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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8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2日 偵破林○○、孫
○○等 2嫌毒品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獲報林姓及
孫姓犯嫌在高雄市區販賣第三

級毒品牟利，遂由該大隊偵三

隊與偵六隊專責組共組專案小

組，持拘票、搜索票前往犯嫌

前鎮區租屋處查扣愷他命數包

(115.93公克)、毒品咖啡包 20
包(毛重 135.28公克)、販毒所

得新臺幣 7,000元、手機 4枝、

電子磅秤、分裝夾鏈袋等物
證，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3日 偵破蔡○○、沈

○○、沈○○等
3嫌毒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獲

報，在本市梓官區有 1 蔡姓男
子為首之販毒集團，經實施搜

索及拘提，現場拘提蔡姓藥頭

等 3 人，查扣一級毒品海洛因
6包（2.65公克）、現金新臺幣

1萬 8,500元、自小客車 1輛、

夾鏈袋、電子磅秤、手機等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蔡嫌

等人遭聲押獲准。 

3日 溯源執行「青春

暨安居緝毒專
案」緝獲毒品藥

頭許○秀 

 本局前鎮分局偵辦綽號張仔毒

品案，經溯源追查於青春暨安
居緝毒專案期間，查獲上游販

毒者許○秀，搜索起獲一級毒

品海洛因 3包（毛重共計 1.16
公克）、安非他命毒品 3包（毛

重共計 2.78公克）、毒品殘渣

袋 3包、手機 2枝、空夾鏈袋
一批及吸毒工具等物，並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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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毒品上游。 

3日 查獲商○庭涉 

嫌販毒案 

 本局楠梓分局溯源追查毒品

案，得知商嫌販毒情事，近日
查得活動地點在左營、楠梓區

一帶，經聲請拘票，於本市楠

梓區芎蕉五街將其逮捕到案，
犯嫌商○庭坦承販毒不諱，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4日 偵破呂○○、鄭

○○等 2嫌栽種
大麻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接獲

檢舉，臺南市有 2 名男子涉嫌
以偏僻老舊社區為據點栽種大

麻，遂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

一分局共組專案小組，經前往
臺南市東區執行搜索，查獲呂

○○、鄭○○等 2 嫌，並查扣

大麻活株 135 株、乾燥大麻葉
一批(總毛重 3,923 公克)、大

麻種子 7 小包(總毛重 118.5

公克，約 5,000多顆)、照明、
通風、烘乾等相關栽種及製造

設備工具一批等證物，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4日 偵破劉○陽涉

嫌栽種 2級毒品

大麻製毒工廠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二級毒

品大麻製毒工廠案，於屏東縣

東港鎮查獲劉○陽栽種二毒品
大麻，起獲大麻活株共計 14

株、乾燥大麻葉 1 包（285 公

克）、大麻種子 1包（4.1公克，
約 170 多顆）研磨器 1 組、烘

乾機 1 台等、毒咖啡包 4 包等

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5日 查獲毒犯共同
販賣安非他命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查獲販毒
案，循線溯源其毒品上游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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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犯嫌，經報請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指揮偵辦，持搜索票及
拘票查緝林嫌，於現場查扣安

非他命 9 包(毛重 3 公克)、愷

他命 1包(毛重 0.22 公克)、大
麻 1 包(毛重 0.9 公克)、電子

磅秤、吸食器、手機 3枝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5日 0805 豪雨應變

加強三級開設

( 含 二 級 ) 六
龜、旗山分局

(一級) 

 8 月 5 日市府水利局簡訊通知

成立豪雨應變中心三級開設

( 5日 17時 30分起至 10日 17
時 30 止，計 120 小時)，本局

暨各分局同步成立災害應變小

組加強三級、二級開設。(期間
全市 6 日 21 時提升為二級開

設，至 8日 12時解除，二級期

間計 39小時；另旗山分局二級
開設 5 日 11時起至 8日 19時

(80 小時)含一級 7 日 8 時至 8

日 12時。六龜分局二級開設 4
日 16時起至 25日 8時(496小

時)含一級 7日 11時至 8日 16

時)。 
市府林副市長欽榮於水情中心

召開的豪雨災害應變工作會議

4 次，本局由黃副局長慶惠代
表參加。期間各分局通報災

情、交通管制項目計 199 件，

六龜區桃源里明霸克露橋 8 月
7日遭土石流沖斷。 

6日 警政署長陳家

欽南下表揚有

功人員，並頒發
破案獎金 

 本局於防疫期間，除落實及配

合相關防疫措施工作外，捍衛

轄區治安不受疫情影響，近期
屢破指標性組織犯罪案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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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扣海洛因、大麻等大量毒

