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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 5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查獲陳○○等
10 人詐欺集團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與
刑事警察局、苓雅分局共同查

獲陳○○等 10 人詐欺集團

案，該集團以「假投資」手法

進行詐騙，詐騙金額高達新臺

幣(以下同)3,000餘萬元。 

3日 查獲張簡○○
等 10人涉嫌咖

啡包分裝工廠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破
獲張簡○○等 10 人涉嫌咖啡

包分裝工廠案，查扣三級毒品

毒品愷他命 4 包(毛重 96.76
公克)、K盤 5個、電子磅秤 6

台、毒品咖啡包包裝袋 2 袋、

封口機 1 台、手機 19 枝等贓
證物。 

5日 查獲南海堂堂

主孫○○等 7

人涉嫌治平、詐
欺洗錢及妨害

自由等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查

獲南海堂堂主孫○○等 7 人

治平案，查扣手機 38 枝、現
金 5萬 5,000元、犯案工具一

批等贓證物。 

5日 查獲賈○○恐
嚇取財案 

 本局小港分局、刑事警察大隊
共同查獲賈○○涉嫌恐嚇取

財案，查扣作案用服裝、安全

帽、玩具槍及現金 1萬 8,500
元等贓證物。 

5日 查獲謝○○等

3 人持有毒品

及槍械案 

 本局鳳山分局查獲謝○○等 3

人持有毒品及槍械案，起獲三

級毒品Ｋ他命(0.95 公克)、
摻有三級毒品咖啡包(62.23

公克)、三級毒品一粒眠 34顆

及改造手槍 1枝、子彈 8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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贓證物。 

5日 偵破林○○涉

嫌傷害、殺人未
遂案 

 本局岡山分局偵破林○○涉

嫌傷害、殺人未遂案，林嫌因
愛慕同為樹德科技大學學生

遭拒，遂向被害人以美工刀割

傷脖子行兇，本案經各大媒體
報導，為社會矚目案件，案經

專案小組迅速偵破並起獲作

案美工刀等贓證物。 

6日 本局 111 年加

強重要節日安
全維護工作執

行成效 

警 署 保 字 第

11100999361
號函 

警政署執行 111年「加強重要

節日安全維護工作」民眾安心
部分，本局經評核為「特優」

單位(治安平穩與交通順暢：

為優等單位)。 

7日 破獲彰化縣現

任議員張○○

涉嫌於 Line 群
組散布假訊息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六隊破

獲彰化縣現任議員張○○涉

嫌於 Line 群組散布假訊息
案，本案函請本府衛生局(違

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9 條)及管

轄機關彰化縣警察局(違反社
會秩序維護法第 63 條)依法

卓處。 

7日 偵破何○○故

意殺人案 

 本局苓雅分局與刑事警察大

隊、刑事警察局共同偵破何○
○故意殺人案，案經多家媒體

報導，社會矚目，專案小組不

負眾望於案發後 24 小時內立

即偵破，順利於本市鼓山車站

緝獲何嫌。  

10日 破獲李○○散
布假訊息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
偵查隊破獲李○○散布假訊

息案，李嫌於 PTT批踢踢實業

坊以帳號 hamel 張貼有關快
篩徵用之假訊息，經通知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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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承犯行不諱。 

10日 破獲「電信詐騙

集團及詐騙機
房」案 

 本局新興分局與臺東縣警察

局刑事警察大隊共同破獲「電
信詐騙集團及詐騙機房」案，

該電信詐騙集團於臺東、屏

東、高雄等地區流竄，自今年

4月起，已詐騙 200 餘萬元，

順利查緝並拘捕王姓主嫌等

14人。 

11日 查獲王○○行
動毒品分裝工

廠 

 本局鹽埕分局查獲王○○行
動毒品分裝工廠案，查扣摻有

三級毒品咖啡包 145 包(總重

430.14 公克)、配料 414.62
公克、研磨器、攪拌器、電子

磅秤、真空包裝機、封口機、

包裝袋、手機等贓證物。 

12日 查獲黃○○持

有毒品案 

 本局鼓山分局查獲黃○○持

有毒品案，於黃嫌駕駛車輛內

起獲二級毒品安非他命(毛重
33公克)，隨後亦於其工作工

地處起獲一級毒品海洛因 3

包(毛重共計 3.68 公克)及二
級毒品安非他命 6 包(毛重共

計 20.69 公克)、磅秤及吸食

工具一批等贓證物。 

12日 破獲王○○及
陳○○製造、栽

種及販賣大麻

案 

 本局楠梓分局破獲大麻栽種
案，於嘉義縣水上鄉查獲王○

○及陳○○等 2 人在倉庫製

造、栽種及販賣二級毒品大
麻，查扣大麻植株 31 株、大

麻成品 3 包（462.5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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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花成品 2包（毛重 12.41

公克）、大麻花 1包（毛重 3.83
公克）、種植設備一批等贓證

物。 

13日 破獲吳○○詐
騙車手案 

 本局鼓山分局破獲吳○○詐
騙車手案，吳嫌詐騙 2名被害

者金額達 162萬元，經誘出吳

嫌埋伏緝獲，並查扣涉案手機
2枝等贓證物。 

14日 查獲外籍移工

毒趴案 

 本局林園分局查獲黎○○等

10 名越南籍移工(販毒者 1

名、持有施用毒品者 9 名)毒
趴案，現場查扣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 15包（56.25 公克）、三

級毒品卡西酮 4包（15.16公
克）、三級毒品愷它命 6 包

（4.95公克）等贓證物。 

18日 查獲洪○○涉
嫌槍砲及毒品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破
獲洪○○涉嫌槍砲、毒品案，

查扣手槍 1枝、彈匣 2個、子

彈 5顆、信號彈 2顆、手槍槍
身 3枝、長槍槍身 1枝、長槍

槍管 1枝、槍枝零組件一批、

一級毒品海洛因 13包（23公
克）、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4包

（20 公克）、吸食器、現金

3,000元等贓證物。 

20日 查獲洪○○等
7人重利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破
獲以洪○○為首之重利集

團，查扣現金 359 萬 4,900

元、本票、三級毒品愷他命(毛
重 101.1公克)等贓證物。 

25日 偵破郭○○、 

吳○○販毒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破

獲郭○○、吳○○販毒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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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販賣、持

有毒品案 

場查扣手機 4枝、一級毒品海

洛因 8 小包（毛重 29.1 公
克）、針筒等贓證物。 

26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31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前鎮

分局共同查獲由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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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負責人及賭客共計 31 人，
查扣賭資 7萬 9,400 元、抽頭

金 5,000元、賭具天九骨牌及

骰子等贓證物。 

31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9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三民
第二分局共同查獲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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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負責人及賭客共計 9

人，查扣賭資 1萬 500元、抽

頭金 4,800元、賭具天九骨牌
及骰子等贓證物。 

31日 內政部警政署

辦理 110 年防
制危險駕車工

作計畫，本局獲

評核為績優單
位 

警 署 交 字 第

1110108070 號
函 

本局辦理 110 年防制危險駕

車工作計畫，經內政部警政署
評核為總成績 90 分以上之績

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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