維

四路上拘提蘇姓犯嫌到案，之

後在本市苓雅區中正一路高
速公路附近將蔡姓主嫌等 3

人拘提到案，全案於 8小時內

將 4名犯嫌全數緝獲，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23日 加強掃蕩毒品

犯罪案 

 為維護本市學生優質學習環

境，配合 109學年度第 2學期
開學日延後之政策，本局特於

開學前一週規劃執行本市肅

毒專案掃蕩行動，積極掃除社
區及校園周遭之毒品犯罪，除

加強向上溯源追查供毒藥頭

外，另加強向下清查毒品銷售
流向，以瓦解本市供毒網絡，

保障市民及學生安全。統計專

案期間計於易涉毒營業場所
臨檢 66次、出動警力 814 人、

盤查 1,713人次，另當週於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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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特定營業場所查獲毒品案 1

件，移請毒品防制局予以裁處
及列管。本次專案共計查獲各

類毒品案件 105件 128人，查

扣各級毒品 511.67 公克、大
麻栽種工廠 1處、大麻活株 8

棵及設備一批等，其中刑事警

察大隊偵六隊於本市毒品犯
嫌藏匿處所，起獲手槍 1 枝、

彈匣 1 個及子彈 14 顆等證

物；另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查
獲販賣毒品案 1件 2人，查扣

毒品咖啡包 14 包、愷他命 6

包、販毒不法所得新臺幣 4萬
2,900元等。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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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 3時 00分許，在

本市三民區覺民路 285 巷 26

號前查獲幸嫌非法持有三級
毒品卡西酮之咖啡包 50 包

（總毛重 359.37公克），全案

帶隊偵辦並報請刑警大隊向
上溯源。 

28日 執行「228事件

74 週年追思紀

念活動」維安勤

務 

高市警保字第

號 1103108900

號函 

高雄歷史博物館於 28 日，假

228 和平紀念公園舉辦「228

事件 74 週年追思紀念活

動」，本局派員協助活動會場

及周邊重要路口交通疏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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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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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110年 2月警察大事記照片 

時間：2月 7日~2月 9日 
地點：高雄市立文華國民小學運動場 

事由：「終極飛盤爭霸戰」寒假營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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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月 7日~2月 9日 
地點：高雄市立文華國民小學運動場 

事由：「終極飛盤爭霸戰」寒假營隊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