品，展現政府掃蕩決心，更嚇
阻黑道幫派趁疫作亂挑戰公權

力，警政署署長陳家欽特別南

下表揚有功人員，並頒發破案
獎金。 

6日 查獲紀姓毒品

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查獲販毒

案，循線溯源其毒品上游為紀
姓犯嫌，經報請臺灣高雄地方

檢察署指揮偵辦，持拘票查緝

紀嫌，於現場查扣大麻 1 小包
(毛重 0.66 公克)、毒蘑菇 1

小包(毛重 1.67公克)、大麻種

子 1 小包、施用大麻毒品器具
一批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6日 查獲李嫌搶奪

案 

 本局鳳山分局 11 時 45 分許接

獲 110 轉報本市福德街有民眾

遭一歹徒騎乘黑色重機車由後
方搶奪皮包(內有手機 1枝、現

金新臺幣 2,100元)後逃逸。經

調查後鎖定李○○涉有重嫌，
隨即向檢察官聲請拘票，另發

現李嫌另涉本局苓雅分局轄內

刑事案件，遂與苓雅分局共同
查緝圍捕，於 20時許在本市苓

雅區光華一路趁犯嫌欲持贓物

銷贓時當場予以逮捕，並取出

贓物手機及毒品海洛因 0.27

公克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經檢察官聲押獲准。 

7日 偵破許○華台

電民生電力輸

配電纜線竊盜
案 

 本局新興分局於本市新興區○

○路，破獲嫌犯許○華以自備

電纜剪等工具，剪斷台電公司
民生輸配電路之電纜線，致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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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整條巷子停電，現場查扣

遭剪斷之電纜線一批及犯案工
具，另於許嫌所駕駛之小客車

後行李箱內，發現 2 條約 30

公分長之去皮電纜線及犯案工
具一批，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9日 查獲販賣安非

他命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查獲曾○○

販毒案，循線溯源其毒品上游
為洪姓、李姓犯嫌，經報請臺

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指揮偵辦，

持拘票查緝洪姓、李姓犯嫌，
分別於現場查扣洪姓犯嫌持有

安非他命 9 包(總毛重 31.98

公克)、大麻 1 包(毛重 0.56
公克)、磅秤 2 台、吸食器 1

組、分裝袋 1 盒、手機 1 枝等

物；李姓犯嫌持有安非他命 1
包(毛重 0.35公克)、注射針筒

1枝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0日 破獲陳○荃販

賣、持有毒品案 

 本局新興分局於鼓山區○○路

破獲陳○荃販賣、持有毒品
案，查扣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28.36 公克、第二級毒品大麻

0.63公克、第二級毒品不明藥
丸 0.63公克重、大麻吸食器菸

斗 1 枝，另檢視陳嫌所有之手

機內容，發現陳嫌有多次販賣

毒品安非他命予其他 5 名男性

友人之紀錄，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0、11

日 

查獲聚眾鬥毆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及楠梓分局

共同破獲聚眾鬥毆案(5 月 18

日 0 時在本市楠梓區藍田路家
樂福發生，造成多人毆傷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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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毀損)，持拘票、通知書，兵

分多路展開檢肅行動，查獲楊
姓主嫌及旗下成員林○○等

17 人到案，查扣空氣槍、棍

棒、高爾夫球桿、西瓜刀等贓
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0－12

日 

「線上漫畫營

之犯罪預防宣
導四格原創漫

畫賽」營隊活動 

 為鼓勵少年從事正當休閒娛樂

活動，防範因結交不良友伴及
沉迷於網路世界導致偏差行為

之發生，於 8 月 10 日至 8 月

12 日下午 2時 30 分至 4時 30
分，辦理「線上漫畫營之犯罪

預防宣導四格原創漫畫賽」營

隊活動。透過線上漫畫教學，
學習繪圖技巧，並帶領青少年

發揮想像力手繪編輯趣味性故

事，創作犯罪預防宣導四格漫
畫，3天活動計 62人次熱情參

與。 

12日 本局暨所屬機

關(不含婦幼警
察隊)組織編制

修正案經考試

院同意備查 

考授銓法五字

第 1105371567
號 

本局暨所屬機關配合內政部警

政署推動「改善地方警察機關
職位結構案」辦理本局暨所屬

機關(不含婦幼隊)組織編制修

正，在本局編制員額總數
(8,471 人)不變原則下，調整

編制員額內容如下： 

一、增置警政監 1人：由警務 

    正編制缺額 1人減列改置 

    。 

二、增置巡官 73人(含第二巡 
    官副所長 48人)：由以下 

    職稱之編制缺額減列改置 

    ： 
(一)各大隊督察員 3人及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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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警務員 18人。    

