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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3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溯源破獲毒咖
啡包分裝場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偵
辦毒品溯源案，發現該蔡姓男

子目前無業，平時從事販毒牟

利，遂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指揮偵辦，於 2 月

18日 17時許，持搜索票前往

蔡嫌本市三民區住處執行搜
索，扣得販毒現金新臺幣 20

萬 6,400 元及毒品咖啡包 3

包。經數日探查分析資料後，
查知蔡嫌在前鎮區另有租屋

處，經聲請核發搜索票，於 2

月 25日 10時許，借提在押蔡
嫌執行搜索，當場查扣藏放之

毒品咖啡包 500 包及相關分

裝咖啡包設備及器具等證
物，全案詢後依法移送偵辦。 

2日 刑事警察局、本

局岡山分局、嘉
義市、縣警察局

共組專案小組

偵辦擄人勒贖

及強盜案 

 刑事警察局、本局岡山分局、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共組專案
小組偵辦擄人勒贖及強盜

案，經長期蒐證及跟監，於 3

月 2 日同步執行搜索 15 處及

拘提相關犯嫌 6名，惟於 3月

2 日 9 時 30 分許跟監主嫌李

○儒至本市鼓山區明誠四路
268號對面公園路旁停車，專

案小組伺機上前包夾，喝令李

嫌下車，李嫌頑強抵抗，疑似
由車內朝警方開槍，專案小組

生命受威脅，故朝輪胎及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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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處開槍，破窗後發現李嫌中

彈，立即通報救護車送往高雄
醫學大學搶救後仍不治，本局

鼓山分局到場協助封鎖現場

及通報本局鑑識中心採集相
關事證、並報請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實施相驗，初步檢視李

嫌所持之槍械為制式克拉克
手槍 1 枝，彈匣內仍有 13 顆 

子彈，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3月2日
至 6 月

29日 

第 14期點亮家
中溫暖燈計畫 

 

 本局少年警察隊 3月 2日至 6
月 29 日於本市三民、前金、

大社、鼓山等轄區，開設點亮

家中溫暖燈計畫第 14 期上半
期課後技藝及體驗學習培力

班，啟發少年潛能，並減少放

學後在外遊蕩、接觸不良場所
及友人之機會，目前共服務約

71名少年。 

4日 偵破黃○慈強

盜案 

 本局小港分局 3月 4日接獲轄

區板信商銀報案遭人持槍搶
劫，警方接獲報案後立即派遣

大批警力於 3 分鐘內趕至現

場，迅速壓制嫌犯並逮捕黃姓
嫌疑人，現場查扣作案用玩具

手槍 1 枝，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4日 破獲不法討債

組織案 

 本局鳳山分局偵查隊接獲報

案稱有身分不詳男子以恐嚇

威脅等暴力手段向被害人強
行索討債務並強簽本票，如遇

不從者即糾眾至被害人住處

持續按門鈴騷擾，要求被害人
出面或在被害人住家周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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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吆喝、叫囂被害人姓名，以

