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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5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2日 執行「國際 2T 
經典老車嘉年

華活動」維安勤

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2295400

號函 

市府觀光局於 1、2 日(2 天)
假高雄歷史博物館前側廣場

及愛河（河西路）舉辦「國際

2T 經典老車嘉年華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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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日 查獲網路詐騙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破

獲網路詐騙案，本(2)日持搜
索票及拘票至桃園市楊梅區

查緝劉嫌到案，扣得作案用 

手機 2 枝，犯嫌劉○○利用
Facebook平台誘騙 15名被害

人匯款，詐騙金額約新臺幣

25 萬餘元，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並裁定羈押。 

3日 偵破吳○○為

首之暴力犯罪

集團 

 本局鳳山分局偵破暴力犯罪

集團，該集團成員涉嫌以駕駛

自小客對被害人、車蓄意衝
撞，經查涉案之多名身分不詳

男子，係以吳○○為首之暴力

犯罪集團，經蒐證完備後，分
別在本市楠梓、仁武等地同步

執行搜索並帶回吳姓主嫌及

集團成員等共計 12 人，並在
楠梓區某民宅查扣愷他命 80

包（127.26公克）、毒品咖啡

包 4 包（31.73 公克）、一粒
眠 1 包（1.47 公克）、棍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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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涉案 BMW 2輛、手機、點

鈔機、電子磅秤、Ｋ盤等證
物，另於仁武區某民宅查扣愷

他命 1 包（0.9 公克）、毒品

咖啡包 1包（7.68 公克）、Ｋ
盤、背心及手機等不法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4日 查獲劉嫌詐騙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破
獲詐騙案，詐騙主嫌劉○○係

以「三方詐騙」特殊手法行

騙，先向友人謊稱「買家匯款
需借用帳戶」、「債務人還款需

借用帳戶」等詐語話術，藉此

不法獲利新臺幣 110 萬元，共
計被害人高達 27 名，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4日 查獲陳○群等

人製毒案 

 本局楠梓分局、鳳山分局、林

園分局及三民第一分局共同
破獲製毒案，主嫌陳○群在本

市鳳山區開設鐵工廠，和同夥

葛嫌在外蒐購感冒藥丸後，於
工廠內製毒販毒牟利，另同步

於楠梓區逮捕葛姓、趙姓及張

姓等 3名共犯，在工廠內及嫌
犯身上起出安非它命成品 3

小包、製毒感冒藥丸 1,258

顆、半成品麻黃鹼 1 瓶、證物

1批，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5日 巡邏查獲毒品

咖啡包、一粒眠
及 K 他命等毒

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員警執行巡邏

勤務時，於二聖一路與光華二
路口查獲男子劉○○攜帶毒

品案，於該男所駕車輛排擋座

下方取出毒品咖啡包、一粒眠
及 K 他命，現場查扣 MDMA 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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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包共 187包（毛重 1,034.49

公克）、一粒眠 9 包（毛重
35.66公克），K他命 1包（毛

重 49.27 公 克 ）， 合 計

1,119.42 公克，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6日 查獲詐欺范姓

車手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破獲 3 件

詐欺車手提領案，犯嫌范○○
等 3 名車手分別在元大銀

行、郵局、統一超商、全家超

商及聯邦銀行 ATM 提領詐欺
贓款合計 50 筆(共計新臺幣

123 萬元)，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並持續擴大溯源追查。 

6日 查獲葉嫌毒品
案 

 本局前鎮分局員警執行巡邏
勤務時，查獲葉嫌持有毒品

MDMA 咖啡包 5 包（含袋總毛

重 48.39 公克），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10日 線上巡邏查獲

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執行巡邏

勤務時，於本市苓雅區建民路
與意誠路口查獲陳嫌非法持

有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 40

包(含袋總毛重 198.65 公克)
與愷他命 2 包(含袋總毛重

1.7公克) ，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0日 查獲曾○均等
人涉嫌持有制

式手槍及子彈

案 

 本局苓雅分局破獲曾○均等
人涉嫌持有制式手槍及子彈

案，曾嫌因持有 41 顆 90式手

槍子彈，於警方攔檢時棄車逃
逸，隨後於小港區港順街一帶

逮捕曾嫌，另帶同渠至三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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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鼎路陳姓友人住處執行搜

索，再查獲貝瑞塔制式手槍 1
枝及子彈 7顆，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11日 查獲暴力集團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會同新興

分局破獲暴力集團案，於本市
新興區、屏東縣新園鄉等地拘

提陳姓主嫌及旗下成員顏○

○、簡○○、高○○、柯○○

等 5 人到案，並查扣各式刀

械、棍棒、手機、咖啡包殘渣

袋等贓證物，經查陳姓主嫌屬
本市新興不良組合「聖○會」

重要幹部，平時經營經紀公司

為生，常在本市三民區、新興
區等地活動，施行暴力行為，

手段兇殘，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2日 偵破 B 類治平
目標李○興等

6人，私刑拘禁

暴力討債案 

 本局鹽埕分局破獲暴力討債
案件，分別於宜蘭縣及本市大

寮區、苓雅區，拘提治平目標

李○興等 6人到案，並起獲木
棍、甩棍等物等贓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13日 0513 輸電線路
災害一級開設 

