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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112年 1月警察大事記 

日 期 大 事 摘 要 公（發）布、文號 說 明 

2日 查獲林○○等 8
人治平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林○○
等 8人治平案，查扣作案工具

摺疊刀 2把、膠質棍棒、甩棍、

鐵鎚及摻有毒品咖啡包 68包

(351.88公克)等贓證物。 

3日 偵破林○○販

賣毒品案 

 本局三民第二分局偵破林○○

販賣毒品案，查扣摻有毒品咖

啡 17包（毛重 90.14克）等贓

證物。 

4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 件 17 人 

 本局督察室及岡山分局共同查

獲由陳○○等 2 人經營之職業

賭場，該賭場以天九紙牌「紙

盅」為賭具賭博財物，在場負

責人及賭客共計 17人，查扣賭

資新臺幣(以下同)2 萬 700 元 

、抽頭金 6,300元、賭具天九

紙牌及骰子等贓證物。 

4日 偵破張○○等 

10 人詐欺集團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及刑事警察

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嘉義市

政府警察局共同偵破張○○等
10人詐欺集團案，經查被害金

額高達 1,519 萬元，查扣手機

8 枝、存摺 14 本、現金 3 萬
7,000元等贓證物。 

4日 偵破蔡○○等 4

人詐欺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破蔡○○

等 4 人宗教詐欺案；經清查受

害者計有 30 人；遭詐騙金額
640 萬元，查扣手機 3 枝、電

腦 1臺、蠟燭 10箱等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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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 查獲莊○○持

有子彈及毒品
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查獲莊○○

持有子彈及毒品案，查扣改造
子彈 2 顆、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1 包(毛重 1.1 公克）、第二級

毒品安非他命 2 包(毛重 1.6
公克及 4.8公克)、摻有毒品咖

啡包8包(毛重21.1公克)及吸

食器等贓證物。 

9日 偵破江○○等 6

人組織犯罪條

例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破江○○

等 6人組織犯罪條例案，該集

團多次以暴力等方式脅迫被害
人償還未曾欠下之債務，惡性

重大，除拘提主嫌江○○等 6

人到案外，另查扣點鈔機 1臺 
、手機 1枝等贓證物。 

11日 查獲職業大賭

場計 1 件 23 人 

 本局督察室及小港分局共同查

獲由張○○等 2 人經營之職業

賭場，該賭場以天九紙牌「紙

盅」為賭具賭博財物，在場負

責人及賭客共計 23人，查扣賭

資 10 萬 4,000 元、抽頭金 1

萬 7,000 元、賭具天九紙牌及

骰子等贓證物。 

11日 查獲林○○等 

3人販毒集團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林○○

等 3 人販毒集團案，查扣第一

級毒品海洛因(10.51 公克)、
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25.58

公克)、吸食器 13 組、分裝袋

2 包、磅秤 2 臺、手機 4 枝、
現金 1萬 5,000元等贓證物。 

11日 查獲陳○○等 2

人販賣毒品案 

 本局新興分局查獲陳○○等 2

人販賣毒品案，查扣第二級毒
品安非他命 8 包(毛重 150.47

公克)、電子磅秤、分裝夾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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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吸食玻璃球、手機 2 枝及

現金 23萬 3,000元等贓證物。 

14日 查獲陳○○持

有槍彈、毒品案 
 本局林園分局查獲陳○○持有

槍械、毒品案，查扣改造手槍

1枝、子彈 10顆、信號彈 1顆、

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 包(毛
重 0.58 公克)、第三級毒品卡

西酮 1 包（毛重 77.5 公克）、

卡西酮液 48小瓶、一粒眠 2.7
公克等贓證物。 

15日 查獲陳○○製

造、分裝毒品案 

 本局鼓山分局查獲陳○○持有

毒品案，查扣摻有毒品咖啡包
200 包、摻有毒品咖啡包半成

品(毛重 77,326公克)、未包裝

成品(呈現第三級毒品甲基卡
西酮反應；毛重 31,677 公克)

等贓證物。 

16日 卸、新任副局 

長、主任秘書 
及督察長到職

交接 

 本局副局長葉超鴻、張錦成、

主任秘書陳宗能及督察長林富
助於 112 年 1 月 16 日到職交

接。 

16日 查獲許○○等 5

人涉嫌妨害自
由、詐欺、毒品 

、洗錢防制法及

組織犯罪條例
案 

 本局苓雅分局查獲詐騙集團並

順利解救被害人詹○○等 2

人，除拘提主嫌許○○等5人到

案外，並查扣第三級毒品愷他

命(2.3公克)、摻有毒品咖啡包

9包(毛重36.7公克)等贓證物。 

16日 查獲劉○○侵

占遺失物及持

有毒品案 

 本局鼓山分局查獲劉○○駕駛

懸掛失竊車牌之車輛並持有毒

品案，查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
2 包(初步呈現第三級毒品愷

他命反應；毛重 97.6 公克)等

贓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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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 偵破張○○販

賣毒品案 

 本局鳳山分局查獲張○○販賣

毒品案，查扣第二級毒品安非
他命(毛重 32.11 公克)、摻有

毒品咖啡包(毛重 11.19公克) 

、彩虹菸、手機及現金 2 萬
7,000元等贓證物。 

17日 偵破歐○○等 2

人賭博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偵破歐○○

等 2人賭博案，經清查賭注金
額高達 7,000萬元，查扣電腦

8臺、手機 2枝、下注單、賠

率表、週報表及日報表等贓證
物。 

18日 破獲陳○○強

盜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及小港分局

共同破獲超商強盜案，逮獲犯

嫌陳○○，查扣贓款 6萬 6,000
元、作案用工具螺絲起子、機

車等贓證物。 

19 日 查獲蘇○○走
私毒品假麻黃

鹼案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破獲蘇○○
走私毒品案，查扣第四級毒品

假麻黃鹼藥錠 2,000顆(毛重

約 1,813公克)、行動電話 1
枝等贓證物。 

19日 偵破何○○等 8

人網路賭博及

違反洗錢防制
法案 

 本局鳳山分局偵破何○○等 8

人網路賭博及違反洗錢防制法

案，初步清查於該網站下注賭
資高達 1 億元左右，查扣電腦

主機 12 臺、手機 10 枝及 USB

硬碟 1臺等贓證物。 

19日 卸、新任分局長 

、大隊長聯合交

接典禮 

 本局假三樓大禮堂辦理卸、新

任分局長、大隊長聯合交接典

禮，本次計有岡山分局等 15
個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隊、保安

警察大隊主官職務異動，由市

長陳其邁親自主持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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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 查獲林○○持

刀強盜案 

 本局小港分局查獲林○○持刀

強盜案，於本市小港區住處逮

捕林嫌，查扣作案用行動電話

4枝、第一級毒品海洛因(0.95

公克)、第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5.95公克)、手錶 2只、黑

色側背包及現金 4,000元等贓

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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