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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7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2日 查獲多人群聚
危險駕車案 

 本局鳳山分局及刑事警察大
隊科偵隊立案共同辦理 7月 1

日 20 時 44 分許接獲網友在

「爆料公社公開版」臉書社團

發布「小孩群聚、擾民沒人

管…」之影片，經查該影像涉

多人於本市楠梓、左營、三
民、鳳山、小港等區有占據快

車道、逆向行駛及沿途燃放沖

天炮等公共危險情事。經警方
多方調查後，鎖定現場計有 2

部汽車及 4 輛機車，共計 8

人，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3日 偵破鄭○○涉

嫌重利、恐嚇罪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破

獲鄭○○涉嫌重利、恐嚇案，

於本市鳳山區拘捕鄭嫌到
案，並查扣高利貸放用本票、

新臺幣 13 萬 7,400 元、類似

真槍之玩具突擊步槍 1枝、手
機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5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9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小組與三民

第二分局共同查獲黎○容經
營撲克牌「六公」職業賭場，

在場賭客有鄧○娥等計 9

人，查扣賭資新臺幣(以下
同)2 萬 6,000 元、抽頭金

6,000元、賭具撲克牌及骰子

等相關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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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至8

月25日 

點燈小小班制

技藝班 

 

本局少年警察隊為協助突遭

疫情衝擊的高關懷少年及其
家庭，陪他們共同承擔突發危

機與壓力，特別該隊 8樓會議

室辦理「點燈小小班制技藝
班」，於 7月 6日至 8月 25日，

每週二、四下午 2 點至 4點，

進行美甲、美髮實作技藝課
程，提供少年有一個安心學習

的去處，該班成員以 3名少年

為限。 

7日 破獲高○祥竊

盜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受理被害

人報案渠所經營之當鋪內精

品皮包 25 只、手鐲 1 只、黃
金飾品 1只遭人竊取，經偵查

後拘提慣竊高○祥到案，現場

並查扣贓物皮包 24 只及手鐲
1只，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0日 偵破陳○維販

賣毒品案 

 本局岡山分局員警執行網路

巡邏時，在「抖音 TikTok」

網路交友軟體社群發現販賣
新興毒品訊息。7 月 10 日 14

時許趁其與喬裝之員警交易

之際，員警表明身分當場逮捕
犯罪嫌疑人陳○維，現場扣得

毒品咖啡包 30包(毛重共 126

公克)、手機 2 枝、販毒所得

新臺幣 5,100元等贓證物，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10日 偵破王○議持
有槍械案 

 本局林園分局偵破王○議持
有槍械案，當場查獲金牛座短

槍 1 枝(含彈匣)及子彈 40 顆

等不法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並持續溯源槍枝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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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查獲詐欺車手

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員警執行

巡邏勤務時，發現劉姓車手在
本市九如二路郵局提領詐欺

贓款，當場查扣新臺幣 4 萬

5,000元、金融卡 2張，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並持續擴大溯

源追查。 

12日 查獲詐欺車手

頭案 

 本局前鎮分局查獲詐欺車手

「唐○偉」、「黃○凱」等人，
溯源發現嫌疑人「何○芳」為

其上手車手頭並負責收水，經

報請檢察官指揮，循線在雲林
縣口湖鄉查獲何嫌到案，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並持續擴大溯

源追查。 

13日 查獲詐欺集團

車手羅○○、嚴

○○、楊○○、
宋○○等 4名 

 本局楠梓分局 6 月上旬接獲

報案，民眾因接獲假檢警電話

而遭詐騙新臺幣 269萬；經專
案人員調閱影像及通聯後鎖

定目標，於 7 月 13 日至桃園

市中壢區將羅○○、嚴○○、
楊○○、宋○○等 4名車手拘

提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5日 破獲李○惠等

17 人詐騙集團

案 

 本局新興分局破獲詐騙案，詐

騙主嫌李○惠向被害人稱加

入「○○基金」等線上投資平

台，儲值後便可自該平台獲取
價差之詐語話術，藉此不法獲

利新臺幣 344萬 6,000元，共

計被害人達 19 名，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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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 破獲黃○銘販

賣二級毒品安
非他命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黃○

銘販賣毒品案，查扣海洛因 2
包(總毛重 0.42 公克)、安非

他命 17 包(總毛重 33.15 公

克)、一粒眠 3 顆(毛重 0.77
公克)、搖頭丸 1顆(毛重 1.31

公克)、咖啡包 1 包(毛重 13

公克)、安非他命吸食器、磅
秤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5日 查獲商討債務
押人案 

