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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10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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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時 20 分許在本市

三民區九如路與自立路口，查

獲蘇嫌非法持有三級毒品愷

他命 3 包(含袋毛重 11.34 公

克)以及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
包 115包(含袋總毛重 463.75

公克)，全案帶隊偵辦並報請

刑事警察大隊向上溯源。 

2日 「毛孩的變身

大挑戰」團體輔

導活動 

 本局少年警察隊與少輔會為

鼓勵少年參與正向活動培養

樂觀積極的態度，增進健全身
心發展，特別籌辦「毛孩的變

身大挑戰」團體輔導活動，本

日 8 時至 16 時，假三民區帝
大寵物美容學院辦理。本次結

合當下熱門的寵物美容產

業，透過體驗式學習，增進對
「寵物美容」的認識及了解，

不僅學習尊重生命，也擴展職

涯選項，活動計 13 位少年參

與。 

3日 執行安居緝毒

專案，查獲蔡○

君、蔡○堯、王
○渟等 3 人販

賣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執行安居緝毒

專案，查獲蔡○君、蔡○堯、

王○渟等 3人販賣毒品，查扣
海洛因(毛重 13.75 公克)、安

非他命(毛重 0.55 公克)、毒

品咖非包 10 包，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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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 破獲吳○○詐

欺人頭戶及提
領車手案 

 本局前鎮分局破獲犯嫌吳○

○提供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
並協助提領贓款，經查吳嫌共

提領詐欺款項近新臺幣 64 萬

元，查扣手機 1枝，存摺 4本，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4日 偵破犯罪嫌疑

人李○澤涉嫌
持有槍械毒品

案 

 本局岡山分局偵破犯罪嫌疑

人李○澤涉嫌持有槍械毒品
案，共計查獲改造手槍 1 枝、

彈匣 1個、子彈 9顆、信號彈

1枚、武士刀 1把、毒品咖啡
包 2 包(毛重共 4.06 公克)、

愷他命 1 包(毛重 0.48 公克)

等物，當場逮捕嫌疑人李○
澤、蘇○志、葉○哲等 3 人，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並持續溯

源追查槍枝來源。 

6日 查獲曾嫌涉嫌
觸犯洗錢防制

法、個人資料保

護法等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與
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八大隊偵

六隊、屏東分局共同破獲曾○

○涉嫌觸犯洗錢防制法、個人
資料保護法等案，於本日 13

時許持搜索票至屏東縣屏東

市執行搜索，查扣蘋果電腦 1
台丶蘋果筆記型電腦 1 台丶

手機 4枝丶隨身碟 8個丶 U盾

3 個丶銀聯卡 8 張、存摺 39

本、金融卡 20張、電話 sim 卡

67 張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6日 查獲詐欺車手

謝○偉等 3人 

 本局楠梓分局接獲 165 提領

熱點，經分析在本市旗山區 3

處，查獲提領車手黃○霆、收
水車手陳○清、車手頭謝○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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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3 人，現場查扣新臺幣 24

萬 1,000元、9張人頭帳戶提
款卡、手機等證物，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8日 巡邏查獲槍枝

及毒品案 

 本局林園分局查獲槍枝及毒

品案，於本市大寮區鳳林與仁
德路口查獲男子顏○○身上

側背包攜帶改造手槍 1 枝及

子彈 15 顆，另於自小客車上

查獲毒品吸食器 1組，又在同

車友人邱女隨身背包內查獲 2

小包安非他命(毛重 0.9 及
0.15 公克)， 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10日 執行「2021 國

慶焰火在高雄

活動」安維勤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035475000

號函 

市府本日假高雄港蓬萊商港

區辦理「2021 國慶焰火在高

雄活動」(分別於蓬萊港區前
航道及旗津外堤施放焰火)，

本局負責焰火施放區域管制

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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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獲林嫌詐騙

網友買 PS5 遊
戲機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破

獲社群網站內以低價 PS5 遊
戲機誘使被害人匯款之詐騙

案，至新北市新莊區將林嫌拘

捕到案，查扣銀行存摺 3 本、
手機 2枝等證物，初步清查被

害人 25 人以上，被害金額達

新臺幣 40 萬元以上，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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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行 員 機 警 阻