該手段要求被害人償還金
錢，達逼討債款之效果。經查

該集團以黎姓男子為首，並吸

收多名不良分子自組暴力犯
罪集團，強行介入以債務清償

之方式取得債權，且以暴力不

法手段強行討債，經蒐證完備
後於 3月 4日 8時許，在本市

鳳山、三民及前鎮等地區同步

執行搜索並拘捕主嫌黎○○
及集團成員陳○○等 10 人，

現場查扣被害人簽立之本票

22張、債務授權委託書 2張、
空白本票 3本、摺疊刀 1 把、

伸縮甩棍 1支、點鈔機 1 台、

手機 8支等不法證物；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5日 查獲黃○德持

有槍械案 

 本局楠梓分局接獲線報，得知

嫌疑人李○德疑似持有槍
枝，偵查隊於 3 月 5 日 15 時

40 分持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核

發之搜索票，至嫌疑人本市鳥
松區美山路住所執行搜索，於

3樓臥室衣櫃內查獲仿貝瑞塔

改造手槍 1枝、彈匣 1個、子
彈 22 顆、改造槍機、槍管各

1枝，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6日 「大樹統嶺生

態秘境之青年
洄 游 直 直

long 」大樹區

團體輔導活動 

 為鼓勵青少年多元適性發

展，讓少年有體驗及參與社區
生態保育的機會，特別籌辦

「大樹統嶺生態秘境之青年

洄游直直 long 」大樹區團體
輔導活動，於 3月 6日 8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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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時 40分，假本市大樹區統

嶺社區發展協會辦理，藉由結
合社區資源，帶領少年探訪統

坑溝生態秘境特有種螃蟹棲

息地，提升生態保護意識，計
22位少年熱情參與。 

6日 偵破王○名涉

嫌違反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

例案 

 本局岡山分局赤崁派出所於 3

月 2日 2時許，接獲勤務指揮
中心派遣，前往本市梓官區通

安路與中正路口處理交通事

故時，現場發現 1輛自小客車
自撞停放於路邊，車輛損壞嚴

重，車內駕駛人王○名手部骨

折及身體多處擦挫傷，員警隨
即協助救護人員將傷者送醫

後，發現駕駛座腳踏板邊竟有

子彈 1顆，乃迅速連絡車主李
○銘到場，徵得其同意搜索，

於車內共搜獲改造手槍 2

枝、子彈 3顆、彈殼 2顆、彈
頭 1顆、K盤 1個、第三級毒

品一粒眠 4顆等證物，經詢據

犯罪嫌疑人王○名，坦承非法
持有槍、彈等物，扣案槍枝經

本局刑事鑑識中心初步鑑識

其中 1枝為管制槍枝，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並持續溯源追查

槍枝、毒品來源。 

7日 市長參加那瑪

夏國中祭儀會
勘、那次蘭溪產

業道路修路工

程及高 134 線
道路狀況 

 活動名稱：市長參加那瑪夏國

中祭儀會勘、那次蘭溪產業道
路修路工程及高 134 線道路

狀況。 

時間：110年 3月 7日（星期
日）上午 8時至 1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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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那瑪夏區。 

重要人士：立委伍麗華、市議
員陳幸富、林富寶及立委邱議

瑩助理賴添貴等人。 

現場媒體：高雄都會台、原民
台及臺灣時報。 

活動過程：12時 33分市長離

開那瑪夏區那次蘭溪整建工
程前往深山裡的麵包店用午

膳（私人行程）。 

7日 執行「2021 維
士比盃高雄愛

河國際鐵人三

項競賽活動」維
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0956800

號函 

市府運發局於 7 日假本市河
濱國小、愛河水域及周邊道路

辦理「2021 維士比盃高雄愛

河國際鐵人三項競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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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日 偵破裴○章連

續強盜案 

 本局新興分局 7 日於前金區

○○路破獲裴○章連續強盜

案，查裴嫌持刀強盜 2 起案
件，分別不法取得被害人重機

車 1輛及新臺幣 300元，本局

員警於案發後 1 小時迅速破
案，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7日 偵破林○城涉

嫌槍枝改造工

廠、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於月前接

獲線報指稱綽號「傑仔」之犯

嫌在高雄市區改造槍械，經偵

查後得知林姓主嫌涉嫌以本

市前金區某透天厝做為槍械
改造工廠據點，復聲請搜索票

於 3月 7日進入該處搜索，當

場起獲改造手槍 5枝、改造衝
鋒手槍 1 枝以及子彈 91 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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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槍工具一批、二級毒品安

非他命 8.34 公克以及吸食器
1批，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7日 偵破黃○倫等

