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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1年 11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1日 111 年度中央
對直轄市政府

一般性補助款

評核，考核成績

為全國第 3名 

內政部警政署
111 年 11 月 1

日警署資字第

1110169226 號

函 

本年度汰換 M-Police 行動載
具，經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

政署)依「111 年度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汰換行動

載具一般性補助款控管及考

核計畫」，評核為全國第 3名。 

1日 查獲洪○○網
路賭博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洪
○○經營賭博網站，查扣電腦

主機 1臺，下注總金額達新臺

幣(以下同)1,866萬元。 

1日 查獲呂○○等

14 人涉嫌賭博 
、洗錢防制法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呂○ 

○等 14 人涉嫌賭博、洗錢防
制法案，查扣電腦主機 9 組、

手機 34 枝、監視器及網路設

備一批、現金 1萬 142元等贓
證物；初步統計不法洗錢總額

為越南盾 2,584 億 4,292 萬 

2,020 元（換算新臺幣 3 億 
4,479萬 9,563元）。 

2日 查獲蘇○○網

路賭博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蘇

○○經營賭博網站，查扣電腦

主機 1 臺，下注總金額達

1,325萬元。 

2日 查獲李○○等

5 人詐欺車手

案 

 本局苓雅分局查獲李○○等 5

人詐欺車手案，李嫌等 5人共

提領被害人鄭○○等 42 人帳
戶 4,221萬 8,875元，經聲請

拘票拘提到案，並持續向上溯

源偵辦。 



  ２ 

2日 偵破呂○○等

2 人持有槍械
案 

 本局岡山分局偵破呂○○等 2

人持有槍械案，查扣制式手槍
1 枝、子彈 17 顆、瓦斯槍 1

枝等贓證物。 

3日 鼓山分局重建
工程落成啟用 

 本局爭取中央「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經費補助，並編列預算

共 4億 8,346萬 8,000元重建

鼓山分局，歷時 2 年 10 個月
完工，於本(111)年 11月 3日

由林副市長欽榮主持剪綵典

禮，正式落成啟用。 

6日 查獲湯○○等
8人賭博、詐欺 

、洗錢防制法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湯
○○等 8人賭博、詐欺、洗錢

防制法案，查扣電腦主機 8

組、手機 132枝等贓證物。初
步統計不法洗錢總額為越南

盾 2,868億元（換算新臺幣 3

億 7,296萬元）。 

6 至 13

日 

執行 111年第 5

次全國同步掃

黑專案行動 

 本局執行 111年第 5次全國同

步掃黑專案行動，共計檢肅目

標 2 件 12 人(含首要)、查獲
各式槍械 10枝，成果斐然。 

9日 破獲大寮槍撃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林園分局

與刑事警察局南部打撃犯罪

中心、臺東縣警察局共同破獲
大寮槍撃案，並逮捕主嫌林

○○等 7 人，查扣長槍 4 枝、

手槍 4 枝、87 顆子彈等贓證
物。 

9日 破獲陳○○等

10 人賭博、詐
欺、洗錢防制法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陳

○○等 10 人賭博、詐欺、洗
錢防制法案，查扣電腦主機

10組、手機 108枝等贓證物；

初步統計不法洗錢總額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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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盾 3兆 5,235億元（換算

新臺幣 44億 8,845 萬元）。 

9日 查獲陳○○等
10 人詐領國家

旅遊補助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陳○
○等 10 人詐領國家旅遊補助

案，陳嫌等 10 人詐領補助金

達 200萬元，查扣電腦主機 3
臺、手機 2枝、店內住宿資料

及帳冊一批等贓證物。 

9日 偵破黃○○販

毒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黃○

○販毒案，查扣第一級毒品海

洛因 6包（毛重 17.01公克）、

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4 包(毛
重 7.45 公克)及現金 1 萬

1,300元等贓證物。 

10日 執行「111年地

方公職人員選
舉及憲法修正

案之複決案治

安維護工作」聯
合指揮所作業 

高市警保字第

11135336300
號函 

本局執行「111年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
案治安維護工作」聯合指揮所

作業(自 111 年 11 月 10 日起

至 111 年 11 月 27 日止)，假
本局 7 樓第二會議室開設作

業，期間指揮所開設除賡續各

項整備工作外，諸如各項執行
計畫之策訂、機動保安警力及

保安裝備整備、情資蒐報、各

項集會、遊行及宣傳等選舉造
勢活動及重要人士、特種警衛

安維勤務、勤(業)務督導、競

選活動及後續經費核銷作業
等事項，順利圓滿達成任務。 

12日

及 16
日至

23日 

第 4屆市長、市

議員選舉公辦
電視政見發表

會 

 本市第 4屆市長、市議員選舉

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假蓮潭
國際會館及慶聯有線電視公司

以現場直播或錄影方式辦理，

本局左營分局配合本市選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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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辦理會場及周邊道路秩序