詐，警民合作逮
車手 

 本局鳳山分局與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共同阻詐，當場逮捕車
手陳嫌及康嫌等 2人，及時阻

止犯嫌提領中國信託帳戶內

新臺幣 196萬元，並供出另有
同夥住在轄內某旅館內，隨即

前往該旅館埋伏，待陳姓同夥

步出旅館後隨即上前逮人。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並持續向上

溯源，全力瓦解詐騙集團。 

14日- 
27日 

 

城中城大樓火
災案 

 

 本市鹽埕區城中城住商大樓
（鹽埕區府北路 31 號）本日

2 時 54 分發生火警，本局獲

報後，由鹽埕分局蔡分局長鴻
文率員至現場協助封鎖及交

通管制，黃局長明昭於 5時到

達現場，指示成立應變任務編
組並請保安警察大隊、交通警

察大隊調派員警協助應變，至

27 日止計出動員警 1,800 人
次，本次火災不幸造成 46 人

死亡、41 人受傷，本局將持

續協助善後至任務圓滿結束。 

14日 查獲犯嫌黃○
○涉嫌販賣毒

品海洛因及安

非他命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查
獲黃○○涉嫌販賣毒品海洛

因及安非他命案，查扣海洛

因、安非他命、K他命、大麻

(合計約 56 公克)及吸食器等

相關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4日 偵破蔡○○等

9 人暴力犯罪

集團 

 本局新興分局偵破暴力犯罪

集團，該集團成員涉嫌組成暴

力討債集團，對被害人施以集
團性及持續性強暴、脅迫、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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嚇，經蒐證完備後，於本市三

民區某民宅查扣借款人資料
59 份、本票 1 本、鎮暴槍 1

枝、棍棒 6枝、刀械 2把、不

法所得新臺幣 22 萬 8,300 元
及行動電話等不法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15日 小港分局漢民
路派出所覓地

及申請整建經 

費案 

 本局小港分局漢民路派出所
承租民宅 24 年做為辦公廳

舍，迄今已花費新臺幣 2,029

萬元，現任陳分局長志榮為改
善員警廳舍環境及撙節市府

財政，極力爭取市府社會教育

館童軍中心做為派出所廳
舍，經市府准予移交童軍中心

予本局小港分局做為漢民路

派出所廳舍整建並變更管理
機關；統籌協調以「閒置公共

設施」方向進行活化轉型為漢

民路派出所廳舍，並親自率隊
辦理會勘及北上行政院公共

工程委員會爭取漢民路派出

所廳舍整建案經費，與建築師
商討廳舍規劃及預算擬定事

宜。案已於 10月 15日陳報中

央申請整建案總經費。 

15日 線上巡邏查獲

毒品案及詐欺

通緝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 1 時 20 分

於本市三民區熱河二街與安

東街口，查獲林嫌係屏東地檢

署發布之詐欺通緝犯且非法
持有二級毒品 MDMA 搖頭丸咖

啡包 38 包 (含袋總毛重

254.71公克)及三級毒品愷他
命 7包(總毛重 17.08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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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案帶隊偵辦並報請刑事警

察大隊向上溯源。 

15日 線上查獲謝○

○機車竊盜、持

有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線上查獲謝○

○機車竊盜、持有毒品案，於

謝嫌身上起獲毒品安非他命 1
包(毛重 0.27 公克)並查扣失

竊機車，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7日 

 

執行安居緝毒

專案，查獲陳販

賣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執行安居緝毒

專案，查獲陳○芯販賣毒品

案，並查獲藥腳 7名，查扣海
洛因 2包(毛重 0.6公克)及安

非他命 1包(毛重 0.5公克)，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7日 破獲陳○華搶
奪案 

 本局楠梓分局破獲陳○華搶
奪案；陳嫌在加昌路隨機搶奪

路人斜背包後逃逸，經循線當

日將陳嫌逮捕到案，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18日 查獲毒販涉嫌
販賣安非他命

及製造毒品咖

啡包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循線溯源
毒品上游賴○妤，經報請彰化

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查扣

安非他命 36 包、大麻 12包、
愷他命 1 包、毒品咖啡包 13

包、大麻煙 1枝、彩虹煙油 1

罐、一粒眠 49 顆、製造毒品
咖啡包之主毒品原料 1包、咖

啡粉 12 包、毒品咖啡包包裝

袋一批、封膜機 1台、電子磅
秤、吸食器、手機 4枝、疑販

毒所得現金新臺幣 85 萬餘元

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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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 全國毒性化學

