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件

偵辦『洲董』國際毒品犯罪集團查獲案件一覽表

編號 查獲日期 查獲地點

涉嫌人

查獲贓證物

香港籍毒梟『阿雪』指示手下『小
疑似毒品海洛因粉
個兒』等人將毒品夾帶入境後交
末 2870 公克
予涉嫌人許政森，並指示將該批
2. 快樂丸 23.8 公克
毒品從台北縣新莊市運輸至高雄
3. 制式散彈槍壹把
縣鳳山市交予身分不詳對象，案
經專案小組獲報一路跟監查獲。
涉嫌人吳仲洲向大陸毒梟『劉董』
購買毒品後，指示手下『吳金龍』
前往接洽，並由葉慶宗（另案遭
一級毒品海洛因 538 公 查緝）
、黃秀安涉嫌以夾帶方式將
克
毒品運輸入境，其中葉慶宗順利
闖關，黃秀安則由專案小組在機
場入境大廳查獲，於腰際起獲一
級毒品 538 公克。
涉嫌人吳仲洲向大陸毒梟『劉董』
購買毒品後，由手下吳金龍、
『阿
正』
（未到案）找來曾經運毒成功
一級毒品海洛因 588 公
闖關入境之葉慶宗、王榮華前往
克
運輸毒品，經專案小組鎖定兩人
身分後通報香港警方，香港警方
趁兩人回程過境香港之際將兩人
1.

01

95 年
05 月
09 日

高雄縣鳳山市瑞竹路 62 號

許政森（F124938552）

02

95 年
05 月
18 日

桃園國際機場入境大廳

黃秀安（F103613069）

03

95 年
06 月
11 日

香港國際機場出境處

葉慶宗（N120602959）
王榮華（N123657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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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實

緝獲。

04

95 年
06 月
17 日

05

95 年
08 月
17 日

06

95 年
10 月
13 日

涉嫌人吳仲洲向香港毒梟『阿雪』
購買毒品後，指示手下『阿正』
（未
到案）提供收取藏毒貨件地點
後，由『阿雪』將毒品偽裝成濾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3970
台中市文心路與大雅路口
黃秉洋（E123315232）
水器後將毒品以寄送方式寄達指
公克
定地點，由『阿正』指示涉嫌人
前往接貨，經專案小組埋伏監控
緝獲，起出以濾水器偽裝，內裝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之貨件。
涉嫌人馬來西亞籍毒梟『DAVID』
（潘熙堅 PHAN KHEE KEEN）指
示手下以吞食方式將毒品運輸入
境後，連絡涉嫌人吳仲洲交易，
黃志倫（A14635874）
經吳嫌指派手下邱財貴先前往台
桃園縣桃園市寶山街 296 號
（新
一級毒品海洛因 437 公
邱建順（A16038369）
北市某處飯店取得樣品後，雙方
格商務旅館）
克
李延偉（A16038359）
相約擇日交易；查緝當日專案小
組截獲此訊息，迅即派員按址前
往查緝，順利在該飯店 505、506
兩房查獲正在該處排放藏毒毒包
之涉嫌人。
1. KHONG PUE YEE
涉嫌人吳仲洲透過目前在泰國監
（A16173274）
獄之手下楊棋文、獄友『阿武』
一級毒品海洛因 1001 公
桃園國際機場入境大廳
2. SASIKALA
向緬甸毒梟『大爹』購買一級毒
克
SHERINA
DEVI
品海洛因十塊後，交由綽號『阿
PALAN（A16223641）
三』之手下暫為保管，另連絡馬
2

3.

07

95 年
10 月
13 日

馬來西亞機場入境大廳

THE
KAR
WEI
（A16222244）
CHIN CHUN MING
（A16222204）

來西亞籍運毒集團首腦『DAVID』
（潘熙堅 PHAN KHEE KEEN）代
4.
為運輸入境，雙方議定以吞食方
式運毒，代價為每塊新台幣 18 萬
至 20 萬，經『DAVID』指派手下
『KASANNA EMANUEL』等人先
前往取得毒品後，交由涉嫌人
KHONG PUE YEE（A16173274）
等四人以每 100 公克 800 美金代
價運輸入境，專案小組獲悉該四
人身份後，透過泰國連絡官與緬
甸警方取得聯繫，得悉該四人行
蹤，於機場入境大廳將四人攔下
後，徵得同意帶往醫院照射 X
光，四人坦承確實受人所託以吞
食方式運輸毒品，除 CHIN CHUN
MING（A16222204）因身體不適
於泰國曼谷機場二樓候機室廁所
腹瀉而將毒品排出之外，於三人
確將毒品運輸入境，經專案小組
委請醫院以導引方式將三人體內
毒品排出。
馬來西亞毒梟『DAVID』
（潘熙堅
PHAN KHEE KEEN）涉嫌替涉嫌
KASANNA EMANUEL（尚 一級毒品海洛因 210 公 人吳仲洲前往緬甸運輸毒品，經
比亞籍）
克
專案小組提供將替吳仲洲等運毒
對 象 KHONG PUE YEE
（A16173274）等四人身分後，由
3