 本局鼓山分局與刑事警察大
隊偵三隊查獲商討債務押人

案，在梓官區逮捕外出購物的

2名小弟，再帶同集結地點查
獲另 4 名涉案人及在場的被

害丈夫，並起獲涉案手機及委

託書等，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5日 查獲詐欺劉○
成假檢警車手

案 

 本局仁武分局破獲詐欺假檢
警車手提領案，犯嫌劉○成假

冒警察人員，要求被害人提供

銀行帳戶存款監管帳戶，被害
人遭詐騙損失新臺幣(以下

同)475 萬元，7 月 15 日循線

在本市仁武區八德西路 166
號統一超商，攔截劉嫌並當場

查獲上開所提領現金 85 萬

元、犯案用手機 1枝及高鐵車

票 1張等贓證物，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並持續擴大溯源追

查。 

16日 偵破吳○○涉

嫌詐欺罪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查

獲吳○○涉嫌詐欺案，於 7月

13 日至臺南市永康區查緝吳
嫌扣得手機 11 枝、筆記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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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 1臺、贓款新臺幣 5,200元

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9日 查獲職業性大

賭場，主持人王
姓及賭客等 18

人 

 本局仁武分局 7月 19日 20時

許在本市大社區萬金路 17-18
號工廠內查獲天九牌賭博

案，現場查獲主持人王○佐；

另查獲現場賭客 18 人，當場

查扣賭資新臺幣 9,500元、撲

克牌 2副、骰子 1盒、賭具天

九牌 1副、橡皮筋 1袋及錢盒
4個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20日 偵破林○○等

9 人涉嫌組織

犯罪條例、妨害
自由、恐嚇取財

及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等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偵

六隊專案組、刑事警察局南部

打擊犯罪中心偵二隊、本局鳳
山分局、金門縣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林

口分局共同偵破林○○等 9
人涉嫌組織犯罪條例、妨害自

由、恐嚇取財及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等案，查扣進口汽車
2部、討債文件（借據、本票）

一批、開山刀 3 枝、棍棒 14

枝、現金新臺幣 37 萬 8,000

元、手機 11枝、GPS1組、電

擊棒 1枝、鎮暴槍管 1枝、鎮

暴彈 1盒、玩具手槍 1枝、銀
行存摺及提款卡、房屋租賃契

約書等相關證物，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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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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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21 日 20 時 50

分許本市三民區大順路與鼎

山路口，查獲机嫌非法持有三
級毒品愷他命 9包（24.83公

克）、含卡西酮咖啡包 14 包

（104.52公克），總重 129.35
公克，全案帶隊偵辦並報請刑

事警察大隊向上溯源。 

21日 查獲黃嫌兒少
性剝削案 

 本局小港分局偵查隊破獲兒
少性剝削案，查獲黃嫌涉嫌以

網路 Facebook 通訊軟體結交

女網友，明知女網友未成年仍
以脅迫等違反本人意願之方

法，迫使少女自行拍攝猥褻影

像供其觀賞，案經橋頭地檢署
檢察官指揮偵辦，於臺中市大

雅區持拘票拘提到案，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22日 查獲呂嫌販毒
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查獲販毒
案，於現場查扣海洛因 3 包

(3.48 公克)、安非他命 3 包

(毛重 1.44 公克)、電子磅
秤、吸食器、手機等物，在場

人翁姓、劉姓等人一併帶案偵

辦。 

23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30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小組與岡山

分局派員共同於 7 月 23 日 2

時 20 分許前往本市橋頭區通
燕路 35 號執行搜索，查獲賭

場負責人黃○凱經營之天九

牌職業賭場、在場賭客謝○等
共計 30 人，以天九牌為賭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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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博財物，查扣賭資新臺幣

(以下同)2萬 3,000 元、抽頭
金 9,100 元、賭具天九牌及骰

子等相關證物，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23日 

 