物質災害演練 

 市府環境保護局於本日下午 2

時至 4時，假本市林園區工業
三路 9 號(信昌化學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林園廠)，舉辦 110

年全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
救演習實兵演練，由環保局高

副局長宗永主持，本局參與演

練部分由賈副局長樂吉受派
參與指揮、民防管制中心負責

規劃協調；林園分局負責災害

現場警戒、管制及協助災民疏
散避難之推演工作。 

19日 線上查獲周○

○持有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線上查獲周○

○持有毒品案，於周嫌所駕駛
車輛前中央冷氣口上方夾層

內查獲 3 級毒品 K 他命 2 包

（毛重 55.44 公克），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19日 溯源執行「安居

緝毒專案」，緝

獲第二層藥頭
林○翔販賣毒

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執行安居緝毒

專案，緝獲王姓男子涉嫌販賣

新興毒品咖啡包，經報請高雄
地檢署指揮偵辦，溯源追查第

二層毒品來源，將第二層藥頭

林○翔緝捕到案，查獲毒品咖
啡包 208 包、（毛重 1,080 公

克），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0日 線上巡邏查獲

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於本市鳳

山區五甲一路 173號前，查獲

葉嫌非法持有三級毒品卡西

酮咖啡包 220 包(含袋毛重
612.48公克)以及三級毒品愷

他命 7 包(含袋總毛重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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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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查獲熊○賢等

3 人販賣毒咖
啡包 

 本局楠梓分局在本轄高峰街

查獲嫌疑人熊○賢、李○賢、
陳○渝等 3人販賣二、三級毒

品咖啡包案，現場查獲毒品咖

啡包 98 包(毛重 349.11 公
克)、安非他命 3包(毛重 2.21

公克)電子磅秤及手機等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3日 破獲持槍鬥毆

案 

 本局鼓山分局破獲持槍鬥毆

案，逮捕林姓男子在內共 5男

1女，並在林姓男子身上起獲
改造手槍 1枝、空彈匣 1 只，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並追溯槍

枝來源及有無另涉刑案。 

24日 偵破嫌犯張○
○等 3 人妨害

公務及肇事逃

逸案 

 本局苓雅分局偵破嫌犯張○
○等 3 人妨害公務及肇事逃

逸案，張嫌等 3人除駕車拒檢

外，更衝撞員警及停等紅燈之
多台汽機車後逃逸，經沿線擴

大調閱監視器後，循線於本市

鳥松區查獲駕駛犯嫌張○○
及乘客 2人到案，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25日 線上查獲潘○
○持有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線上查獲潘○
○持有毒品案，查扣含二級毒

品咖啡包 50包（毛重 187.55

公克）、K他命 1包（毛重 1.44

公克），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6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41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小組與林園

分局派員共同於 22時 45分許

前往本市林園區林仔邊段地
號 1313 號執行搜索，查獲賭

場負責人劉○宏經營之天九

牌職業賭場、在場賭客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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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計 41 人，以天九紙牌為

賭具賭博財物，查扣賭資新臺
幣(以下同)6,300元、抽頭金

4,000元、賭具天九紙牌及骰

子等相關證物，全案依法移送
偵辦。 

26日 線上查獲黃○

○意圖販賣、持
有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線上查獲黃○

○意圖販賣、持有毒品案，查
扣三級毒品咖啡包 130包（毛

重 471.53 公克）、K 他命 57

包（毛重 135.35公克），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27日 偵破徐○○強

盜案 

 本局新興分局偵破徐○○強

盜案，徐嫌涉嫌於本市新興區

某大廈，以尖銳鑰匙抵住大廈
管理員脖子，表示「要搶劫，

如反抗要讓其昏迷…」等語，

使其無法抵抗，案經新興分局
到場處理，查扣犯案鑰匙 1

枝，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31日 查獲劉○昇等
人涉犯殺人未

遂、槍砲、毒品

等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劉○
昇等 4 人涉犯殺人未遂、槍

砲、毒品等案，查扣改造手槍

1枝、子彈 30顆、海洛因 24.54
公克、安非他命 1,049.7 公

克，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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