人涉嫌恐嚇取
財、傷害、組織

犯罪條例案（治

平 B 類檢肅對

象）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接獲情資

指稱以黃○倫為首之暴力犯
罪組織，常於深夜率眾與他人

聚眾鬥毆，並涉及經營娛樂經

紀公司、網路賭博、重利放

款、暴力討債等不法情事，經

長期蒐證後，於 3月 7日持搜

索票、拘票，分別至本市新興
區、三民區等地，陸續緝獲主

嫌黃○倫及旗下暴力討債集

團成員等共 11人(拘提 4人、
通知 7人)，查扣球棒、木棍、

刑警便帽及刑警背心等物

品，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8日 緝獲臺南市直
播主被恐嚇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近
日偵辦一起毒品案時，意外獲

知潘姓嫌犯涉及臺南市唐姓

直播主被恐嚇案，為該案唯一
在逃要犯，且擁槍自重，極具

危險性。案經報請臺灣橋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並
核發拘票，員警 3月 8日凌晨

於嘉義縣大埔鄉潘嫌藏匿的

民宿進行圍捕，潘嫌由於熟悉
地形得以逃脫，警方沿逃逸路

線進行搜捕，發現潘嫌所持用

之非制式手槍 1 枝、子彈 12
顆，研判為潘嫌慌亂逃竄時所

遺留。隨即派員分組至潘嫌平

日可能藏匿及易出入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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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埋伏監控，於當日 21 時

許在臺南市南區永成路二段
發現潘嫌隨即拘提逮捕，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8日 偵破方○祥涉

嫌殺人、非法持
有槍彈案 

 於 3 月 7 日 17 時在大樹區久

堂路發生槍擊案，犯罪嫌疑人
方○祥與前妻簡○娘因談判

房產分配發生爭吵，現場劉○

成及吳○春共同制止方嫌，造

成方嫌不滿就返家取出改造

手槍 1 枝、子彈 20 顆，騎乘

機車返回現場找前妻簡女，並
與劉、吳 2人發生毆打衝突，

渠即拿出手槍對被害人劉、吳

2 人連開數槍，造成劉、吳 2
人當場死亡，方嫌渉案後騎車

逃逸，本局仁武分局與刑大偵

五隊及保安警察大隊組成專
案小組，並調閱各路口監視

器，發現方嫌行蹤，於 3月 8

日 9 時 25 分在大寮區萬大橋
高屏溪河堤邊查獲，並起獲作

案改造手槍 1枝、子彈 9 顆，

又在方嫌住所起獲子彈 7
顆、彈殼 20 顆等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9日 線上巡邏查獲

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執行加強

夜間熱區防制街頭暴力巡邏
勤務，於 3 月 9 日 0 時 55 分

許，在本市三民區九如路與自

由路口，查獲曾嫌非法持有二
級毒品 MDMA 咖啡包 59包（毛

重 312.55公克），全案帶隊偵

辦並報請刑事警察大隊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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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 

10日 
 

110年 3月捷運

警察隊卸、新任
隊長交接典禮 

高市府人力字

第
11000959500

號令 

本局於 110年 3月 10日(星期

三)11時在左營分局禮堂辦理
捷運警察隊卸、新任隊長交接

典禮，由新興分局偵查隊隊長

林宗賢陞任捷運警察隊隊

長，典禮由局長主持。 

10日 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執行「全國

同步掃黑行動
專案」 

 本局自 3 月 3 日起至 10 日

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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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對幕後首要分子及維生金

流、寄生不法行業加強掃蕩，
斷其經濟命脈，全面瓦解暴力

犯罪組織，本次專案共檢肅 7

名治平目標、同時逮捕手下成
員 47人，合計到案 54人，重

大成果摘要如下： 

1.林園分局偵辦地下錢莊無 
  良重利案，拘提陳嫌及其成 

  員 5人到案，查扣本票 8本 

  、廣告宣傳單 1批證物，全 
  案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重 

  利、恐嚇取財得利、妨害自 

  由、毀損等罪嫌移送高雄地 
  方檢察署偵辦。 

2.三民第二分局偵辦網路賭 

  博暴力討債，拘獲主嫌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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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旗下暴力討債成員 11 

