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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9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查獲吳姓犯嫌
為首之販毒集

團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破
獲以吳姓犯嫌為首之販毒集

團，查扣販賣第三級毒品咖啡

包及愷他命犯嫌 7人、清查藥

腳 8 人，查扣毒品咖啡包 76

包(毛重 600.96 公克)、愷他

命 13 包(毛重 37.39 公克)、
販毒聯絡用手機 10 枝、新臺

幣 8萬 3,800元整、電子磅秤

4台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日 查獲徐○○等

15 人詐欺機房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與

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九大隊偵
二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

分局共組專案小組，於新北市

土城區裕民路、臺北市萬華區
長沙街二段查獲徐○○等 15

人，位於臺北市萬華區某大樓

內詐欺機房，查扣作案手機、
教戰守則、投資評估報告書、

被害人資料、績效管理白板 1

面、電話及網路設備、新臺幣

60 餘萬元及相關電腦設備等

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3日 偵破王○岳等

4 人集團詐欺
案 

 本局新興分局破獲集團詐欺

案，緣轄區市民遭詐騙百萬
元，經成立專案小組，調閱監

視器影像及查訪相關事證後 

，於苗栗縣○○鄉拘提車手王
○岳到案，並向上溯源，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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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花蓮、南投等地查獲 3 主

嫌，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4日 偵破走私越南

製染有非洲豬

瘟肉製品來臺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與

林園分局共組專案小組，偕同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及衛生局
人員針對新北市蘆洲區阮氏

女子經營越南雜貨店進行稽

查，計稽查酸肉條、火腿、豬
頭皮、豬大骨、荷葉包肉（0.59

公斤）總計 70.052 公斤，經

送驗荷葉包肉呈陽性反應，全
案將上中下游經營者依法移

送偵辦。 

5日 查獲陳○霖等
3 人網路詐騙

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假檢
警詐騙案，詐騙金額約新臺幣

(以下同)215萬餘元，經持拘

票至新北市中和區查緝犯嫌
陳○霖到案，扣得作案用行動

電話 3具、現金 2,800元、借

據 1份、商業本票 1本、存摺
5本、黃金項鍊 1條(5兩，公

會鑑定值 31萬元)、黃金戒指

1只(2錢)、銅製鑽戒 1只(0.5
克拉)、涉案棒球外套 1 件等

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8日 查獲○○視訊

交友網路平台
涉嫌妨害風化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查

獲○○視訊交友網路平台涉
嫌妨害風化案，分別於臺北、

臺中、臺南、高雄及嘉義等地

區搜索該公司營業處所、直播
間及系統機房等共計 15 處，

並拘提負責人林○○等 14 人

到案，同時在現場查扣電腦伺
服器、手機、現金、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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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業績表、合約書、員工

資料、電信儲值卡等相關證物
及犯罪所得，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8日 查獲劉○吉持

有改造槍枝及

栽種大麻案 

 本局楠梓分局執行安居專案， 

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

局共同查獲劉○吉持有改造
手槍 1 枝、子彈 45 顆、大麻

植株 50 株、乾燥大麻花

332.64 公克、大麻葉、大麻
種子等，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8日 攔截圍捕馬○

瑜及林○威等
2 人持有毒品

及空氣槍案 

 本局苓雅分局查獲持有毒品

案，於明德街一帶緝獲駕駛林
○威及馬○瑜等 2人，並於車

內查獲海洛因 2 包（1.81 公

克）、安非他命 1包（3.75公
克）等違禁品及空氣槍 2 枝、

鋼珠及瓦斯瓶等物，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8日 查獲販賣及製
作安非他命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執行毒品
溯源勤務查獲朱○○持有安

非他命 9 包(毛重 26 公克)、

搖頭丸(毛重 1.43 公克)、愷
他命(毛重 1公克)、毒品咖啡

包 2 包(毛重 4.37 公克)、大

麻 1 包(毛重 2.59 公克)、梅
粉 1 包(毛重 1.18 公克)、電

子磅秤、吸食器、手機 3枝及

製作毒品工具等物，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8日 偵破犯嫌陳○

勻及等 3 人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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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市前鎮區拘提陳
○勻及其供毒上游游○志、陳

氏○，查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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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重共計 4.15 公克)、第二