維護，確保活動順利平安及交
通順暢。 

13日 本局組織編制
修正案經考試

院同意備查 

111年 10月 25
日考授銓法五

字第 11155003 

43號 

本局配合警政署推動「直轄市
政府警察局增置警政監」案，

辦理本局組織編制修正，依

「淨增編制員額」原則，將警
政監編制員額由 7人增置為 9

人，局本部編制員額由 586人

增置為 588人，本局編制員額
由 8,471人增置為 8,473人。

案經考試院同意備查，溯自

111年 10月 13日生效。 

13日 查獲羅○○持

有毒品案 

 本局鼓山分局查獲羅○○持

有毒品案，查扣摻有毒品咖啡

包 124 包(毛重 1,017.24 公
克)、手機 2 枝及現金 2 萬

5,000元等贓證物 

13日

至 24

日 

第 4 屆市長、

市議員選舉選

票及公投票印

製場所安全維

護 

 本市第 4 屆市長、市議員選

舉票及公投票印製場所假鳴

昇印刷廠（屏東縣轄內）印

製，由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成

立機動派出所，並由少年警

察隊及婦幼警察隊規劃蒐

證、女警警力共同執行安全

維護工作，全時段駐守負責

進出管制及人員檢查。 

14日 查獲林○○持
有槍彈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林○ 
○持有槍彈案，查扣手槍 1

枝、彈匣 3 個、子彈 50 顆、

彈頭及彈殼、彈殼底座半成品
175顆及製造工具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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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 偵破梁○○持

有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偵破梁○

○持有毒品案，查扣摻有第三
級毒品卡西酮咖啡包 1,000

包（毛重 3,842.5 公克）等贓

證物。 

14日 查獲查獲鄭○

○等 2 人販毒

案 

 本局仁武分局查獲鄭○○等 2

人販毒案，查扣第二級毒品安

非他命 1包(含袋毛重 0.32公
克)、摻有毒品咖啡包 127 包

(毛重 517.47 公克)等贓證

物。 

16日 查獲宋○○等
2 人詐欺、賭

博、洗錢防制法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宋○ 
○等 2人詐欺、賭博、洗錢防

制法案，查扣現金 1,316 萬

9,000元、手機 10枝、平板 1
臺、跑車 2輛及名貴手錶 3只

(跑車及手錶合計價值約

2,456萬元)等贓證物。 

16日 查獲金○○持

有毒品案 

 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查獲金○

○持有毒品案，查扣第三級毒

品愷他命（毛重 70.4 公克）、
摻有第三級毒品卡西酮咖啡

包 198包（毛重 651.6公克）

等贓證物。 

16日 偵破余○○等

2 人販賣毒品

及持有槍械案 

 本局鳳山分局偵破余○○等 2

人販賣毒品及持有槍械案，查

扣改造手槍 1枝、子彈 5 顆、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3 包(毛重

2.88 公克) 、第二級毒品大
麻 1包(毛重 0.7公克)、安非

他命 5 包(毛重 16.87 公克)

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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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3D 街頭暴力

預警及 AI情資
整合偵蒐平臺」

獲選「2022 雲

端物聯網創新
獎」優良應用獎 

 本局提報「3D 街頭暴力預警

及 AI 情資整合偵蒐平臺」參
加台灣物聯產業會舉辦「2022

雲端物聯網創新獎」，最後入

圍決賽並榮獲優良應用獎。 

21日 查獲許○○等

6 人經營選舉
賭盤案 

 本局鹽埕分局查獲許○○等 6

人經營選舉賭盤案，查扣電腦
9臺、現金 428萬元、點鈔機

等贓證物。 

23日 執行「111年管

制刀械」業務督
導考核 

警署保字第 11 

10178470號函 

本局執行「111年管制刀械」

工作，經警政署評核為甲組績
優單位。 

26日 執行「111年

地方公職人員
選舉及憲法修

正案投(開)票

所安全維護勤
務」 

高市警保字第 

11137776100
號函 

本局執行「111年地方公職人

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投(開)
票所安全維護勤務」，投開票

日於本市各投開票所 (計

2,025 處)擔任治安維護工
作，計配置警力 6,911人、協

勤民力 3,271人，過程平和無

事故。 

28日 查獲夏○○持

刀傷人案 

 本局小港分局查獲夏○○持

刀傷人案，於本市鼓山區逮捕

夏嫌，並查扣改造手槍 1 枝、
子彈 26 顆、犯案用水果刀 1

把等贓證物。 

29日 查獲楊○○販

賣毒品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楊○ 

○販賣毒品案，查扣摻有第三
級毒品卡西酮果汁粉 1袋、摻

有毒品咖啡包 75 包(毛重

308.8 公克)、第二級毒品安
非他命 1包(毛重 0.4公克)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9 包(毛

重 57.25 公克)、現金 6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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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0元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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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111年 11月 3日警察大事記照片 

時間：111年 11月 3日 

地點：高雄市鼓山區鼓山一路 105號 

事由：本局鼓山分局重建工程辦理落成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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