  人，查扣斧頭刀、球棒、木 
  棍、刑警便帽及刑警背心等 

  證物，全案依組織犯罪條 

  例、傷害、毀損、妨害自由、 
  恐嚇取財、妨害秩序等罪嫌 

  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偵辦。 
3.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偵辦 

  檳榔攤惡煞暴力犯罪，拘捕 

  主嫌曾○○及 7 名成員到 
  案，查扣手銬、木棍、球棒、 

  鋼製長鋸、本票、借據等證 

  物，全案依組織犯罪條例、 
  妨害自由、恐嚇等罪嫌移送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 

4.小港分局偵辦小港惡霸暴 
  力討債，搜捕盧嫌及成員 5 

  人到案，查扣行動電話、作 

  案用棍棒 3支、刀械 2 把、 
  油漆桶等證物，全案依組織 

  犯罪條例、妨害秩序、妨害 

  自由、毀損等罪嫌移送臺灣 
  高雄地方檢察署偵辦。 

本局重申打擊不法無法律假

期，為能有效壓縮、瓦解幫派
依附寄生之處所及金源，將持

續向上溯源追查，並運用「第

三方警政」策略執行「行政干
預」之刨根作為，斷絕其金

流，絕不容許幫派及旗下成員

藉機擾亂社會秩序，對於不
法，警方絕對有掃蕩到底之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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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日 

執行「110年高

雄市國民小學
運動會」開、閉

幕活動，維安勤

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0117900
號函 

市府教育局於 10、12日(2天)

假高雄國家體育場-世運主場
館舉行「110年高雄市國民小

學運動會」開、閉幕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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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日 「積極防詐」-

警局長公開表

揚金融行員 

 本局為展示打擊詐欺決心，局

長黃明昭親自至高雄燕巢郵

局，表揚櫃員及襄理熱心關懷
提問、阻絕詐騙，即時追回民

眾受騙款項，讓民眾免於財產

損失：本案被害人於 110年 2
月至燕巢郵局提領存款新臺

幣 150萬元，受理櫃員熱心機

警，關懷提問提領大量現金用
途，被害人回答繳交房貸，櫃

員立刻察覺有異，「繳交房貸」

與警方宣導防詐常見徵候雷
同，遂報告襄理協助，並通知

燕巢派出所警方到場；執勤員

警告知此為詐欺犯罪慣用伎
倆，並勸說將該筆款項存回自

己帳戶。警方再度提醒民眾，

有任何疑問都歡迎撥打防詐
騙諮詢專線 165或撥打 110報

案查證。 

12日 查獲張○恩持

有槍械案 

 本局楠梓分局楠梓派出所於 3

月 12 日 16 時 30 分許接獲
7-11 超商報案，稱店內有人

扭打糾紛，經警網迅速抵達現

場，及時壓制張嫌並查獲
JP915 改造手槍 1 枝、子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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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經了解本案係張、陳 2人

於臉書相約至超商交易 10 萬
虛擬泰達貨幣（合新臺幣 282

萬元），惟現場交易時，陳民

見張嫌言詞閃爍並驚見其背
包疑有槍械，而發生扭打，經

超商店員報警，員警迅速抵達

現場，將犯嫌壓制及查獲槍械
後帶返偵辦，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3日 市長參加第一
屆嘎呼拉斯音