級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98.75
公克)、安非他命吸食器 2

組、電子磅秤 2台、贓款新臺

幣 3萬 4,000元等物，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9日 查獲黃○○販

毒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與

左營分局共同查獲黃○○販
毒案，於本市左營區文智路緝

捕黃嫌，當場在車上搜出毒品

咖啡包 63包、K他命 58包、
現金新臺幣 6萬 9,000元、販

毒聯繫用手機 3 枝等贓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9日 查獲莊○○販
毒案 

 本局小港分局毒品溯源，對莊
嫌自 110年 7月開始執行通訊

監察，經蒐證後持搜索票、拘

票、鑑驗書，於前鎮區拘提藥
頭莊嫌及藥腳許○○等 3

人，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0日 0910 璨樹颱風
二級、一級開設 

 璨樹颱風來襲，市府通報 9月
10日 18時成立災害應變中心

二級開設；11 日 8 時應變災

害應變中心提升為一級開
設；市府通報 12日 12時 0分

因中央氣象局解除颱風警報

後解除一級開設，(10 日 18

時 0分起至 12日 12時 0分時

止，計開設 42小時)，本局暨

各分局同步配合災害緊急應
變小組開設及解除作業。賈副

局長於 10日 18時 0分參加市

府災害應變中心召開之颱風
災害防救第 1次工作會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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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市長其邁主持。局長於 12

日 8 時 30 分參加市府災害應
變中心召開之颱風災害防救

第 2次工作會議，由林副市長

欽榮主持。 

10日 市長參加「與日

本京都市簽署

高雄協定書儀
式」、「台日友

情 Always Here

畫展」活動安全
維護 

 本市歷史博物館及駁二藝術

特區(大義 C7 倉庫)於 9 時至

12 時舉行「與日本京都市簽
署高雄協定書儀式」及「台日

友情 Always Here 畫展」活

動，由陳市長其邁親自出席，
會場由本局鹽埕分局執行安

全維護勤務，圓滿達成任務。 

10日 破獲史○吉槍

擊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偵辦史○

吉涉嫌槍擊案，於本市大樹區
拘提史嫌，並於涉案車輛

B*A-2**7 號自小客車取出手

槍 3枝、霰彈槍 1枝、9mm子
彈 199顆、45口徑子彈 33顆、

霰彈 21 顆、現金新臺幣 5 萬

800元、護照 1本、存摺 2本
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2日 查獲莊○翔等

2 人竊盜及森
林法案 

 本局六龜分局查獲莊○翔等 2

人竊取昂貴木材牛樟 2枝，莊
嫌 2 人在本市桃源區以自用

大貨車裝載下山，遭該分局員

警攔查，即棄車逃逸，經循線

通知兩嫌到場說明，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13日 線上逮捕詐欺

收水車手徐○
綱案 

 本局前鎮分局偵辦民眾黃○

文遭詐欺集團利用提供帳戶
並協助提領，經配合警方埋

伏，查獲上游收水犯嫌徐○

綱，成功攔阻遭詐金額新臺幣



  ６ 

103萬元，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4日 查獲潘○○詐

欺、洗錢案 

 本局前鎮分局破獲潘○○詐

欺、洗錢案，本案緣於民眾莊

李○○持警示帳戶存摺欲提
領現金時，經該分局追查發現

莊李○○前已提領新臺幣 73

萬 9 千元交付上游收水手潘
嫌，立即前往新竹市緝獲犯嫌

潘○○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5日 萬安 44號演習 高市警民管字

第

11035250200
號 

110 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4號）演習，下午 1時 30分

至 2 時實施。因防疫考量實
施方式為警報發放及防情傳

遞，不實施人車疏散及燈火管

制。本局局長及中央各機關代
表於本局聽取簡報並視訊對

空監視哨及防情室防情演

練，於 1 時 30 分警報準時響
起後，前往本局新興分局中山

路派出所視導值班員警警報

器誤(不)鳴處置，隨後前往民
生一路 360 號民生高峰會視

導防空避難設備，作為本次萬

安演習示範演練處所。 

15日 溯源執行「安居
緝毒專案」，緝

獲藥頭王○宇

販賣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緝獲藥頭王○
宇販賣毒品案，該分局執行安

居緝毒專案網路巡邏時發現

王○宇於網路社群 PO 文發布
販賣各類新興毒品及咖啡包 

，趁王嫌交易毒品之際緝捕到

案，起獲毒品咖啡包 294 包
（俗稱喵喵之新興毒品、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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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1,436公克）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15日  查獲嫌疑人邱

