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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0年 11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查獲毒品上游
謝○峰涉嫌販

賣安非他命案 

 本局三民第一分局查獲徐○楨
販毒案，循線溯源其毒品上游

為謝○峰，於本市前鎮區天山

路○○號查緝謝嫌到案，現場

查扣安非他命 4包（毛重 5.85

公克）、毒咖啡包 3 包（毛重

6.87 公克）、大麻 3 包（毛重
1.72 公克）、電子磅秤、吸食

器、手機等物，帶案偵辦。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2日 破獲李○魁強

盜案 

 本局仁武分局破獲李○魁強盜

案，於本日 8時 40分許在屏東

市民生東路將李嫌拘捕到案，
扣得李嫌盜刷購買之藍色

IPhone 手機 1 枝、作案用衣

物、買賣同意書、發票等贓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日 無辜商家遭控

詐欺損失慘重 

，警緝獲犯嫌，
終還其清白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接獲

民眾報案，稱渠遭不詳客人購

買 2 枝手機後，發現渠所有的
中國信託銀行遭凍結為警示帳

戶，除損失新臺幣 3 萬 3,400

元外，帳戶內金流皆無法使用 
，案經比對鎖定犯嫌楊某涉嫌

重大，即與刑事警察局偵查第

六大隊偵三隊、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共組

專案小組，至臺中市西屯區拘

提楊嫌到案，並查扣涉案手機
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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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 警政署署長南

下本市慰問同
仁並頒發破案

獎金慰勉 

 一、警政署陳署長家欽南下至 

    本市關懷三民第一分局偵 
    查隊退休蔣偵查佐(醫生 

    判定腦出血併左側癱瘓致 

    半失能)，蔣員於 109年 
    11月 23日經銓敘部審定 

    無法勝任警察職務因公傷 

    病命令退休。警政署隨即 
    提撥「公益信託警察及醫 

    療照護基金」每月照護費 

    用，以減輕蔣偵查佐及家 
    眷經濟負擔。 

二、本局近期屢破指標性組織 

    犯罪案件及詐欺集團，並 
    立即偵破超商恐嚇取財案 

    ，展現政府掃蕩決心，更 

    嚇阻黑道幫派在疫情解封 
    後作亂挑戰公權力，刑事 

    警察局南部打擊犯罪中心 

    也在近期偵破跨境假投資 
    詐欺水房案，警政署陳署 

    長家欽特別南下表揚有功 

    人員，並頒發破案獎金。 

5日 查獲莊○○百
萬詐欺案 

 本局小港分局破獲莊○○百萬
詐欺案，莊嫌以假冒地檢署執
行官身分向高姓被害人詐騙新
臺幣 130 萬元，經聲請拘票拘
提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5日 查獲陳○勻、王

○良持有第一 
、 二 級 毒 品 

案 

 本局前鎮分局查獲陳○勻、王

○良持有第一、二級毒品案，
查獲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3 包

(總毛重 2.67 公克)與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 3 包(毛重 1.79 公
克)，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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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 查獲柯○瀚及