樂節安全維護 

 活動名稱：市長參加第一屆嘎
呼拉斯音樂節安全維護。 

時間：110 年 3 月 13 日（星

期六）13時至 20 時。 
地點：寶來國中。 

重要人士：立委邱議瑩、議員

林富寶。 
現場媒體：公視、中國時報。 

活動過程： 

（一）市長 1530 蒞臨訪視。 
（二）市長 1618 至寶來國中 

      宿舍興建工程落成啟 

      用典禮剪綵。 
（三）1630 嘎呼拉斯音樂節 

      開幕，1638 市長上台 

      致詞。 
（四）市長訪視行程於 1703 

      結束，過程平和無事 

      故。 

13、14
日 

執行「110年專
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普通考試

導遊人員、領隊
人員考試」維安

高市警保字第
11030489400

號函 

考選部於 13、14 日(2 天)，
假本市三信家商、大榮中學等

2 校辦理「110 年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
員、領隊人員考試」，本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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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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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 破獲職業大賭

場案 

 本局鳳山分局於 2 月中旬接

獲本轄 1 家競技休閒館招攬
多名會員以經營賭博場所為

業之情資，店內賭博方式有妞

妞、百家樂等多種紙牌遊戲，

並以新臺幣與籌碼依比例先

行兌換後，若贏得之籌碼可於

店家再依比例兌換現金得
利，該分局獲報即組成專案小

組偵辦。經調查蒐證後，見時

機成熟，於 3 月 15 日 23 時
45 分前往位於本市鳳山區善

和街之競技休閒館持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所核發之搜索票
執行搜索，當場查獲現場負責

人兼荷官趙○○等 7 嫌及賭

客 9 人，共計 16 人，並查扣
現金新臺幣 73 萬餘元、籌

碼、營業帳冊、撲克牌、骰子、

點鈔機及監視器等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16日 警局督察會報

移師圖書總館

舉 辦 ， 員 警 
體驗新知寶庫 

 局長黃明昭於 110 年 1 月 16

日到任後，即全力為高雄市治

安打拼，針對「受理報案」、「服
務態度」、「社區警政」、「淨化

治安」4項工作強化作為，要

求所屬全力做好各項為民服
務工作，警局督察室為提升各

項為民服務品質，於 3 月 16

日商借本市市立圖書館 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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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型演講場所-際會廳，召

集各單位副主官、督察組組長
及相關督察業務承辦人舉行

督察會報，與會人員計有 147

人參加，採梅花座位，研商策
進督察工作。本次會議有別於

過去宣教性的傳統模式，改由

各業務承辦人自由發揮，將平
日處 (受 )理案件的特殊狀

況，提出較有效率且更精進的

處置方式，例如承辦人提出設
置督察業務協作平臺，以提供

相關法令依據及最佳解決問

題的方法，也有承辦人提出員
警舉發交通違規時，與民眾應

對言詞不當遭致陳情態度不

佳案例，從中歸納出遭民眾詬
病陳情因素，多為員警處理案

件同理心不足，期許透過這樣

的經驗分享，能提升員警工作
品質及為民服務態度。在業務

心得報告結束後，由現場 147

名與會人員票選有創意且表
現優異前 5名同仁，由主席謝

副局長頒發禮品獎勵。 

17日 查獲販賣毒品
咖啡包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日
前接獲線報某李姓男子於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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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立即報請橋

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

辦。經查李嫌與人約定於本市
楠梓區某汽車旅館交易毒

品，警方遂前往埋伏，於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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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 20時許在本市楠梓區，

當場查獲李嫌、傅嫌 2人，查
扣第三級毒品「賓利」、「彩虹

惡魔」咖啡包共 420 包(毛重

3480公克)、第三級毒品愷他
命 7 包(毛重 10.62 公克)、K

盤、手機等證物，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17日 查獲李姓犯嫌

竊盜案 

 李姓犯嫌犯下多起竊案，曾於

3月 8日凌晨 4時 9分於本市

三民區熱河一街竊取超商物
品、2月 10日凌晨 26分於同

盟三路、九如三路竊取車牌 2

面、3 月 11 日 14 時 16 分於
苓雅區新光碼頭附近竊取車

牌 2面。本局三民第一分局 3

月 17 日 14 時 13 分於彰化縣
埤頭鄉拘捕李姓犯嫌到案，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17日 查獲聚眾鬥毆

