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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 3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2日 線上查獲呂○
○持有大量毒

品咖啡包案 

 本局前鎮分局查獲呂○○持
有大量毒品咖啡包案，查扣摻

有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咖啡

包 235 包(共計毛重 524.2 公

克）等贓證物。 

3日 偵破詐欺博弈

水房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科偵隊、小

港分局、林園分局、三民第一
分局、保安警察大隊與刑事警

察局偵查第八大隊共同偵破

吳○○等 8 人詐欺博弈水房
案，查扣電腦主機 6組、手機

190枝、監視器及網路設備一

批、現金新臺幣(以下同)2萬
餘元、房屋租賃契約 1份等贓

證物。 

8日 查獲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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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邱○○涉嫌販賣毒品海洛

因及安非他命案，查扣毒品海
洛因 22.67 公克、安非他命

9.34公克、K他命 0.85公克、

摻有毒品咖啡包 14 包、吸食
器、現金 19 萬 9,000 元及手

機、防身用之空氣手槍等贓證

物。 

9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26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前鎮
分局共同查獲由陳○○、錢○

○、鄭○○經營之天九牌職業

賭場，該賭場以天九骨牌為賭
具賭博財物，在場負責人及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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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共計 26 人，查扣賭資 3 萬

1,000 元、抽頭金 2 萬 3,300
元、賭具天九骨牌及骰子等贓

證物。 

13日 查獲吳○○持

有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查獲吳○

○持有毒品案，查扣第三級毒

品愷他命 25 包（毛重 51 公
克）、摻有卡西酮咖啡包 230

包（毛重 1,338.79 公克）等

贓證物。 

15日 查獲蘇○○販

毒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與

前鎮分局共同查獲蘇○○販

毒案，查扣毒品海洛因 12 包
(毛重 109.61 公克)、安非他

命 3 包(毛重 1.55 公克)、毒

品吸食器、電子磅秤、夾鏈
袋、手機等贓證物。 

16日 破獲林○○販

毒集團 

 本局苓雅分局破獲林○○販

毒集團，查扣毒品海洛英 384

公克、安非他命 423公克、現
金 148萬元、點鈔機、保險箱

等贓證物。 

16日 偵破治平專案
目標陳○○等

6 人暴力討債

集團案 

 本局鹽埕分局偵破治平專案
目標陳○○等 6 人暴力討債

集團案，起獲空氣手槍 1 枝、

開山刀 5 把、海洛因 3.53 公
克、安非他命 16.42 公克、本

票等贓證物。 

17日 查獲顏○○涉

嫌詐領「紓困
4.0 駕駛人薪

資補貼金」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查

獲顏○○涉嫌詐領「紓困 4.0
駕駛人薪資補貼金」案， 

顏○○涉嫌用人頭戶以旗下

員工之名義向監理機關詐領
70 餘筆款項，金額達 2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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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查扣桌上型電腦主機、

筆記型電腦、涉案手機等贓證
物。 

17日 查獲曾○○等

5 人販毒集團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林

園分局、左營分局共同查獲曾
○○等 5人販毒集團案，該集

團販毒所得約 55 萬 1,300

元，查扣摻有毒品咖啡包 963
包（毛重 3,390 公克）、K 他

命 26 包（毛重 1,327 公克）

等贓證物。 

18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31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林園

分局共同查獲由劉○○、蔡○
○、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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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計 31人，查扣賭資 1萬 200

元、抽頭金 8,000元、賭具天

九紙牌及骰子等贓證物。 

20日 查獲外籍移工

毒趴案 

 本局林園分局查獲外籍移工

毒趴案，共查獲 29 名外籍移

工(其中 4 名為逃逸移工)於
本市大寮區光明路小吃部內

開毒趴，查扣摻有混合第二

級、第三級毒品咖啡包 56 包
(毛重 302.5公克)、安非他命

2小包(毛重 2.14公克)、K他

命 12 小包(毛重 29.2 公克)
等贓證物。 

23日 偵破劉○○等

2 人走私毒品
案 

 本局左營分局、前鎮分局與調 
查局、高雄海關共同偵破劉○ 
○等 2人走私毒品案，查扣摻 
有第四級毒品咖啡包原料(2 
溴 4－甲基苯丙酮)近 50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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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贓證物。 

24日 查獲王○○持

有毒品案 

 本局楠梓分局查獲王○○持

有毒品案，查扣摻有第三級毒
品卡西酮咖啡包計 100 包

(含袋毛重 284.13 公克)等

贓證物。 

25日 查獲張○○持

有改造槍械案 

 本局小港分局查獲張○○持

有改造槍械案，查扣改造衝鋒

槍 1枝、PB915型金牛座改造

手槍 1 枝(2 枝槍枝初驗具殺

傷力)、子彈 30顆及槍枝改造

工具一批等贓證物。 

24-26
日 

2022 智慧城市
展（高雄展區）

本局參展任務

圓滿完成 

 「2022智慧城市論壇暨展覽」
首度在高雄舉辦，展覽地點為

高雄展覽館，本次高雄市政府

特別規劃高雄主題館，由各局
處展出相關智慧應用。本局於

「安全防護」專區，規劃「AI

情資協作平臺系統」、「電子巡
簽系統」及「路口科技執法系

統」等 3項參展，吸引大批專

業人士及市民朋友參觀或交
流。 

27日 查獲黃○○持

有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查獲黃○

○持有毒品案，查扣摻有第三
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 247 包

(含袋毛重 973.86 公克)以及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16 包（含
袋毛重 42.67 公克）等贓證

物。 

27日 偵破曾○○涉

嫌強盜案 

 本局岡山分局偵破曾○○涉

嫌「三信商業銀行橋頭分行」
強盜案，起出作案用自小客

車、空氣手槍、辣椒噴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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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帽、贓款 8,600 元等贓證

物。 

29日 偵破莊○○等

12 人賭博網站

機房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科

偵隊、新興分局與刑事警察局

南部打擊犯罪中心偵四隊共
同偵破莊○○等 12 人賭博網

站機房案，莊嫌等人自 110年

9月迄今牟取不法利益高達上
億元，計查扣電腦 14 組、行

動電話近百枝、監視設備 1

組、打卡機 1 台、到勤卡 11
張等贓證物。 

31日 111 年全民防

衛動員暨災害

防救 (民安 8
號)演習 

警署民管字第

1110063351 號

函轉 111 年全
民防衛動員暨

災害防救 (民

安 8號)演習綱
要計畫 

一、以全民防衛動員機制統合 

    中央與地方政府、國軍、 

    警察、消防與民間能量， 
    支援災害防救及軍事作戰 

    為目的。 

二、本市經中央指定為試行 
    驗證觀摩單位，以「動

員、災防、 戰綜」三會

報本「地方負責、中央支
援」原則，藉協同演練強

化「機制統合」、 「軍民

合同」、「政軍相容」之指
揮應變效能，建立區域 

災害防救合作模式及建

構國土安全網，綜合實作

並邀請觀摩，以擴大演習

成效。 

31日 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首度獲贈

特斯拉電動偵

防車 

 高雄市湖內區「財團法人天真
基金會」董事長陳松田先生及

「精湛光學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吳俊男先生體恤警
用裝備不足，捐贈本局特斯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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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 2輛，以實際行動表達力

挺警察的決心，由本局黃局長
明昭代表受贈，並回贈警察公

仔及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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