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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 6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查獲鄭○○涉
嫌栽種大麻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查
獲鄭○○涉嫌栽種大麻案，查

扣大麻活株 2 株、大麻葉 1

包、吸食器、植物帳篷、生長

燈及其他設備等贓證物。 

1日 查獲陳○○涉

嫌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八隊與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
分局共同查獲陳○○涉嫌網

購詐欺案，查扣手機、電腦及

現金新臺幣 (以下同 )2 萬
5,000元等贓證物，經清查被

害人數逾 40 人，詐騙金額逾

百萬元。 

1日 查獲劉○○三
方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科技犯罪
偵查隊破獲劉○○涉嫌利用

虛擬遊戲進行三方詐欺案，經

清查共 33 名被害人，詐騙損
失金額約 35萬元。 

2日 查獲高○○千

萬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二隊破

獲高○○詐欺集團案，以高○
○為首之詐欺集團，經內政部

警政署審認為 E 級詐欺集

團，該集團以假投資名義向被
害人詐騙高達 1,534萬 7,757

元。 

3日 破獲違反槍砲

彈藥刀械管制
條例及地下滙

兌案 

 本局鼓山分局與刑事警察局

國際刑警科、臺中市政府警察
局大雅分局共同破獲違反槍

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地下

匯兌案，起獲改造手槍 1 枝、



  ２ 

子彈 14顆、現金 60萬元等贓

證物。  

8日 偵破邵○○涉

嫌投資虛擬貨

幣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一隊與

刑事警察局共同偵破邵○○

虛擬貨幣詐欺案，犯嫌邵○○
涉嫌以投資虛擬貨幣之名義

向被害人詐騙 200萬元，並查

扣手機等贓證物。 

8日 查獲王○○等

24 人詐欺集團

及水房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破

獲王○○等 24 人假投資詐欺

集團及水房案，查扣現金 77
萬 2,000 元、存摺、金融卡、

支票、點鈔機等贓證物。 

8日 查獲李○○等
6 人洗錢轉帳

水房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查
獲李○○等 6 人洗錢轉帳水

房案，初步估算該集團洗錢金

額約 1 兆 5,180 億 3,005 萬
239元越南盾（換算約新臺幣

19億 7,343萬餘元），現場查

扣電腦、工作手機等贓證物。 

9日 查獲黃○○持

有毒品案  

 

 本局林園分局查獲黃○○持

有毒品案，查扣摻有三級毒品

卡西酮咖啡包 99 包（含袋毛
重 345.98 公克）及三級毒品

愷他命 1 包（含袋毛重 0.2

公克）等贓證物。 

13日 破獲李○○等
5 人詐欺集團

案 

 本局新興分局與刑事警察大
隊共同破獲以李○○為首之

詐欺集團案，該集團自今年 4

月起，詐騙金額高達 1,769萬
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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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偵破李○○槍

砲通緝及改造
槍械工廠、毒品

等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偵破李○

○槍砲通緝及改造槍械工
廠、毒品等案，起獲手槍 2

枝、空氣槍及模擬槍（已分解）

各 1 枝，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3包（共 20.65公克)、二級

毒品大麻 1 包（共 1.23 公

克)、現金 3 萬元、改造槍械
工具及零組件等贓證物。 

16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47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小港
分局共同查獲由蘇○○等 5

人經營之職業賭場，該賭場以

撲克牌把玩九仔生賭博財
物，在場負責人及賭客共計

47 人，查扣賭資 1 萬 1,500

元、抽頭金 3,000元、賭具撲
克牌及骰子等贓證物。 

20日 偵破林○○等

6 人製毒工廠
(安非他命)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四隊與

左營分局、岡山分局、屏東縣
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共

同破獲林○○等 6 人製毒工

廠(安非他命)案，查扣二級毒
品甲基安非他命 3.529 公

斤、不明液體及製毒工具及化

學藥品等贓證物。 

20日 查獲許○○持

有毒品案 

 本局楠梓分局查獲許○○持

有毒品案，查扣一級毒品海洛

因 15 包（計 54.1 公克）、二
級毒品安非他命 27 包（計

43.65公克）及磅秤、分裝袋

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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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破獲天九牌職

業賭場 

 本局鳳山分局查獲由黃○○

等 3人經營之職業賭場，該賭
場以天九牌為賭具賭博財

物，在場負責人及賭客共計

14 人，查扣賭資 8,000 元、
抽頭金 3,000元、賭具天九牌

及骰子等贓證物。 

23日 破獲以邱○○
為首之治平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三隊破
獲以邱○○為首之治平案，查

獲邱○○及成員林○○等 5

人，查扣手機、存摺、提款卡、
現金 23 萬 7,950 元、二級毒

品大麻 2包、磅秤、吸食器等

贓證物。 

23日 查獲犯罪嫌疑
人王○○等 5

人涉嫌組織犯

罪等案 

 本局苓雅分局破獲以王○○
為首暴力組織，起獲犯案用狼

牙棒等證物，該集團涉嫌於今

年年初以傷害、恐嚇取財等暴
力手段脅迫本市左營區某家

公司數名員工，嚴重危害治

安。 

27日 偵破王○○等

8 人詐欺及槍

砲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五隊偵

破王○○等 8 人詐欺及槍砲

案，該集團涉嫌詐欺獲利逾 4
億元，查扣非制式手槍 3 枝

（含彈匣 3個）、子彈 45顆、

各式名貴手錶及手機等贓證

物。 

28日 偵破廖○○等

2 人涉嫌強盜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六隊與

前鎮分局共同破獲廖○○等 2

人涉嫌強盜虛擬貨幣案，查扣
作案衣物、代步車輛及開山刀

1把、大麻花 6.2克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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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本局局長 111

年 6月 30日榮
陞內政部警政

署署長，由副局

長賈樂吉代理。 

警人字第 1113 

4036900 號(報
署核定函) 

本局局長黃明昭自 111年 6月

30 日調陞警政署署長職務，
所遺職務未過補前，自同日起

由副局長賈樂吉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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