(二)技佐 18人：局本部 9人及 
    通信隊 9人。 

(三)保安大隊小隊長 2人、警 

    員 14 人；各分局巡佐 8 
    人、警員 10人。 

三、增置偵查員 22 人：由刑 

    警大隊警務員 4 人、小隊
長5人及偵查佐13人減列

改置。 

12日 109 年度內政部
警政署「道路交

通事故處理品

質評核計畫」評
核獲甲組第 1名 

內政部警政署
110年 8月 12

日警署交字第

1100122503號
函 

內政部警政署辦理「109 年道
路交通事故處理品質評核計

畫」，評核內容為 109年期間道

路交通事故處理品質各項工
作，本局榮獲甲組第 1名。 

16、24

日 

溯源偵破販毒

網絡逮捕王○

○等 3嫌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於

109年 12月底查獲王嫌販賣毒

品咖啡包，循線追查上層毒品
來源曾嫌，於 8月 16日至本市

新興區逮捕曾嫌，查扣第三級

毒品外包裝「大摩」、「小鹿」、
「果汁」、「法鬥」、「大眼」等

咖啡包共 274 包(毛重 1,583

公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4
包(毛重 26.65 公克)、手機 4

枝等證物。又持續向上溯源至

楊姓犯嫌，於 8月 24日至屏東

縣里港鄉逮捕楊嫌，查扣手機

3枝、毒品愷他命(毛重 6.4公

克)、鎮暴槍 1枝等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17日 破獲洪姓主嫌

等 5人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與新

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共同
破獲洪姓主嫌等 5 人涉嫌假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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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被害人持有之靈骨塔、骨

灰罈等，要求被害人支付印花
稅、保管費等，以假政府公文

並開立假支票取信被害人詐取

被害人金錢，經員警查緝洪嫌
等人到案，查扣新臺幣 7 萬餘

元、假政府公文一批等物，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洪嫌另經高
雄地方法院裁定羈押。 

17日 破獲曾○○詐

欺車手案 

 本局前鎮分局線上查獲犯嫌曾

○○提供名下 4 個銀行帳戶供
詐欺集團使用，帳戶內有多筆

詐欺被害人匯入現金，並提領

交付給上手，曾嫌提領時，警
方與銀行行員共同成功阻止犯

嫌提領，即時成功攔阻金額共

計新臺幣 50餘萬元。 

18日 偵破歐姓通緝
犯販毒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獲
報，歐姓通緝犯為躲避檢警追

查，竟利用不知情友人所經營

之洗車場為掩護，把後方儲藏
室充當其毒品物流倉庫，並模

仿時下流行之外賣平台接單外

送兼營販毒生意，從中牟取不
法利益，該隊遂與本局前鎮分

局、苓雅分局共組專案小組，

於本市三民區○○車體美學洗

車場，查扣毒品 K 他命、毒品

咖啡包 188 包、調合果汁粉及

空包裝袋一批，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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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

日 

『直播換你來 x

主角 show競賽』
營隊活動 

 為了增加青少年媒體識讀的能

力，同時帶領青少年了解媒體
業相關資訊，增進職涯機會，

於 8月 18日至 20 日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線上辦理
「直播換你來 x 主角 show 競

賽」營隊活動。以寓教於樂方

式，引領少年了解播報前的準
備工作、練習發音及咬字、手

機影片製作等教學及線上直播

體驗等，鼓勵少年藉由健康的
休閒活動充實生活，形塑個人

形象、展現個人魅力及生活風

格，3天活動計 54人次共襄盛
舉。 

19日 葉○○販賣毒

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接獲

民眾檢舉葉○○販賣毒品，旋
即展開調查，發現葉○○販賣

毒品之事實，持搜索票至犯嫌

三民區住處執行搜索，當場查
扣安非他命 2 包 (5.15 公

克)、咖啡包 12 包(83.02 公

克)、玻璃球 1 盒、手機 2枝、
電子磅秤 1 台、空夾鏈袋一批

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9日 執行檢肅治平

對象陳○文等 9

人到案 

 本局苓雅分局檢肅治平對象陳

○文等 9 人到案，犯嫌陳○文

等 9 人在本市犯下多起恐嚇取

財、傷害及毀損案件，至臺東

市逮捕主嫌陳○文，隨即陸續
逮捕成員張○瑋、邱○益、鐘

○凱、何○洧、蔡○鈞、傅○

傑、陳○凱及陳○任等 9 人，
並查扣刀械、本票、木棍、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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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鐵棍、電腦等及現金新臺