破獲販賣二級

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偵辦毒品案向

上溯源，報請檢察官指揮長期

蒐證，持搜索票查獲羅○聰涉
嫌販賣二級毒品，查扣安非他

命 15.87公克等證物，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並持續擴大溯源
追查。 

24日 查獲詐欺車手

取款案 

 本局鼓山分局在 7 月 14 日接

獲報案，指稱有檢察官來電表

示其銀行帳戶遭犯罪集團利
用並涉及洗錢，被害人遭詐騙

金額達新臺幣 208萬元，本案

經調閱相關畫面，在臺北市及
新北市警方協助下，確認車手

住處，隨即報請檢察官核發拘

票，在 7 月 22 日下午 5 點在
新北市新莊區將簡姓車手

(男、18 歲)查緝到案，並起

獲涉案手機及背包，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27日 偵破李○○等

15 人組織犯罪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七隊與

少年警察隊、楠梓分局、三民

第一分局、岡山分局、三民第

二分局偵破李○○等 15 人組

織犯罪案，於 7 月 27 日至本
市楠梓區、大社區等地，拘捕

李○○為首犯罪組織及其成

員，澈底瓦解犯罪組織，詢問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８ 

27日 偵破王○○、阮

○○2 嫌毒品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六隊與

少年警察隊共同偵破王○
○、阮○○等 2嫌毒品案，查

扣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4 小包

（總毛重約 31公克）、毒品咖
啡包 31 包（總毛重約 200 公

克）、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基

卡西酮 1 包（毛重約 5.85 公
克）、封膜機 1 臺、簡易式封

口機 1臺、咖啡包分裝袋 238

個、混合果汁食材 3袋（合計
毛重約 3公斤）、手機、K盤、

電子磅秤等及犯罪所得新臺

幣 5萬 2,600元等相關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7日 查獲邱○霖涉

嫌持有改造手
槍及子彈案 

 本局苓雅分局破獲邱○霖涉

嫌持有改造手槍及子彈案，於
屏東縣屏東市逮捕具有鐵工

背景之邱嫌，並在其住處床頭

櫃夾層內查獲改造手槍 1
枝、槍管 2枝、子彈 3顆、半

成品子彈 4 顆、彈殼 41 顆、

彈頭 38顆、7mm底火 53顆及
改造工具一批，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27日 查獲詐欺集團

案 

 本局前鎮分局查獲詐欺車手

與收水犯嫌後，循線擴大偵辦

與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

局共同偵辦，在新北市等地搜

索，破獲陳○耀、王○錡、毛
駿、王○傑、楊○文、潘○廷

等 6人涉嫌加重詐欺、偽造文

書、洗錢防制法、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等案解送桃園地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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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辦。 

28日 本局防疫期間

治安維護工作

成效 

 本局防疫期間共計查獲非法
槍械 39 枝(非制式槍枝 32

枝，空氣槍 7枝)、毒品案 1054

件 1170人、檢肅治平對象 22
件 157人到案。另統計自 110

年 1 月迄 7 月 25 日，本市與

六都其他 5直轄市比較，在全
般刑案部分，發生數與破獲率

皆位列 6都中段，整體治安平

穩。另外，暴力犯罪與槍擊案
件的破獲率，排名位居 6都前

段。 

28日 偵破陳○○毒

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與小港分

局共同偵破陳○○毒品案，查
扣愷他命數包(總毛重 38.68

公克)、毒品咖啡包 28 包(總

毛重 180.58 公克)、販毒所得
新臺幣 10萬 2,000 元、手機、

電子磅秤、分裝夾鏈袋等物

證，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8日 舉辦「我青春 

我反詐」有獎

徵答活動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為保護青

少年安全，於 110年度暑假期
間，以有別於以往青春專案傳

統宣導模式，加入有獎徵答與

青少年朋友互動，達到寓教於
樂之目的。。 

28日 查獲林○○等

3人經營詐欺

洗錢機房案 

 本局鹽埕分局於本市苓雅區，

查獲林○○等 3人經營詐欺洗

錢機房案，起獲 U盾 25個、電

腦主機及毒品吸食器等贓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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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0

日 

執行「110學年

度大學多元入

學考試指定科
目考試」，維安

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4275300

號函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於 28-30

日(3天)假本市師範大學、師

大附中、中正高中、鳳新高
中、道明高中、高雄高中、中

山高中、左營高中等 8校辦理

「 110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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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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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9日 0時 20分
在本市三民區九如二路 206

號前，查獲黃嫌非法持有二級

毒品安非他命 2 包(含袋總毛
重 57.21 公克)與三級毒品愷

他命 1包(含袋總毛重 1.09公

克) ，全案帶隊偵辦並報請刑
事警察大隊向上溯源。 

29日 

 

查獲黃嫌販賣

毒品案 

 本局小港分局破獲販賣一級

毒品海洛因案，29 日於本市
林園區拘提販毒藥頭黃嫌到

案偵辦，並於同日持鑑定許可

書帶同黃嫌、陳嫌、韓嫌 3名
藥腳到案，查獲一級毒品海洛

因2包(毛重0.28公克及0.24

公克)，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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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0 日 00 時 40

分許在本市三民區長明街與
復興一路口，查獲伍嫌非法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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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級毒品咖啡包 84 包及愷

他命 12 包(全部總重 618.24
公克) ，全案帶隊偵辦並報請

刑事警察大隊向上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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