08

95 年
11 月
16 日

日本機場入境大廳

09

95 年
11 月
21 日

桃園縣大園鄉航勤北路華航維
彭成潤（K120553253）
修場大門口前

李明月（Y220488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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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駐泰聯絡官協請緬甸警方查
證，而偵知四人住宿飯店並獲悉
尚比亞籍 KASANNA EMANUEL
與專案小組提供對象 SASIKALA
SHERINA
DEVI
PALAN
（A16223641）同住一房，並確與
該四人同時離開緬甸前往馬來西
亞，研判協助運輸毒品之可能性
高，迅即通報馬來西亞警方，順
利於機場攔獲該名對象，並起出
該對象以吞食方式運輸之毒品。
涉嫌人李明月意圖為提供吳仲洲
毒品之香港毒梟『阿雪』運輸毒
品前往日本，經專案小組偵知後
透過國際科向日本警方通報，並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600 協助監控李女行蹤，獲悉李女出
公克
境前往香港消息後，立即通報日
本及香港警方，於李女從香港向
『阿雪』取得毒品運往日本，在
日本機場截獲該批以行李託運方
式運輸之毒品。
涉嫌人吳仲洲透過目前在泰國監
獄手下楊棋文向毒梟『大爹』取
得毒品後，交由在泰國之手下綽
一級毒品海洛因 3848 公
號『老和尚』吳東龍暫為保管，
克
再委請香港毒梟『阿雪』指派手
下前往泰國將毒品以綑綁方式從
曼谷機場闖關出境後，在機場候

10

95 年
12 月
06 日

新竹縣竹北市莊敬南路與勝利 林煥榮（K120152934）
六街口
賴志一（T122437473）

5

機室廁所轉交予負責將毒品運上
飛機之其他共犯，再由共犯搭乘
中華航空公司於 95 年 11 月 20 日
由泰國曼谷飛往台灣之 CI-642 航
班，將毒品藏放於預先計畫之機
艙廁所內廁紙盒中，趁飛機途經
香港之際下機，任由毒品隨飛機
在桃園國際機場降落後，趁該飛
機停靠機蓬檢修等待翌日飛往他
地之際，由涉嫌人彭成潤利用擔
任華航維修工作職務之便，趁機
進入機艙內將毒品取出後，利用
安檢疏漏將毒品直接由華航維修
廠大門帶出後交予吳仲洲等人，
經專案小組獲悉該情報，趁涉嫌
人彭成潤運輸該批毒品步出華航
維修廠後上車之際，將彭嫌緝捕
並於車上起出毒品。
涉嫌人吳仲洲等向香港毒梟『阿
雪』取得製毒原料麻黃素，藏放
於所租賃位於新竹縣竹北市莊敬
南路一帶之倉庫，由涉嫌人林煥
二級毒品安非他命 1085 榮負責找尋製毒師傅，並分散交
公克
由北部及南部等處製毒工廠製
造，專案小組偵知北部製毒工廠
於十月間遭調查局查獲後，林煥
榮即將重點移往南部，並將毒品
原料分批交由屏東共犯之製毒工

11

95 年
12 月
08 日

廠製造，並已順利製成安毒 3.5
公斤；專案小組行動當日獲悉屏
東製毒對象將送來安毒，研判為
製毒成果，經派員跟監涉嫌人林
煥榮，並趁林嫌與屏東製毒對象
所指派手下『賴志一』碰面即將
交易之際，將二人逮捕，並起獲
賴嫌所運輸之毒品。
專案小組日前獲悉涉嫌人馬來西
亞毒梟『DAVID』潘熙堅與吳仲
洲將有一筆美金 30 萬之交易，且
潘嫌將來台與吳仲洲面議，經事
先掌控潘嫌行蹤後，另獲悉潘嫌
指示與共犯聯絡時提及一宗由荷
蘭商天遞公司運輸貨件之編號為
潘 熙 堅 （ A14102887 ）
桃園國際機場、台北松山機
Gb764084064WW，經持函前往快
【PHAN KHEE KEEN】 一級毒品海洛因 4386 公
場、台北市新生北路二段姿美
遞公司協請協助，偵知該貨件由
符啟聰（A13289488）
【FOO 克
馬來西亞寄出，經儀器掃描偵知
飯店
KAI CHONG】
為內藏毒品之茶盤，該貨件所留
收件地址為台北市中山北路某處
酒店，根據貨件所留聯絡電話找
到 收 件 人 符 啟 聰 （ FOO KAI
CHONG），符嫌坦承確受人所託
來台收取該貨件，經會同拆解貨
件後從中取出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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