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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 7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偵辦賴○○等
5 人第三方支

付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與刑事警
察局偵查第八大隊共同破獲

賴○○等 5 人第三方支付詐

欺案，逮捕犯嫌賴○○等 5人

到案，刑事裁定凍結資金新臺

幣(以下同)953萬元，查扣帳

冊、金恆通公司印鑑及金恆通
公司登記資料等贓證物。 

2日 查獲連○○持

有槍械案 

 本局楠梓分局與刑事警察大

隊共同查獲連○○持有槍械
案，連嫌因涉自小客車糾紛追

逐並開槍肇事，經循線追查連

嫌等 15 人涉案，並查扣制式
步槍 2枝、制式克拉克手槍 1

枝、子彈 20顆等贓證物。 

6日 偵破假「宏達資

本」詐欺集團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小港分局

與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八大隊、 
嘉義縣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共同偵破犯嫌李○○等 6 人

以假投資手法詐騙案，逮捕犯
嫌李○○等 6 人，並查扣手

機、印鑑、儲簿、提款卡、現

金 40萬元等贓證物。 

11日 偵破潘○○等

4 人涉嫌街頭

暴力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與新興分

局、左營分局共同偵破潘○○

等 4人涉嫌街頭暴力案，查扣
作案時攜帶之斧頭、折疊刀、

菜刀各 1把，二級毒品安非他

命 1包(約 3 公克)、吸食器、
電子磅秤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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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 卸、新任局長交

接典禮 

台內人字第

1110321599號
令 

本局局長林炎田於 111年 7月

11日到職，並於當日 14時 30
分由市長主持交接典禮。 

12日 偵破涂○○涉

嫌持有槍械、毒

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與旗山分

局、左營分局共同破獲涂○○

持有毒品、槍械案，查扣改造
手槍 1 枝、彈夾 1 個、子彈

24顆、二級毒品大麻(39.2公

克)、安非他命(293.9公克)、
一級毒品海洛因 (123.6 公

克)、摻有毒品咖啡包 165 包

（616公克）及吸食器等贓證
物。 

12日 偵破林○○搶

奪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與前鎮分

局共同偵破林○○搶奪案，本
局於案發後 48 小時內立即偵

破，於本市苓雅區將林嫌逮捕

到案。 

12日 偵辦犯嫌謝○
○種植及販賣

二級毒品大麻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謝○
○種植及販賣二級毒品大麻

案；查扣大麻植株 55 株及大

麻種子共 16 顆、大麻乾燥花
1 包(0.4 公克)、大麻磨碎

器、電子式數位定時器、強力

探照燈、培養土、真空密封機

等贓證物。 

12日 查獲賴○○破
壞電箱竊取電

纜線案 

 本局鳳山分局查獲賴○○竊
取電纜線(價值約 30 萬元)

案，並查扣作案工具一批及二

級毒品安非他命(2.46 公克)
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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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破獲巴○○等

3 人詐騙車手
案 

 本局林園分局破獲巴○○等 3

人詐騙車手案，巴嫌等人提領
被害人帳戶內金額 47 萬

8,000元，經聲請拘票拘提到

案。 

13日 偵辦孫○○等

2人重利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孫○

○等 2人重利案；經清查被害

人多達 21 人，分別借貸 3 至
12 萬元不等；孫嫌等人向被

害人收取近百分高額利息，獲

利高達 75萬元。 

13日 偵破吳○○等
3 人製毒工廠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左營分局
與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

局、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共同破獲吳○○等 3
人製毒工廠案，查扣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 9.5公斤及氯化鈀、 

硫酸、活性碳、陶瓷漏斗、燒
杯、脫水機等贓證物。 

13日 偵破王○○等

4 人網路販毒
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偵破王○

○等 4人網路販毒案，起獲三
級毒品合成大麻素計 29 罐

（總毛重 178.17克）、透納葉

粉末 2 罐（總毛重 822.99
克）、藍睡蓮粉末 1 罐（總毛

重 31.44 克）、飛行草本 5 罐

（總毛重 21.25 克）、吸食

器、分裝匙等贓證物。 

13日 偵辦犯嫌吳○

○等 2 人販毒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吳○

○等 2人販毒案，查扣一級毒

品海洛因 7包（18.4公克）、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7 包

（45.7 公克）及現金 47 萬

4,900元等證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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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查獲高○○等

5 人涉嫌販毒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高○

○等 5人販毒案，查扣三級毒
品愷他命 7包(261.87公克) 

、卡西酮 5 包(4,960.5 公

克)、摻有毒品咖啡包 5 包、
攪拌器、包裝袋、電子磅秤、

手機、現金 15萬等贓證物。 

14日 查獲黃○○集

團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黃○

○集團詐欺案，黃嫌透過假冒
檢警身分向被害人詐騙 260

萬元，查扣手機 3枝、摻有毒

品咖啡包 2 包(10.3 公克)、
假檢警公文 1份、筆記型電腦

1台等贓證物。 

14日 查獲馮○○等
2 人栽種大麻

案 

 本局楠梓分局查獲馮○○等 2
人栽種及製造二級毒品大麻

案，現場查扣大麻植株 9 株、

成品 2 株、大麻種子 82 顆、
研磨器及種植設備一批等贓

證物。 

15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26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林園