事件 

 本市鼓山區 3 月 17 日清晨 3

點 40 分許發生一起聚眾鬥毆
事件，犯嫌陳姓男子懷疑尤姓

男子(24 歲)私下出言羞辱其

姪子，遂夥同黃男等 7男 2女
邀約尤男到案發地點釐清原

委，並將其毆打，造成尤男受

傷送醫，經本局鼓山分局出動

快打部隊，漏夜帶回滋事民

眾，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8日 查獲張○鴻等
8 人 經 營 詐

欺、賭博洗錢機

房 

 本局鹽埕分局 3 月 18 日於本
市小港區，查獲張○鴻等 8人

經營詐欺、賭博洗錢機房案，

起獲現金新臺幣 1萬 8,500元
等贓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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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21日 「鳳山樂活鎮

北之美化家園

做陣來」鳳山區
團體輔導活動 

 本局少年隊為讓青少年藉由

正向活動參與培養樂觀積極

的態度，增進健全身心發展，
特別籌辦「鳳山樂活鎮北之美

化家園做陣來 」鳳山區團體

輔導活動，於 3 月 21 日 8 時
至 15 時，假本市鳳山區樂活

鎮北社區發展協會辦理，透過

「社區服務參與學習」，帶領
少年共同維護社區環境，落實

社會關懷與服務，期能透過活

動習得愛護環境及珍愛生命
之美德，計 28 位少年熱情參

與。 

22日 查獲涉嫌非法

改造槍枝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日前接獲

線報，本市湖內區 1名蘇姓犯
嫌涉嫌自行改造槍枝、槍管、

子彈，案經承辦小組調閱監視

器影像與分析犯嫌身分住處
完竣後，並由臺灣橋頭地方檢

察署指揮偵辦，於 3 月 22 日

14時 15分持搜索票至蘇姓犯
嫌住處執行搜索，現場發現蘇

姓犯嫌以砂輪機磨研改造非

法槍枝與槍管，當場逮捕。全
案起獲改造完成巴西金牛座

黑色手槍(含彈夾)、改造完成

槍管 1枝、子彈半成品 3 顆、
黑色火藥 1罐、改造槍枝工具

1批，經訊蘇姓犯嫌坦承自行

改造槍枝，扣案槍枝經送本局



  １６ 

鑑識中心初驗功能良好為管

制槍枝，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並依規定通報全國治安管制

系統。 

22日 
 

溯源執行「局辦

安 居 緝 毒 專
案」，緝獲毒品

藥頭蘇○楠 1

名 

 本局前鎮分局偵查隊偵辦張

○○毒品案，經溯源追查渠毒
品來源係向蘇○楠購得，接獲

情資後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

察署聖股盧檢察官葆清指揮

偵辦。於 3 月 22 日持搜索票

及拘票至本市三民區河北一

路處所執行搜索、將蘇嫌緝捕
到案，現場起獲安非他命毒品

1包（毛重 0.22公克）、吸食

器 2支、空夾鏈袋一批、手機
1支等證物；另帶回吳姓及林

姓等 2名藥腳，均坦承向蘇嫌

購毒不諱，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23日 
 

查獲白○○、嚴

○○詐欺面交

取款車手案 

 被害人管○○於 3 月 22 日接

獲詐騙集團以假綁票名義詐

騙，於本市民權二路 378-3號
民權、長江路口依指示將新臺

幣 10 萬元交付給詐騙集團之

取款車手，被害人驚覺遭受詐
騙報案。本局前鎮分局偵查隊

與一心路派出所共組專案小

組，分工進行取款地點沿線監
視系統調閱暨被害人電話通

聯調閱等偵查作為，發現犯嫌

於取款後搭乘 1 部車號
ARJ-****自小客車離去，經聯

繫出租車行得知自小客車為

白○○所承租，專案小組趕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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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搜尋攔查，當場突破其心

