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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4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破獲假投資詐
騙水房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破
獲詐欺集團，現場搜索查扣現

金新臺幣 109萬 1,900元、手

機 3支、銀行存簿、點鈔機等

相關證物，查該集團幹部林○

○及取款車手頭林○○、車手

黃○○等犯嫌涉嫌於網路上
張貼投資訊息廣告，慫恿被害

人將現金匯至詐騙集團提供

之人頭帳戶內藉以獲取不法
暴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 日 破獲詐欺集團 

及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破獲詐欺集團，

現場查扣工作機 6台，人頭戶
金融卡 3張，同時查獲犯嫌陳

○○持有安非他命毛重 0.78

公克及吸食器 3組，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3、4、

10及11

日 

執行「2021 高

雄春天藝術節-

草地音樂會活
動」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1618000

號函 

市府文化局於 4 月 3、4、10

及 11 日(4 天)，假本市美術

館西側草坡（美術東二路與明
誠路口）舉行「2021 高雄春

天藝術節 -草地音樂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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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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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破獲詐欺車手

案 

  

本局前鎮分局破獲詐欺車手案 

，現場查扣工作手機 2支及冒
用之健保卡 1張、筆記型電腦

1台、2張金融卡、3本存摺、

2台手機等贓證物，提領車手
坦承於本市前鎮地區共提領 8

筆，提領金額約新臺幣 13萬

元，亦坦承除在前鎮地區提領
外，亦在高雄鳳山、湖內、林

園、苓雅及外縣市等地區犯案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並聲請
羈押獲准。 

7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25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小組與小港

分局共同查獲賭場負責人盧
○仔經營之撲克牌「九仔生」

職業賭場，當場查扣賭資新臺

幣(以下同)2萬 2,200元、抽
頭金 7,000元、賭具撲克牌及

骰子等相關證物，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7日 破獲毒品咖啡
包分裝工廠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六隊專
案組會同偵三隊及少年警察

隊共同破獲毒品咖啡包分裝

工廠，共計查扣毒品咖啡包
51 包（合計毛重約 250 公

克）、新興毒品甲基卡西酮（俗

稱喵喵）2大包（合計毛重約

200 公克）、大型封膜機及簡

易封膜機各 1台、咖啡包分裝

袋 804個、果汁粉 6 大袋（合
計毛重約 4.63公斤）、手機 3

支、K盤 2個及電子磅秤等相

關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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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 查獲詐欺提領

車手案 

 本局三民一分局破獲詐欺提

領車手案，經過濾林姓犯嫌涉
嫌於 3 月 25 日、4 月 1 日在

郵局、統一及全家超商等門市

提領詐欺款計 11 筆(計新臺
幣 50 萬元) ，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持續追查相關共犯向上

溯源擴大偵辦。 

8日 破獲買空賣空

三方詐騙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會

同刑事警察局偵九隊共同破

獲買空賣空三方詐騙案，當場
查扣「絨沙金藝術品 9件、手

機 1枝、藍芽喇叭 3 台」等相

關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8日 偵破詐欺集團
提款車手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詐欺
提領車手案，經過濾少年○承

等 2 人涉嫌於 4 月 1 日 18 時

15 分至 20 時 45 分在郵局、
銀行等 5 處金融機構提領詐

欺款計 12 筆(計新臺幣 35 萬

7,000 元) 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持續追查相關共犯向上溯

源擴大偵辦。 

9日 查獲假投資/視
訊交友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七隊破
獲詐欺集團，現場查扣被害贓

款及作案衣物、電話條單、本

票、銀行存摺、金融卡、交易

明細表、 作案手機、現金新

臺幣 6,000元、點鈔機，查該

集團涉嫌以假投資真詐財方
式，先誘使被害人以通訊軟體

互加好友，進而以脫衣視訊或

黃金投資等方式騙取錢財，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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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日 

執行「2021 斯

巴達障礙跑競
賽活動」維安勤

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1311300
號函 

市府觀光局於 4 月 10、11 日

(2 天)假本市阿公店森林公
園、阿公店水庫管理中心、環

阿公店水庫自行車道、小崗山

（崗山之眼）舉行「2021 斯
巴達障礙跑競賽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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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 查獲「猜猜我是
誰」詐騙老梗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於 4
月 12 日破獲詐欺集團，當場

