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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07 偵 16924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許○喬 不起訴處分

大 107 偵 17038 著作權法 保二一02 趙○宜 不起訴處分

大 107 偵 1707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謝○君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7 偵 17782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張簡○珂 緩起訴處分

大 107 毒偵 336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林○洲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7 毒偵 340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黃○豪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7 毒偵 345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洪○來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7 毒偵 349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君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偵 16600 傷害 小港分局 陳○良 不起訴處分

巨 107 偵 18673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洪○芬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毒偵 258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熊○婷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毒偵 2885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盧○助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毒偵 3007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林○珍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毒偵緝 17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忠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毒偵緝 181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四隊 林○敬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292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姜○甫 起訴

生 107 偵 1554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匡○宇 起訴

生 107 偵 1713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匡○宇 起訴

生 107 毒偵 2990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葉○鍇 緩起訴處分

生 107 撤緩 48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李○雲 撤銷緩起訴處分

列 107 速偵 4072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郭○杰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7 速偵 407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涵 緩起訴處分

列 107 速偵 407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盧○聰 緩起訴處分

列 107 毒偵 144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郭○錄 起訴

列 107 毒偵 152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少家院 郭○錄 起訴

列 107 毒偵 2263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少家院 郭○錄 起訴

列 107 毒偵 243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紀○瑜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7 毒偵 3029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林○詳 起訴

列 107 毒偵 3031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王○秋 緩起訴處分

列 107 毒偵 3316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林○詳 起訴

列 107 毒偵 331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劉○強 緩起訴處分

列 107 毒偵 3417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郭○錄 起訴

成 106 偵 18630 妨害自由等 三民一局 楊○潔 不起訴處分

成 107 偵 11921 家庭暴力防治 前鎮分局 林○慕 起訴

成 107 偵 17718 家庭暴力防治 前鎮分局 林○慕 起訴

成 107 偵 18022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吳○華 起訴

成 107 偵 19097 侵占 左營分局 劉○慶 不起訴處分

成 107 偵 19119 妨害名譽 苓雅分局 洪○緯 不起訴處分

成 107 偵 19147 偽造文書 高雄市專勤隊 樊○波 不起訴處分

成 107 偵 19147 臺灣大陸條例等 高雄市專勤隊 翁○聰 不起訴處分

成 107 偵 19268 竊盜 鼓山分局 陳○崴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7 偵 19296 竊盜 鳳山分局 吳○榮 起訴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7年10月25日

第 1 頁，共 3 頁



成 107 調偵 1201 過失致死 高市鳥松區所 吳○丞 起訴

成 107 調偵 1202 過失致死 高市鳥松區所 吳○丞 起訴

有 107 偵 18118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王○科 不起訴處分

河 107 毒偵 3465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梁○標 起訴

金 107 偵 4755 詐欺 鳳山分局 陳○吟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15389 偽造文書等 三民一局 魏○瑱 緩起訴處分

金 107 速偵 401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宗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速偵 401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速偵 401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謝○華 緩起訴處分

金 107 速偵 4015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黃○璋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速偵 401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胡○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速偵 401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梁○傳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調偵 1179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大寮區所 吳○儒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16840 妨害自由 三民一局 許○銘 起訴

為 107 速偵 3938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馬○玲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速偵 393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楊○丞 緩起訴處分

為 107 速偵 394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瑞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速偵 3941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潘○宏 緩起訴處分

為 107 速偵 394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許○隆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毒偵 3169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峰 緩起訴處分

為 107 毒偵 325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卓○誼 緩起訴處分

珍 107 毒偵 366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徐○凱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7 偵 18138 傷害 三民二局 王○元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撤緩 48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葉○良 撤銷緩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8196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翁○根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8305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潘○良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偵 1920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蘇○賢 起訴

淡 107 毒偵 312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許○吾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3365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莊○雄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3411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蔡○佳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3486 毒品防制條例 鹽埕分局 趙○良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353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穎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撤緩毒偵 11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姜○華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撤緩毒偵 1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周○文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偵 18905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孫○龍 起訴

雲 107 毒偵 2394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劉○德 起訴

雲 107 毒偵 333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成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毒偵 336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周○傳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毒偵 355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許○傑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6 偵 19523 妨害名譽 草屯分局 梁○甯 不起訴處分

萬 107 偵 8931 侵占 苓雅分局 黃○珊 不起訴處分

萬 107 偵 8931 侵占 苓雅分局 黃○勝 不起訴處分

道 107 偵 1952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蔡○成 起訴

道 107 毒偵 3344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袁○翔 聲請簡易判決

靜 107 偵 19529 搶奪等 鳳山分局 楊○評 起訴

騰 107 偵 1961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清 起訴

騰 107 毒偵 3282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葉○典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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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 107 毒偵 3684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林○昌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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