蔡○芳等 2人意

圖販賣持有咖

啡包案 

 本局鼓山分局查獲柯○瀚及蔡

○芳等 2 人意圖販賣持有咖啡

包案，該分局因偵辦御宿 MOT 

EL 洪○宏及黃○淳死亡案時 

，經調閱監視器影像發現柯智

瀚曾與死者洪○宏及黃○淳有

短暫接觸後即離去，經追查柯

嫌行蹤，順利在本市鼓山區中

華一路與華泰路口攔查到柯嫌

及蔡嫌，並在車內查獲毒品咖

啡包 139包（總重 468．65公

克）及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5小

包（總重 16．79公克），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9日 高市警再搗毒

窟查獲毒品咖

啡 包 分 裝 場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獲報 

，蘇姓犯嫌持有大量毒品咖啡

包，從事販毒牟利，於 10 月
19日發動第 1波搜索，查獲蘇

姓犯嫌，並查扣「毒品咖啡包

100 包及 K 他命 3 包(總毛重
2.97 公克)」等證物，經溯源

偵查，另將陳嫌及林嫌等 2 人

拘提到案，同時查扣「毒品咖
啡包 100包、K他命 5包(總毛

重 42 公克)、乾燥大麻花、搖

頭丸、K 菸、果汁粉、攪拌器

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9日 力守港都治安 

高雄警方破獲
毒咖啡包批發

中心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 3 人販

毒集團，共計查扣毒品咖啡包
204 包（毛重 1114 公克）、毒

品 K 他命 31 包（毛重 807.5

公克）等贓證物，經分析研判
幕後有犯罪集團指揮操縱，遂

與林園分局及左營分局成立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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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小組，同步攻堅搜索，查扣

毒品咖啡包 3,931 包（毛重
14,762 公克）、毒品愷他命 10

包（毛重 13公克）、一粒眠 29

顆、現金新臺幣 58 萬 1,200
元、點鈔機、犯案用車 2 輛、

犯案用手機等贓證物，並拘提

該集團成員陳○○等 6 人，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10日 查獲泰籍湯○

○等四人涉嫌
改造槍枝及種

植大麻 

 本局小港分局、林園分局及移

民署專勤隊高雄分隊共同查
獲「泰籍湯○○等 4 人涉嫌改

造槍枝及種植大麻」案，查扣

大麻活株 22 株（根莖葉經烘
乾後為 491.4 公克）、大麻及

大麻花成品約 431.07 公克

（葉和花經烘乾後為 371.63
公克）、安非他命計 38.26 公

克、大麻種子 1包、改造槍枝

工具（砂輪機、鑽孔機、貫通
槍管成品、工業用底火喜得

釘）一批，改造火藥式袖珍形

鋼筆槍 1 枝、槍枝複進簧 1
條。犯罪所得現金新臺幣

7,265元、作案用手機 6枝，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1日 偵破吳○○為

首之販毒集團 

 本局苓雅分局結合保安警察大

隊特勤警力破獲以吳○○為首

之販毒集團，於本日 23時許，

先在本市前鎮區光華三路逮捕
販毒集團吳姓主嫌，再至前鎮

區凱旋四路住宅逮捕同夥馮○

○，旋即至小港區廠新街民宅
再逮捕另 2 名同夥鄭○○及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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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查獲第二級毒品混

合式咖啡包 120包、愷他命 25
包（約 490 公克）等毒品，及

查扣電子磅秤、點鈔機、電擊

棒、信號彈、監視主機與現金
新臺幣 120 餘萬元等贓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1、12

日 

查獲許○賓等

人涉犯大麻製

毒工廠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許○賓

等人涉犯大麻製毒工廠案，共

計查獲大麻活株 122 株、乾燥

大麻 1盆（重量待計）、噴霧器

2罐、小型研磨器 1 個、PH/KH

調降器 1包、捲菸紙 1罐、剪

刀 2把、刀子 1把、乾果機 1

台、燈具 3座、架子 4座、天

秤 1台、肥料 4包、農藥 2瓶

等贓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2日 高市警專案肅
槍緝毒成果豐

碩 

 本局自 11月 1日起執行「同步
肅槍及緝毒專案行動」，本次掃

蕩除針對持槍滋事、暴力討債

等不法分子聚焦打擊;緝毒部
分則針對毒品上游之咖啡包分

裝廠及販賣毒品藥頭進行全面

查緝。專案期間共計查扣槍砲
案 9件 10人、查扣制式霰彈槍

1 枝、非制式手槍 3 枝、模擬

槍 6 枝;緝毒部分共計查獲各
類毒品案件 138 件 164 人，查

扣各級毒品 5.63 公斤及毒品

咖啡包 4,963 包、查扣不法所
得新臺幣 328萬 5,6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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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 偵破邱○鴻意

