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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108 速偵 233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41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洪○明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41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展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撤緩偵 183 公共危險 簽○ 林○龍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7 毒偵 387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元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30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元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38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周○達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98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蔡○庭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1037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簡○宏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149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蔡○庭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165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卓○炎 追加起訴

列 108 毒偵 171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吳○龍 起訴

列 108 毒偵 171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許○正 追加起訴

良 108 速偵 241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梁○嘉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241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洪○楠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241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吳○湄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241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呂○川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241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葉○賜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241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利 緩起訴處分

往 106 毒偵 282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賴○偉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2710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菁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7045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黃○銘 緩起訴處分

往 108 毒偵 141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宗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毒偵 149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許○文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毒偵 1525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洪○奇 起訴

往 108 毒偵 161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胡○屏 起訴

雨 108 偵緝 179 業務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孫○瑋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速偵 2282 不能安全駕駛 小港分局 張○威 緩起訴處分

雨 108 速偵 2283 不能安全駕駛 鼓山分局 陳○印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2284 不能安全駕駛 鼓山分局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2285 不能安全駕駛 新興分局 楊○榮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2286 不能安全駕駛 新興分局 梁○綸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2287 不能安全駕駛 三民二局 駱○庚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2288 不能安全駕駛 小港分局 王○平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2289 不能安全駕駛 小港分局 李○生 緩起訴處分

皇 108 毒偵 93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李○鴻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1211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李○鴻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136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周○傳 起訴

皇 108 毒偵 1406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周○傳 起訴

皇 108 毒偵 157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洪○龍 起訴

皇 108 毒偵 1587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李○鴻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1726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詹○傑 聲請簡易判決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8年06月18日

第 1 頁，共 2 頁



皇 108 毒偵 1756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璋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8 撤緩偵 184 公共危險 簽○ 蔡○宏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撤緩毒偵 10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景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撤緩毒偵 10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景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撤緩毒偵 10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達 起訴

德 108 偵 9615 妨害名譽 前鎮分局 何○萍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偵 10564 過失傷害 簽○ 胡○鎮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偵 11095 傷害 鼓山分局 任○煥 不起訴處分

龍 108 偵 4096 銀行法等 簽○ 陳○男 起訴

龍 108 偵 11403 銀行法等 簽○ 夏○霖 起訴

龍 108 偵 11403 銀行法等 簽○ 梁○華 起訴

龍 108 偵 11403 銀行法等 簽○ 許○陽 起訴

龍 108 偵 11403 銀行法等 簽○ 郭○昌 起訴

龍 108 偵 11403 銀行法等 簽○ 彭○蒼 起訴

龍 108 偵 11403 銀行法等 簽○

慶○海洋

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起訴

龍 108 偵 11474 銀行法等 南部機動站 夏○霖 起訴

龍 108 偵 11474 銀行法等 南部機動站 梁○華 起訴

龍 108 偵 11474 銀行法等 南部機動站 許○陽 起訴

龍 108 偵 11474 銀行法等 南部機動站 郭○昌 起訴

龍 108 偵 11474 銀行法等 南部機動站 陳○男 起訴

龍 108 偵 11474 銀行法等 南部機動站 彭○蒼 起訴

露 108 毒偵 332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江○縉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67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林○昌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1121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江○縉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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