○龍毒品案 

 本局鼓山分局破獲邱○龍毒

品案，於本市三民區正忠路當

場查獲藥頭邱○龍、藥腳朱○
志及陳○吉、陳○屹、陳○慈

等嫌，並查扣第一級毒品海洛

英 3包（毛重 13公克）、針筒、
玻璃球、吸食器等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15日 偵破王○議等

6 人涉嫌觸犯
槍砲及刑法妨

害自由、恐嚇取

財案 

 本局鹽埕分局偵破王○議等 6

人涉嫌觸犯槍砲及刑法妨害
自由、恐嚇取財案，起獲改造

槍械 1枝、子彈 4顆、西瓜刀

1把等贓證物，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15日 

 

查獲林○○販

賣二級毒品安
非他命案 

 本局小港分局破獲林○○販

賣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案，於
本市小港區廠邊二路 47 號拘

提販毒藥頭林○○及藥腳李

○○到案，李嫌坦承施用毒品
並供出毒品來源係向藥頭林

嫌購買，林嫌偵訊後移送高雄

地方檢察署偵辦。 

19日 破獲張○仁搶
奪案 

 本局楠梓分局破獲張○仁搶
奪案，張嫌涉徒手搶奪雞蛋行

新臺幣 7萬 6,514 元，經專案

人員調閱監視器影像，確認犯
嫌身分後聲請拘票，於三民區

租屋處，將張嫌逮捕到案，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22日 偵破潘○○等

人涉嫌妨害自

由案 

 本局仁武分局與刑事警察大

隊偵二隊共同偵破潘○○等

人涉嫌妨害自由案組，分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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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武區及新興區等地拘提、傳

喚涉案人潘○○等 6名到案，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2日 偵破邱○力詐

欺（車手）案 

 本局岡山分局偵破邱○力詐

欺（車手）案，被害人遭詐騙
金額達新臺幣 122 萬 8,000

元，該分局員警利用邱嫌向被

害人取款時一舉逮獲，同時查
扣工作手機等證物。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23日 破獲李○○詐

欺人頭戶及提
領車手案 

 本局前鎮分局破獲李○○詐

欺人頭戶及提領車手案，經查
李嫌詐欺所得近新臺幣 80 萬

元，同時查扣手機 1枝，存摺

4本，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3日 查獲陳○○百

萬詐欺案 

 本局小港分局破獲陳○○百

萬詐欺案，陳嫌以假冒檢警身

份向黃姓被害人詐騙新臺幣
250萬元，經聲請拘票拘提到

案，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5日 巡邏查獲毒品

咖啡包及 K 他
命等毒品案 

 本局林園分局查獲毒品咖啡

包及 K他命等毒品案，該分局
員警執行巡邏勤務時，於本市

大寮區大寮路大寮郵局前，查

獲男子吳○○攜帶毒品，於該
男所駕車輛排擋座下方取出

毒品咖啡包及 K 他命共 92

包，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5、26

日 

執行「110年公

務人員特種考

試警察人員考
試、一般警察人

員、國家安全局

國家安全情報

高市警保字第 

11035192600

號函 

考選部於 25、26 日(2 天)假

三信家商、小港高中、樹德家

商、前鎮高中、新興高中及大
榮中學等 6校辦理「110年公

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

試、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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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考 試 及

110 年特種考
試交通事業鐵

路人員、退除役

軍人轉任公務
人員考試」考場

安維勤務 

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及

110年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路
人員、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

員考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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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 偵破駕駛人簡
○瑋等 3 人持

有毒品及通緝

案 
 

 本局苓雅分局偵破駕駛人簡
○瑋等 3 人持有毒品及通緝

案，在本市鳳山區新富路住處

查獲犯嫌簡○瑋、詹○程及施
○卉等 3人，於簡嫌身上查獲

第二級毒品咖啡包 2包（毛重

約 9公克）及第三級毒品咖啡
包 5包（毛重約 18公克）、K

盤 1個、手機 1枝，另查獲施

嫌為詐欺通緝犯，並於身上查
獲 K菸 1盒，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30日 偵破潘○○涉

嫌觸犯槍砲及
重利罪案 

 本局鹽埕分局偵破潘○○涉

嫌觸犯槍砲及重利罪案，起獲
改造槍械 1枝、子彈 5顆等贓

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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