幣 7 萬 2,200 元，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19日 查獲劉嫌槍砲

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調閱監視器

比對影像資料，查知劉姓犯嫌
涉有重嫌，並報請檢察官指揮

偵辦，當場查獲劉嫌坦承不

諱，查扣改造槍械工具 1 組、
子彈 1 顆、相關槍械零件一

批，全案依法移送偵辦，並持

續擴大溯源追查。 

19日 查獲陳○寅、陳
○予等 2人販賣

二級毒品咖啡

包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販賣毒
品案，於本市鳳山區拘提陳○

寅、陳○予等 2 人，查扣大麻

葉 2包(2.3公克)、安非它命 1
包(2.4公克)、K他命 1包(5.1

公克)、FM2(5 顆)、二級毒品

咖啡包 3包(18.2公克)、大麻
籽 8 顆、咖啡包殘渣袋 3 包、

磅秤 2台、K盤 1個、分裝袋、

大麻捲煙器、大麻研磨器等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2日 線上巡邏查獲

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2時50分於

本市三民區建工路 641 號前，
查獲吳嫌非法持有三級毒品卡

西酮咖啡包 113 包(含袋總毛

重 781.1 公克)與三級毒品愷

他命 3 包(含袋總毛重 26.73

公克)，共計 807.83 公克，全

案帶隊偵辦並報請刑事警察大
隊向上溯源。 

23日 查獲彭○平販

賣第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販賣毒

品案，於本市鳥松區拘提彭○

平、洪○靖、鄭○倫等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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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扣海洛因 2包(毛重共計 0.9

公克)、安非他命(毛重 1.2 公
克)、安非他命吸食器 1組、電

子磅秤 1 台、贓款新臺幣 2 萬

2,000 元等贓證物，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24日 
 

110 年 8 月卸、

新任分局長、大
隊長聯合交接

典禮 

內政部 110年 8

月 20日內授警
字第 110087217 

5號及台內人字

第 1100321854
號令 

配合內政部警政署辦理重要警

職調整作業，本局於 110 年 8
月24日(星期二)16時在本局3

樓大禮堂辦理新興、左營、三

民第二、岡山、鼓山、六龜、
前鎮、林園、湖內、仁武、三

民第一、鹽埕、旗山分局及刑

事警察大隊等 14個單位卸、新
任分局長、大隊長聯合交接典

禮，並由市長主持。卸、新任

人員如下： 
一、新興分局卸任分局長戴 

    台捷調陞內政部警政署後 

    勤組組長，由新任分局長 
    陳世煌接任。 

二、左營分局卸任分局長陳世 

    煌調任新興分局分局長， 
    由新任分局長黃文哲接任 

    。 

三、三民第二分局卸任分局長 
    黃文哲調任左營分局分局 

    長，由新任分局長王世芳 

    接任。 
四、岡山分局卸任分局長王世 

    芳調任三民第二分局分局 

    長，由新任分局長葉錫山 
    接任。 

五、鼓山分局卸任分局長葉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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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調任岡山分局分局長， 

    由新任分局長李崇偉接任 
    。 

六、六龜分局卸任分局長李崇 

    偉調任鼓山分局分局長， 
    由新任分局長許健基接任 

    。 

七、前鎮分局卸任分局長郭俊 
    廷調陞本局警政監，由新 

    任分局長孫成儒接任。 

八、林園分局卸任分局長孫成 
    儒調任前鎮分局分局長， 

    由新任分局長洪振順接任 

    。 
九、湖內分局卸任分局長洪振 

    順調任林園分局分局長， 

    由新任分局長尤啓南接任 
    。 

十、仁武分局卸任分局長蔡文 

    峰調陞鐵路警察局主任秘 
    書，由新任分局長古瑞麟 

    接任。 

十一、三民第一分局卸任分局 
    長古瑞麟調任仁武分局分 

    局長，由新任分局長蕭正 

    松接任。 
十二、鹽埕分局卸任分局長蕭 

    正松調任三民第一分局分 

    局長，由新任分局長蔡鴻 
    文接任。 

十三、旗山分局卸任分局長游 

    永中調任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清水分局分局長，由新 

    任分局長張泰賓接任。 

十四、刑事警察大隊卸任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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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侯東輝調陞刑事警察局 