防帶同警方前往找尋另名取
款車手嚴○○，帶同返回駐地

偵辦。全案依法移送偵辦，經

檢察官訊畢認有串供之虞當
場逮捕聲請羈押。 

23日 偵破邱○鴻毒

品、槍砲案 

 本局小港分局接獲情資，經報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指揮偵
辦，於本月 23 日持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高

雄市小港區某民宅執行搜
索，查獲邱姓嫌犯持有美制

Remington Model 870（雷明

登 870）霰彈槍 1枝、毒品研
磨機、第 1級毒品海洛因 9包

（計 13.29 克）、第 2 級毒品

安非他命 263.11 公克、搖頭
丸 190.45 公克、第 3 級毒品

K他命 13.47公克、一粒眠 487

顆、毒品咖啡包 603包等贓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向上

溯源擴大偵辦。 

24日 查獲販賣安非

他命 

 緣本局三民第一分局三民所

日前查獲鄭姓犯嫌賣毒品
案，循線溯源其毒品上游為李

姓犯嫌。於 3 月 24 日 16 時

28 分在屏東縣潮州鎮持搜索

票，現場查扣愷他命 1 包(毛

重 0.55 公克)、毒品咖啡包

(毛重 6.87 公克)、愷他命菸
2 支(毛重 2.9 公克)、K 盤 1

個、手機 1支，並於在場人涂

姓犯嫌皮包內查扣愷他命菸 3
支(毛重 3.77 公克)，於李姓



  １８ 

犯嫌住處查扣玻璃球 3顆、電

子磅秤 2 台、夾鏈袋 1 批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4日 破獲曾○誠違

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案(販賣

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日前接獲

情資指稱綽號阿誠男子利用
本轄飯店做為販毒據點，並提

供毒品給藥腳施用，做為搭載

酬勞，案經長期蒐證後得知綽

號阿誠男子真實姓名與藏身

處所，先於 3 月 24 日 8 時許

在本市小港區宏光街帶案藥
腳陳○智，到案指證曾○誠販

賣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並具結

在案，復於 24日 12時許在三
民區拘提、搜索，逮捕曾○

誠、呂○霖及曾○云等 3人群

聚施用毒品，現場查扣安非他
命 2 包(毛重 3.45 公克)、磅

秤 2台、分裝袋 1包及手機 2

支，全案依法移送偵辦，有關
曾○誠供稱毒品上游部分則

持續溯源偵辦中。 

24日 查獲蔡○翰等

2 人販賣二級
毒品安非他命 

 本局鹽埕分局 3 月 24 日於本

市鳳山區，查獲蔡○翰等 2人
販賣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案，起

獲安非他命 5包(毛重 8.2克)

等贓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25日 110 年全民防

衛動員暨災害
防救 (民安 7

號)演習 

院授防動字第

1090291556 號
函(訓令)。 

 

 

以本市「動員、災防、戰綜」

三合一會報，本「地方負責、
中央支援」原則，支援風災、

水災、地震、工業管線、毒化

災、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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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複合式災害防救為演練主

軸。置重點於「三會報」機制
聯合運作，演習全程由市長

（會報召集人）主導，整合全

市資源，驗證動員、民防、緊
急醫療、災害防救、區民撤

離、收容等應變機制，藉協同

演練強化「機制統合」、「軍民
合同」、「政軍相容」之指揮應

變效能，建立區域災害防救合

作模式，綜合實作並邀請學生
觀摩，以擴大演習成效。 

為落實離災、避災之政策，加

強民眾配合及提升疏散收容
安置之各項作為，針對轄區內

各類災害高危險潛勢區域，結

合各相關公、民營事業機構、
民間志工團體救災能量，置重

點於疏散撤離及建立優質收

容安置機制與環境等措施。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

情，本次演習全程配合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規範，落
實體溫量測、手部清消、佩戴