查扣詐欺所得新臺幣 5,200

元、手機 6枝、SIM 卡 4張、
郵局存摺 1本、銀聯卡 4 張、

大陸通行證 1張、網卡 1 張、

金融卡 2張、租賃契約書 1本
等證物，查該集團以「猜猜我

是誰」方式，佯裝被害人親友

裝熟、借錢，經取得被害人信
任後再加 LINE，以需要臨時

周轉資金等理由向被害人借

款詐騙，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4日 查獲五月天、告
五人演唱會販

售黃牛票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科偵隊、偵
三隊於 4月 8日共同破獲五月

天、告五人演唱會黃牛票詐騙

案，現場查扣人頭帳戶等證

據，經查詐騙嫌犯係李姓與余

姓情侶檔，該情侶檔利用臉書

社團販售黃牛票，自年初至今
已有 63 多人受害，累計共詐

騙得手約新臺幣 30 多萬元，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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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偵破潘○霖槍

砲案，併破獲改
造槍枝工廠案 

 本局新興分局於 4 月 14 日破

獲改造槍枝工廠案，於潘姓嫌
犯住處查獲仿巴西金牛座手

槍 1支(槍身編號 TAUAUS-917 

、含彈匣 1個內有 4 顆金屬子
彈)、金屬火藥式子彈 21顆、

改造槍枝半成品 2支、改造大

型鋼管槍 1枝、火藥式霰彈 7
顆、火藥 2罐、喜得釘 1 包、

砂輪機 1台、固定夾 2支、鑽

尾 1 支、槍枝改造工具一批、
擦槍工具一批，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 3 包(毛重 4.67 公克)、

毒品咖啡包(賓利圖案、毛重
4.37公克)、安非他命吸食器

1組、分裝勺 3支、電子磅秤

1台、分裝袋 3包等贓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5日 查獲毒犯販賣

安非他命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查獲毒品

案，循線溯源毒品上游蔡姓犯
嫌，現場查扣安非他命 1 包、

電子磅秤、吸食器、手機 1枝

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5日 查獲林○佑涉
嫌大麻工廠案 

 本局楠梓分局與臺北市刑大
共同破獲大麻工廠案，於犯嫌

林○佑林口區文化路住處內

查獲大麻植株 33 株、大麻成

品 4大包、捲菸紙、剪刀、霧

化器、烘乾設備、水菸設備（吸

食器）、栽種大麻用水耕設
備、生長燈、肥料、培養土、

種植器具一批、手機 1枝等違

禁物品；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６ 

15日 偵破胡○丞及

李○廷涉嫌殺
人未遂、非法持

有槍彈案 

 本局仁武分局與刑事警察大

隊、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
中心共同偵破胡○丞及李○

廷涉嫌殺人未遂、非法持有槍

彈案，緝獲主嫌胡○丞及李○
廷等人，並起獲手槍 4枝、子

彈 2顆、彈殼 1個等證物，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15日 線上巡邏查獲

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 4月 15日 1

時 08分許在高雄市三民區臥

龍路 73號前查獲周嫌非法持
有三級毒品愷他命夾鏈袋 10

包(總毛重 16.82公克)及卡西

酮毒品 40包(總毛重 249.76
公克)，全案帶隊偵辦並報請刑

事警察大隊向上溯源。 

16日 查獲楊、陳 2

嫌毒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七隊查

獲毒品案，現場查扣毒品安非
他命 7包、毒品咖啡包 1 包、

電子磅秤、吸食器、手機等相

關物證，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6日 破獲劉嫌槍毒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破

獲槍毒案，於犯嫌劉○○車內

查扣銀色仿金牛座改造手槍 1
枝、子彈 82 顆、改造槍管 1

枝、彈匣 3個、海洛因 1 包、

安非他命 3 包及吸食器等相

關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6日 查獲羅○荏涉

嫌持有二級毒

品安非他命及
模擬手槍案 

 本局苓雅分局查獲羅○荏涉

嫌持有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及

模擬手槍案，於羅嫌住處及鳳
山區中崙二路女友住處查獲

安非他命 2.63 公克、吸食器

1組、模擬槍 1枝及彈夾 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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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7日 專案掃蕩查緝