分局共同查獲由陳○○等 3

人經營之職業賭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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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人，

查扣賭資 8,500 元、抽頭金

6,000元、賭具天九紙牌及骰

子等贓證物。 

17日 偵破林○○販

毒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偵破林○

○販毒案，起獲摻有毒品咖啡
包 34 包(含袋總毛重 138.55

克)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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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 偵破蔡○○暴

力犯罪組織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以蔡

○○為首之暴力犯罪組織，逮
捕蔡嫌等 7人到案，並查扣手

機 6枝、工廠轉讓合約書等贓

證物。 

18日 查獲陳○○等
3 人運輸毒品

案 

 本局鹽埕分局查獲陳○○等 3
人郵包運輸毒品案，查扣三級

毒品愷他命 (毛重 107 克)等

贓證物。 

18日 查獲高○○等

7人恐嚇取財、 
重利罪等案 

 本局仁武分局查獲高○○等 7

人恐嚇取財、重利罪案，起獲
電擊器、辣椒水、摺疊刀、本

票、借據、腳鐐、棍棒、千元

假鈔等贓證物。 

19日 高雄市政府舉

辦「AI 辦案、
5G 巡邏、科技

守護大高雄」記

者會任務圓滿
完成 

 1.因本局「3D治安巡檢預警系

統」於本（111）年獲 IDC
國際大獎肯定，為展示本局

智慧安防應用成果，高雄市

政府假本局苓雅分局辦理
「AI 辦案、5G 巡邏、科技

守護大高雄」記者會。 

2.記者會由林副市長欽榮主
持，本局局長林炎田攜苓

雅、新興、鳳山分局長共同

出席，發表本局近年「AI
情資協作平臺」、「3D治安巡

檢預警系統」、「5G智慧巡邏

車」等 3項智慧安防之應用。 

19日 偵破莊○○等
5 人詐欺、洗

錢、組織條例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與刑事警
察局偵查第四大隊共同破獲

莊○○等 5人詐欺、洗錢、組

織條例案，查扣銀行存摺 15
本、公司大小章 5 組、現金

212萬 6,100元、人民幣 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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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幣 129萬元、點鈔機、

手機、電腦主機等贓證物。 

19日 查獲王○○持

有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查獲王○

○持有毒品案，查扣三級毒品
愷他命 40 包(含袋毛重 64.4

公克)及摻有三級毒品卡西酮

咖啡包 272 包（含袋總毛重
933.15公克）等贓證物。 

19日 破獲謝○○等

5 人持有毒品

及槍械案 

 本局苓雅分局與刑事警察大

隊共同破獲謝○○等 5 人持

有毒品及槍械案，起獲改造手
槍 1枝、子彈 5顆、二級毒品

安非他命(4.58 克)及吸食器

等贓證物。 

19日 偵破黃○○販

毒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偵破黃○

○販毒案，起獲一級毒品海洛
因 3 包（毛重 12.76 公克）、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3包（毛重

36.83 公克)、吸食器、電子
磅秤、現金 2萬 7,600元等贓

證物。 

20日 偵破黃○○販

毒案 

 本局岡山分局偵破黃○○販

毒案，查扣一級毒品海洛因 5

包(毛重 15.18公克)、二級毒
品安非他命 7 包(毛重 21.42

公克)、電子磅秤、空氣左輪

手槍 1枝、鋼珠 1瓶、瑞士釘
1 盒、彈殼 6 顆、現金 5 萬

9,000元等贓證物。 

24日 查獲蘇○○持

有槍械案 

 本局仁武分局查獲蘇○○持

有槍械案，起獲火藥式散彈槍

1枝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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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件 22人 

 本局督察室靖紀一組與前鎮

分局共同查獲由蔡○○等 2
人經營之職業賭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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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人，
查扣賭資 7萬 1,000 元、抽頭

金 9,000元、賭具天九骨牌及

骰子等贓證物。 

26日 查獲常○○等

2人販毒案 

 本局鼓山分局與鳳山分局共

同查獲常○○等 2人販毒案， 

查扣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9 包
（毛重 123g）、三級毒品愷他

命 172包（毛重 162g）、摻有

毒品咖啡包 2,244 包（毛重
8748g）等贓證物。 

26日 查獲張○○運

輸毒品案 

 本局鹽埕分局查獲張○○郵

包運輸毒品案，查扣二級毒品

大麻(28.7公克、吸食器 1組)
等贓證物。 

27日 111 年軍民聯

合防空 (萬安
45號)演習 

高市警民管字

第 1134431400
號 

111 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45號）演習於下午 1時 30分
至 2 時實施，本次演習執行

警報傳遞與發放、疏散避難、

交通管制及協助戰災救援等
實作演練。本市史哲副市長、

統裁部各代表及警政署評核

官則於本局楠梓分局進行演

習工作簡報及防情室、對空監

視哨、道路淨空視訊傳遞， 

過程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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