口罩等措施。兵棋推演並以必

要人員參與為主，不開放觀
摩。 

25日 查獲臉書網拍

詐欺案 

 本市多名網拍業者，於 109年

9月起於臉書社團上採用面交
方式販售 switch 遊戲片、玩

具公仔等物品，隔幾日即接獲

銀行通知帳戶遭到警示凍
結，經本局刑事警察大隊通知

網拍業者到案說明，發現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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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與同一臉書帳號交易商

品，警方調閱相關資料後鎖定
一陳姓犯嫌涉有重嫌，遂報請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指揮偵辦，於南投縣名間鄉拘
捕陳嫌到案，查扣作案用手機

2支及詐騙所得玩具公仔 2隻

等物，經查陳嫌利用網拍購物
之際，先向第三方網拍賣家下

標 switch 遊戲片、玩具公仔

等物品，再於臉書社團以低於
市場行情之價格販售玩具公

仔、Switch 遊戲片，被害網

友購買後，將款項匯入第三方
網拍賣家金融帳戶，陳嫌再向

第三方網拍賣家佯稱已匯款

過去，約定地點面交取得玩具
公仔、Switch 遊戲片等物變

現獲利，並立即封鎖向其購買

相關商品之被害網友，被害網
友多日沒收到商品後即向警

方報案，導致數十名第三方網

拍賣家金融帳戶遭到警示，其
中還有 1 名第三方網拍賣家

內有數百萬元之收租用金融

帳戶慘遭凍結，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25日 查獲販毒集團

案 

 本市警方近日查獲多名持有

毒品咖啡包及 K他命藥腳，經
向上溯源皆指稱係向同一微

信帳號之藥頭所購買，本局刑

事警察大隊偵三隊獲報後與
左營分局文自派出所組成專

案小組，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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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經掌握

該販毒集團身分及藏匿本市
左營區處所後，於 3 月 25 月

執行搜索，查扣毒品咖啡包

556包（毛重 3896.5 公克）、
毒品K他命57包（毛重176.68

公克）、現金新臺幣 46300

元、電子磅秤、點鈔機、犯案
用車 1輛、犯案用手機 4支等

物，並拘提該集團成員朱○

○、吳○○等 2人，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25日 
 

查獲詐欺收水

手案 

 本局前鎮分局復興路派出所

接獲 165 熱點通報於本轄華
南銀行、廣澤郵局、彰化銀

行、第一銀行均遭車手提領,

經警方調閱影像並追續三多
路沿線監視器，發現車手提領

之 22 筆贓款總計新臺幣(以

下同)38萬 6,080 元（含手續
費 80元），且每次提領完後均

交付予收水手，經確認該收水

手為嫌疑人簡○○，經報請臺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核發拘

票，於本市前鎮區出示拘票進

行逮捕，並指認其集團上手身
分供警方追缉，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25日 查獲邱○慶持

有毒品案 

 本局楠梓分局偵查隊專案小

組偵辦毒品案，經報請臺灣彰
化地方檢察署指揮偵辦，於 3

月 25 日安居專案期間，至彰

化市曉陽路查獲嫌疑人邱○
慶持有第二級毒品大麻（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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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 公克）、手機 2 支、磁

扣、鑰匙等證物，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27、28

日 

執行「2021 大

港開唱活動」維
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1501100
號函 

市府文化局於 27、28日(2天) 

假本市鹽埕區駁二藝術特
區、高雄流行音樂中心戶外場

地及高雄蓬萊港區碼頭舉行

「2021 大港開唱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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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日 線上巡邏查獲

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執行加強

夜間熱區防制街頭暴力巡邏

勤務，於 3 月 30 日 22 時 45
分許，在本市三民區南台路

195巷 7號前，查獲莊嫌非法

持有二級毒品 MDMA咖啡包 55
包（毛重 325.92公克）、一粒

眠 1 包(毛重 2.26 公克)及三

級毒品愷他命 2包(毛重 2.83
公克)，遂將莊嫌帶隊偵辦並

報請刑事警察大隊向上溯源。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