非法槍械瓦解
組織犯罪成果

豐碩 

 為淨化本市治安環境，本局全

面肅槍與打擊暴力滋事分
子，自 4 月 13 日起執行「同

步肅槍及掃蕩組織犯罪專案

行動」，專案期間共計查獲槍

砲案件 4件 7人及 8把非制式

槍枝、1把模擬槍，掃蕩組織

犯罪 3 件 26 人。重大績效如
下: 

1.仁武分局查獲非制式槍枝 4 

  枝。 
2.新興分局查獲改造槍械工 

  廠 1處、非制式槍枝 1 枝。 

   
3.苓雅分局查獲非制式槍枝 1 

  枝。 

4.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查獲 
  模擬槍 1枝。 

5.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查獲 

  非制式槍枝 1枝。 
6.新興分局掃蕩組織犯罪 1 

  件 6人。 

7.仁武分局掃蕩組織犯罪 1 
  件 12人。 

8.鼓山分局掃蕩組織犯罪 1 

  件 8人。 

17至19
日 

執行檢肅治平
對象段○岳等

4人到案 

 本局苓雅分局於 4 月 17 日 1
時許檢肅治平對象段○岳等 4

人到案，全案依法偵辦。 



  ８ 

18日 執行「Run for 

future 順發 X
港都公益路跑-

高雄場活動」維

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1844300
號函 

市府運發局於 4 月 18 日，假

高雄國家體育場戶外廣場舉
行「Run for future 順發 X

港都公益路跑 -高雄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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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 偵破呂○修涉

嫌槍砲、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 4 月 19 日

偵破呂○修涉嫌槍砲、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案，現場共計起獲

非制式改造手槍 1枝、CO2 空

氣槍 11枝(短槍 8枝、長槍 3
枝)、子彈 17顆、銅製彈頭 3

顆、底火 1包、安非他命 1包、

安非他命吸食器等物，本案依
法移送偵辦。  

19日 查獲持有 k他命

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查獲持有 k他命

毒品案，於犯嫌任○豪住家內

查獲 k他命毒品 5包（合計毛
重約 39公克），本案依法移送

偵辦。 

19至20
日 

偵破買兇殺人
案 

 本局苓雅分局於 4 月 20 日 9
時許偵破買兇殺人案，在本市

楠梓區緝獲涉案余姓及王姓

少年犯嫌，另經指證再逮捕教

唆買兇曾姓死者之配偶杜○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0日 淨化社會治安 

高市警掃蕩新
興不良組合「聖

○會」檢肅暴力

集團首惡到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新

興分局、三民第二分局掃蕩新
興不良組合「聖○會」並檢肅

暴力集團首惡潘姓主嫌到案

前，當場查扣各式刀械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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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棍棒 12 枝、手銬 1 副、

腳鐐 1副、2部自小客車、疑
似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 80 萬

元等贓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21 日 查獲毒犯販賣

安非他命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查獲毒品

案，現場查扣安非他命 1 包

(毛重 3.78 公克)、電子磅
秤、吸食器、手機 1 支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0日 線上巡邏查獲

槍砲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 4 月 20日

23時 30分許在高雄市苓雅區
建民路與正言路口查獲林嫌非

法持有改造手槍 1枝、4個彈

匣、獨立槍管 1枝、盒裝子彈
計 26顆，全案帶隊偵辦並報請

刑警大隊向上溯源。 

21日 偵辦破獲縣○
益等 4 人販賣

毒集團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查獲曾○
誠販賣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案，另有關縣○益供稱毒品上

游持續溯源偵辦中。 

21日 偵破陳○盛等

26 人涉嫌保險
詐欺盜領保險

金案 

 本局鹽埕分局 4 月 21 日於臺

北市大安區偵破陳○盛等 26
人涉嫌保險詐欺盜領保險金

案，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1日 查獲葉○麒、簡

○綸持有槍枝
案 

 本局楠梓分局查獲葉○麒、簡

○綸持有槍枝案，現場起獲改
造手槍 1枝、子彈 6 顆、鎮暴

槍 1枝、彈丸 64顆，手槍(槍

管阻鐵)1 枝，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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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破獲職業賭場  本局鳳山分局分別於 4 月 21