圖販賣且持有
毒品、管制刀械

案 

 本局新興分局偵破邱○鴻意圖

販賣且持有毒品、管制刀械
案，於本市新興區查獲邱嫌持

有海洛因 39 公克、安非他命

2.01公克、愷他命 1.86公克、
愷他命香菸 0.77公克、毒品咖

啡包 8.05 公克、一粒眠 0.1

公克、搖頭丸 12.04 公克、吸
食用具如分裝勺、電子磅秤、

分裝夾鏈袋、毒品吸食器、K

盤等，另查獲管制刀械手指
虎、手指虎刀、摺疊刀等違禁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2日 查獲詐欺車手
周○豪案 

 本局楠梓分局查獲詐欺車手周
○豪案，該分局專案小組人員

利用民眾與車手面交款項時一

舉逮捕車手周○豪，全案依法
移送偵辦。 

12日 查獲侯○婷持

有毒品案 

 本局楠梓分局執行安居緝毒專

案，查獲侯○婷持有 K他命（毛
重約 9公克）、毒品咖啡包 14

包（毛重約 58公克），大麻葉

（毛重約 1.2 公克），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14日 線上查獲王○

○持有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線上查獲王○○

持有毒品案，查扣第三級毒品
K 他命 5 包（共計含袋總毛重

19.25公克），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5日 查獲林○峰詐
欺案 

 本局岡山分局破獲林○峰詐欺
案，林嫌因熟悉法拍屋、房地

買賣之流程，偽刻臺灣橋頭地

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等機關之關防、收狀章，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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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事務官、書記官、主任之簽

名章，用以偽造法院函文、執
行命令、提存文書、房屋買賣

租賃契約、所有權狀、契約書

等公、私文書詐騙被害人張○
蘭等6人，合計不法獲利達新臺

幣1,372萬元，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16日 販賣毒品咖啡

包牟利，警方鐵

腕緝毒人贓俱
獲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與新

興、小港分局共同破獲王○○

及盧○○販賣毒品案，查扣毒
品咖啡包 200 包(毛重 798 公

克)、愷他命 2 包(毛重 126 公

克)、一粒眠 1 包(毛重 51.5
公克)、電子磅秤 3台、夾鏈袋

1 包、點鈔機 1 台、手機 5 枝

及新臺幣39萬3,400元等贓證
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17日 破獲陳○宇涉

嫌槍砲、毒品及

毒品通緝案 

 本局鼓山分局破獲陳○宇涉嫌

槍砲、毒品及毒品通緝案，並

在其所使用之自小客車內，起
獲仿金牛座改造手槍 1 枝（含

彈匣 1個）、子彈 5顆、第一級

毒品海洛因 2 包（毛重 0.6 公
克）、安非他命 6包（毛重 19.31

公克）、大麻 3 包（毛重 3.38

公克）、電子磅秤 2台、分裝袋

1 袋及行動電話 2 枝，全案移

法移送偵辦。 

19日 高市警火速偵
破網傳男子遭

人圍毆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科
偵隊與仁武、楠梓、左營、三

民第二分局等單位火速偵破網

傳男子遭人圍毆案，多名男子
疑與被毆男子間有虛擬貨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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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糾紛，遂持鋁棒毆打，經調

閱監視器釐清、找出涉案人、
車後，本日同步在臺中、臺南、

高雄等地發動查緝行動，將楊

嫌等 7人分別以拘提、通知到
案，同時找回 6部涉案車輛，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1日 查獲洪○珹涉

犯多起車輛毀

損、竊盜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洪○珹

涉犯多起車輛毀損、竊盜案，

共計查扣作案用螺絲起子、做

案手套及玻璃球吸食器等物；

洪嫌於本市涉犯車內財物竊盜

案件計 56件，另他轄案件尚在

持續清查中，全案依法移送偵

辦。 

22日 偵破黃○貴機
車竊盜、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案 

 本局前鎮分局偵破黃○貴機車
竊盜、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

埋伏查獲犯嫌黃○貴騎乘失竊

車輛，並於外套右邊口袋查獲
施用安非他命之玻璃球 1 顆，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2日 本局建立「民眾