 興達電廠停電，市府通報應變
成立災害應變中心一級開設

(13日 15時)，本局暨各分局

同步配合成立災害緊急應變
小組一級開設作業。於 5 月

13日 20時開始供電指揮官指

示於 20 時解除開設，恢復常
態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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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查獲盧○佑及

陳○睿等 2 人
販賣毒品及違

反槍砲彈刀條

例案 

 本局鹽埕分局破獲販賣毒品

案，於本市鼓山區，查獲盧○
佑及陳○睿等 2 人販賣毒品

及違反槍砲彈刀條例案，起獲

二 級 毒 品 咖 啡 包 ( 毛 重
634.6g，一粒眠毛重 115.5g)

及制式子彈 24 顆等贓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3日 執行聯合掃蕩

黑幫行動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執行聯合

掃蕩黑幫行動，連 2日執行 3

案治平目標，逮捕旗下組織成
員 25 人，共檢肅到案 28人，

查扣鎮暴槍 1 枝、各式刀械

11把、各式棍棒 20 枝、咖啡
包殘渣袋 14 包等贓證物，及

時斬斷暴力犯罪集團犯案網

絡，打擊經濟命脈，展現本局
強勢掃蕩不法之決心。 

14日 偵破江○芸以

住宅做為毒品

分裝工廠案 

 本局苓雅分局偵破毒品分裝

工廠案，於屏東縣東港鎮逮捕

主嫌江○芸，並查扣各式果汁
粉、封口機、網篩、電子磅秤、

大量分裝袋、愷他命、一粒眠

426顆及各種口味混合式成品
386包與半成品毒品混合咖啡

9大包，另查扣不法所得新臺

幣 43 萬餘元，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14日 查獲黃○慶第

二 級 販 賣 毒
品、毒品咖啡包

分裝工廠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販賣

二級毒品、毒品咖啡包分裝工
廠案，於本市楠梓區拘提犯嫌

黃○慶到案，並查扣新臺幣

2,000 元、愷他命毒品 1 包
(0.97公克)、greattate 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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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包 8包(含袋毛重 46.5公

克)、已開封毒品咖啡包 1 包
(含袋毛重 4.86 公克)、手機

4枝、安非他命吸食器 1組、

霰彈槍子彈 1 顆及電子磅
秤、平板電腦等贓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15、16
日 

執行「110年國
中教育會考考

試」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2527000

號函 

考選部於 15、16 日(2 天)，
假本市高雄中學、高雄女中、

左營高中等 21 校辦理「110

年國中教育會考」，本局派員
維護本市考區試卷安全及考

場秩序等事宜，考試期間交通

順暢，秩序良好，圓滿達成任
務。 

16日 執行「110學年

度專科警員班

第 40期正期學
生組招生考試」

維安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2695700

號函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於 16 日，

假本市「三信家商及中正高

中」等 2校辦理「110 學年度
專科警員班第 40 期正期學生

組招生考試」，本局派員維護

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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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日 0517 輸電線路

災害加強三級

開設 

 興達電廠機組再次跳電，台電

宣布自 19時 50分起分組緊急

停電；警政署 20時 12分成立

一級開設，市府未開設；本市

自 20 時開始分區停電，為因

應停電期間交通及治安狀
況，本局成立災害應變小組加

強三級開設(17日 20 時)，各

分局同步配合成立災害緊急
應變小組加強三級開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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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5月 17日 22 時開始全

市恢復供電，指揮官指示於
22 時解除開設，恢復常態開

設。 

17日 偵破許○維等

3 人涉嫌槍砲 
、恐嚇、毀損、

殺人未遂案 

 本局新興分局偵破許○維等 3

人涉嫌槍砲、恐嚇、毀損、殺
人未遂案，逮捕許○維等 3

人，查扣金牛座改造手槍 1 

枝、子彈 1 顆、IPHONE 6S犯

案手機 1枝，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8－21

日 

執行檢肅治平 

對象蔡○聰等 3
人到案 

 本局苓雅分局檢肅治平對象蔡

○聰等 3人到案，犯嫌蔡○聰
等 4人在本市犯下多起恐嚇公

眾、恐嚇危害安全及毀損案件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4日 查獲詐欺集團

車手湯○○及

其上游收水鄭
○○案 

 本局鹽埕分局查獲詐欺集團

車手湯○○及其上游收水鄭

○○案，並起獲現金新臺幣
44 萬等贓證物，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24日 破獲方○財及

陳○嘉等 2 人
強盜案 

 本局仁武分局破獲方○財及

陳○嘉等 2人強盜案，於本市
仁武區高楠 10 街將犯嫌方○

財及陳○嘉等 2 人拘提到

案，復於住處當場扣得作案用

衣物、膠帶等贓證物，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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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查獲詐欺車手

陳○叡 

 本局楠梓分局破獲詐欺車手

提領案，犯嫌陳○叡利用人頭
租用多部車輛於高雄市內多

處提領詐欺款項，犯案後逃逸

至彰化地區躲藏，於 27 日將
其逮獲，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