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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 2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偵破蔡○○販
賣毒品案 

 本局新興分局偵破蔡○○販
賣毒品案，查扣摻有第三級毒

品咖啡包 1489.16公克、第三

級毒品愷他命 14.78 公克、K
盤 1 個(內含愷他命粉末)等

贓證物。 

1日 查獲王○○涉
嫌違反槍砲彈

藥刀械管制條

例案 

 本局林園分局查獲王○○涉
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查扣改造手槍 2 枝、改

造突擊長槍 1枝、子彈 21顆、
6枚空彈殼及折疊刀 1把等贓

證物。 

4日 查獲恐嚇取財

案 

 本局小港分局破獲彩券行恐

嚇取財案，犯嫌楊○○持刀入
內恐嚇店員並得手現金新臺

幣(以下同)1萬 6,000元後逃

逸，該分局員警獲報後實施攔
截圍捕，成功逮捕楊嫌。 

5日 查獲張○○百

萬詐欺案 

 本局楠梓分局破獲張○○百

萬詐欺案，張嫌假冒檢警身分
向翁姓被害人詐騙 260 萬

元，經聲請拘票拘提到案。 

7日 破獲何○○等

18 人聚眾鬥毆
案 

 本局新興分局破獲以何○○

為首之暴力組織，該組織涉嫌
多起街頭暴力事件，嚴重妨害

社會秩序，經該分局派員跟

蒐、拘提，於主嫌何○○等人
住居所暨經紀公司據點執行

搜索，查扣棍棒、刀械、斧頭

及行動電話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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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查獲鍾○○持
有三級毒品愷

他命案 

 本局前鎮分局查獲鍾○○持
有三級毒品愷他命案，查扣三

級毒品愷他命 10 包(共計毛

重 26.72公克）等贓證物。 

11日 破獲葉○○持
槍搶銀行案 

 本局鼓山分局破獲葉○○持
槍搶銀行案，所長許志萍與線

上警組馳赴現場，當場將葉嫌

制伏，並查扣手槍 1枝、子彈
32顆等贓證物。 

13日 破獲犯嫌鄭○

○等 5 人詐欺
集團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破

獲犯嫌鄭○○等 5 人詐欺集
團案，查扣手機 5枝、存摺 3

本、金融卡 2 張、現金 25 萬

4,400元等贓證物。 

14日 破獲犯嫌方○
○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與
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八大隊、宜

蘭縣政府警察局宜蘭分局共

同破獲犯嫌方○○詐欺案，查
扣作案用筆記型電腦、手機 2

枝及 sim卡 6張等贓證物。 

16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37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湖內
分局共同查獲由柳○○經營

之職業大賭場，該賭場以天九

紙牌為賭具賭博財物，在場負
責人及賭客共 37 人，查扣賭

資2萬3,000元、抽頭金3,000

元、賭具天九紙牌及骰子等贓
證物。 

16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39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仁武

分局共同查獲由廖○○、莊○

○經營之職業大賭場，該賭場
以天九骨牌為賭具賭博財

物，在場負責人及賭客共 39

人，查扣賭資 3萬 7,000 元、
抽頭金 5,300元、賭具天九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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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及骰子等贓證物。 

16日 偵破郭○○為

首之暴力犯罪
組合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與

仁武分局共同偵破以郭○○
為首之暴力犯罪組合，檢肅 6

名犯嫌到案，查扣瑞士刀、尖

刀、手指虎折疊刀、蝴蝶刀、
工具刀等犯案工具及第三級

毒品愷他命、K盤、電子磅秤、

夾鏈袋、手機等贓證物。 

17日 破獲丘○○等
3 人共組販毒

集團，涉嫌販

賣、持有毒品案 

 本局苓雅分局破獲丘○○等 3
人販毒集團，現場查扣毒品安

非他命 4小包（5.51公克）、

毒品大麻 2包（0.68公克）、
三級毒品咖啡包 10包（32.91

公克）、毒品一粒眠 2顆（0.59

公克）等贓證物。 

17日 查獲鄭○○、李

○○涉嫌販毒
案 

 本局楠梓分局查獲鄭○○、李

○○涉嫌販賣毒品海洛因及
安非他命案，查扣海洛因 5包

(15.4 公克）、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 8包(70.66公克)及吸食
器等贓證物。 

21日 查獲鍾○○等

4 人涉嫌販賣
毒咖啡包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六隊查

獲鍾○○等 4 人涉嫌販賣毒
咖啡包，查扣摻有二級毒品甲

基安非他命橘色藥丸千餘

顆、果汁粉、分裝袋、磅秤等

贓證物。 

21日 查獲陳○○持
有二級毒品安

非他命案 

 本局前鎮分局查獲陳○○持
有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案，查扣

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29 公克)

及 K他命等贓證物(毛重 10公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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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 查獲楊○○等
3人販毒集團， 

涉嫌販賣、持有

毒品案 

 本局苓雅分局查獲楊○○等 3
人販毒集團，涉嫌販賣、持有

毒品案，查扣摻有三級毒品咖

啡包 14包（52.08公克）、毒
品安非他命 1包（0.24公克）

及愷他命 1包(0.95公克) 等

贓證物。 

24日 查獲龔○○涉
嫌販賣、持有毒

品案 

 本局苓雅分局查獲龔○○涉
嫌販賣、持有毒品案，查扣摻

有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咖啡包

567包（計 2,555.5 公克）及
三級毒品愷他命 48 包（計

83.6公克）等贓證物。 

28日 查獲李○○持
有三級毒品愷

他命案 

 本局前鎮分局查獲李○○持
有三級毒品愷他命案，當場查

扣三級毒品愷他命 6 包(共計

毛重 26.58公克）等贓證物。 

28日 高雄燈會維安

任務順利完成 

 一年一度的台灣燈會在睽違

了 20 年後再度回到高雄舉
辦！燈會期間自 111年 2月 1

日至 28日止共為期 28天。蔡

總統並於 2 月 15 日蒞臨主持
點燈儀式。本年度燈會在市民

的驚嘆聲中圓滿落幕，總計參

觀人數 473萬 9,017人次，使
用警力 2,78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