報案流程精進
管制措施」案 

高市警行字第

1106665000號 

為即時處理民眾報案所衍生之 

問題，避免民眾來回奔波往返 

分駐(派出)所或向上投訴而影 

響警察形象，遂建立民眾反映 

機制，於民眾未完成報案程序 

時，即可掃描 QR-CODE發送簡 

訊至本局 110受理報案臺反映 

，及時通報相關所長或副所長 

聯繫報案人，協助完成報案程 

序，本局所屬各分駐(派出)所 

自本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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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全力打擊組織

犯罪-破獲暴力
討債集團!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與新

興分局共同破獲暴力討債集團 
，本日前往本市三民區及臺南

市等多處，查獲該集團首要(治

平目標)王○○及集團成員等
共計 6 人到案，並查扣被害人

信用卡 12張、毒咖啡包、行動

電話 15枝、電腦等證物，全案
依法移送偵辦。 

23日 查獲李○信等 5

人持有槍枝、毒
品案 

 本局楠梓分局查獲李○信等 5

人持有槍枝、毒品案，查扣槍

枝半成品（槍身、滑套、復進

簧、復進簧導桿、彈匣）、子

彈 1顆、毒品海洛英 4包(2.66

公克)、安非他命 6包(6.17公

克)，毒品咖啡包 20 包（共

16.61 公克）、咖啡包原料 1

包（毛重 0.39 公克）；全案依

法移送偵辦。 

23日 偵破李○祥與

林○頤 2人涉嫌

共同經營網路

賭博 

 本局鹽埕分局於本市鳳山區，

偵破李○祥與林○頤 2人涉嫌

共同經營網路賭博案，起獲賭

資新臺幣 95萬元等贓證物，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23日 全力打擊組織
犯罪-強勢掃蕩

偵破恐嚇勒贖

之暴力討債集
團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七隊與林
園分局共同偵破暴力討債集團 

，該暴力討債集團係以綽號為

「阿霖仔」之男子為首，平時
經營地下錢莊為業，擁槍自重 

，以「仙人跳」、假「詐賭」為

名，持槍、球棒脅迫、毆打甚
至活埋被害人，藉機恐嚇勒贖 

、追討債務，金額達新臺幣數

百萬元不等，手段極其兇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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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至本市大寮、鳳山、內門

區、屏東縣恆春鎮執行搜索、
拘提，並傳喚陳○○等犯嫌到

案，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4日 破獲線上博弈

網站 

 本局鳳山分局破獲線上博弈網

站，持搜索票前往呂姓主嫌所
承租之機房據點查緝，全案共

起出下注用電腦 5 台、傳真

機、電話機、數據機、SIM 卡

及教戰守冊證物，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24日 自製霰彈槍上
山打獵-擁槍自

重仍難逃警網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與旗
山分局共同破獲鍾○○持有改

造槍枝案，本日至本市杉林區

執行搜索當場查獲鍾嫌並查扣
自製霰彈長槍 1 枝、子彈 13

顆、武士刀 2 枝、槍枝改造工

具等證物，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5日 查獲謝○泰、陳

○靜等 2人涉嫌

經營賭博網站

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破獲謝○泰 

、陳○靜等 2人涉嫌經營賭博

網站案，共計查扣帳簿 1本、

帳單 29張、簽單 10 張、手機

2枝、筆記型電腦 1 台等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25日 破獲車手提領
詐欺案 

 本局鼓山分局破獲車手提領
詐欺案，該車手涉嫌於該分局

轄區明倫路統一超商華榮

店、全家超商明倫店及統一超
商華豐店多次提領金額不等， 

總計約新臺幣 27 萬餘元，全

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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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線上查獲王○

意圖販賣而持
有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員警線上查獲

王○意圖販賣而持有毒品
案，查扣第三級毒品 K他命 2

包及 K他命 1瓶（共計總毛重

爲 116.86公克），全案依法移
送偵辦。 

28日 

 

線上查獲林○

峰持有毒品案 

 本局前鎮分局線上查獲林○

峰持有毒品案，查扣第一級毒
品海洛英 1包（含袋毛重 2.2

公克），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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