    警政監，由新任大隊長洪 
    松田接任。 

24日 陳市長就職週

年，高市治安回
顧 

 陳市長就職屆滿週年，比較本

市 110 年 1 至 7 月與去(109)
年同期比較，全般刑案 110 年

發生數 14,479 件，遠比 109

年減少 1,186件，破獲率較 109

年提高 3.08%;其次，暴力犯罪

110年發生 33件，較 109年減

少 15件，所有案件均已全數偵
破;最後，槍擊案件 110年發生

數 5 件，與 109 年相較減少 3

件，破獲率較 109年提高 25%，
所有案件均已全數偵破，本局

將全力塑造本市為安居樂業的

宜居環境。 

24日 吳○○、王○○
販賣毒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六隊與少
年警察隊及楠梓分局共同查獲

吳嫌、王嫌販賣毒品案，查扣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1 小包（毛
重約 4公克）、第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 28 小包（毛重約 54 公

克）、第三級毒品 K他命 1小包
（毛重約 0.82 公克）、毒品咖

啡包 28 包（合計毛重約 200

公克）、第三級毒品 4-甲基甲
基卡西酮（俗稱喵喵）1包（毛

重約 0.8公克）、封膜機 1 台、

咖啡包分裝袋 455 個、手機 4
枝、K盤 4組、電子磅秤 1台、

空氣槍 1 枝及犯罪所得新臺幣

9 萬 5,000 元等證物，全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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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移送偵辦。 

24日 何○○販賣毒

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林

園分局共同破獲何○○販賣毒

品案，於林園區何嫌住處逮捕
到案，並查扣毒品海洛因 6

包、注射針筒、電子磅秤、販

毒用手機、毒品吸食器等相關
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4日 查獲未成年人

陳嫌經營網路
賭博案 

 本局小港分局偵查隊查獲未成

年人陳○○經營網路賭博案，
經蒐證後於 10 時持搜索票至

本市橋頭區南溝路執行搜索，

查扣犯案用手機 1 枝，陳嫌於
IG散布招攬不特定人，代為操

作網路賭博 APP「至尊麻將

城」，以新臺幣(以下同)1,000
元抽佣 20 元方式獲取不法利

益，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4日 查獲吳○昇、王

○凱萱涉嫌販
賣毒品案 

查獲商庭涉嫌

販毒案 

本局楠梓分局接獲大樓住戶報

案，疑似聞到毒品塑膠味道，
經分局專案人員 2 個多月蒐證

與訪查，查得租戶吳嫌、王嫌

及多人出入複雜，疑有毒品交
易情形，經聲請搜索票，入內

查獲毒品安非他命 25小包（含

帶總重 50.22公克）、海洛英 1

小包（3.99 公克）、K 他命 1

小包（3.79 公克）、卡西酮 1

小包（0.8公克）、毒咖啡包 28
包、吸食器 2 組、K 盤 4 個、

封口機 1 組、電子磅稱等疑似

分裝工具，吳嫌、王嫌初步坦
承持有及販賣毒品，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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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 查獲林○廷、郭

○揚及吳○棋
等 3人持有毒品

及違反槍砲彈

刀條例案 

 本局六龜分局破獲林○廷等人

涉嫌持有管制手槍及子彈案，
本日持搜索票及拘票至南投縣

魚池鄉查緝林嫌等 3 人到案，

查獲 3 人持有毒品及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起獲空

氣槍 4 枝、管制手槍 1 枝、子

彈 17 顆、愷他命(毛重 27.8
克)及二級毒品咖啡包(毛重

196.6克)等贓證物，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27日 市長參加「捷運

橘線 04 站土地

開發簽約典禮」 

 本局鹽埕分局 9時至 12時，於

福容大飯店(本市鹽埕區五福

四路 45號)，執行市長參加「捷
運橘線 04 站土地開發簽約典

禮」活動會場安全維護勤務，

圓滿達成任務。 

 以下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