日凌晨 3時 25分及 22日凌晨
2 時 35 分許，在本市鳳山區

東福街及青年路一段查獲天

九牌職業賭場，2處共計查獲
賭客 70 名、查扣賭資新臺幣

(以下同)16 萬 2,000 元、抽

頭金 3萬 2,500元，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22日 巡邏查獲毒品

咖啡包、k 他命

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員警執行巡邏勤

務時查獲毒品咖啡包、k他命
毒品案，現場查扣 MDMA咖啡包

共 35包（合計毛重約 243.92

公克）、k他命毒品 29 小包（合
計毛重約 67.31公克）、一粒眠

1包（毛重約 2.38 公克）、K

盤 1個、磅秤 1台、手機 2枝、
新臺幣 9萬 3,000 元等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3日 CCR(Cross 

Cultural 
Romance) 遭 騙

夢一場，警逮面

交千萬女車手， 
即時攔阻百萬

防受騙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查

獲李姓中年婦女面交鉅額現
金詐欺車手案，經清查被害人

詐騙金額達新臺幣 5,878 萬

元。該詐騙集團以網路交友暱
稱「Winston」自稱義大利石

油工程師，專挑懂英文之中年

女性下手行騙，陸續以「石油

探測器鑽頭損壞需購買鑽

頭」、「購買鑽頭需付擔保

金」、「鑽頭遭義大利海關扣押
繳手續費」、「取得鑽頭要提出

財力證明」等為由，詐騙被害

人，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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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查獲精品店遭

毀損案 

 本局鼓山分局破獲精品店遭

毀損案，將莊嫌等 5 名涉案人
全數查緝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24日 執行「高雄市議

會 110 年母親
節慶祝活動」維

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1882300
號函 

高雄市議會於 4 月 24 日假高

雄市文化中心圓形廣場辦理
「高雄市議會 110 年母親節

慶祝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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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 破獲網商空殼
詐騙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破
獲網商空殼詐騙案，於 4 月

16 日查獲該公司負責人梁嫌

到案，經清查統計全台被害民
眾逾 50 人，短短數月詐騙金

額近新臺幣數 10 萬元，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28－30

日 

110 年慶祝警

察節「局長盃」

桌球錦標賽 

高市警督字第

11031494600

號函 

本局辦理 110 年局長盃桌球

賽，此次以「運動健康、捍衛

港都治安」為主軸，，藉以提
倡推動員警運動與正當休閒

活動風氣進員警身心健康及

培養團隊精神。開幕典禮由副
局長謝榮隆主持，且別出心裁

由督察長賈樂吉搭配裁判長

黃鐘龍與督察藍克明搭配裁
判楊姿娟等人，以象徵「警民

同心、守護家園」的雙打模式

主持開球儀式，全部賽程於 4
月 30日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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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 偵破王○良涉

嫌恐嚇、妨害自
由、毀損等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偵破王○

良涉嫌恐嚇、妨害自由、毀損
等案，4月 29日 17 時於左營

區汽車旅館緝獲王嫌，並帶同

王嫌至其友人鼓山區住處內
扣得本案犯案工具 CO2 空氣

短槍 1枝；另至大樹區尋獲本

案作案車輛，於該車內扣得該
把 CO2 空氣短槍用之彈丸共

計 10顆，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9日 破獲「金振賀彩
券行」搶奪案 

 本局楠梓分局 4 月 29 日破獲
「金振賀彩券行」搶奪案，於

嘉義市博愛路二段將犯嫌葉

○偉攔查逮獲，並查獲遭搶之
刮刮樂 2本，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30 日至

5月1日 

執行「林園鳳芸

宮媽祖海巡活
動」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2387400
號函 

市府海洋局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1日(2天)假高雄港周遭區
域辦理「林園鳳芸宮媽祖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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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