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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冬 108 速偵 268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劉○維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毒偵 417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曾○杰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6188 妨害名譽 鼓山分局 林○在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6856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葉○昌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偵 5989 妨害性自主罪 三民一局 林○良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6503 公司法等 高雄調查處 吳○銘 起訴

光 108 偵 6503 公司法等 高雄調查處 吳簡○英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7744 妨害家庭 林園分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495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蔡○欣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2361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林○尉 追加起訴

列 108 撤緩偵 207 公共危險 簽○ 劉○為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毒偵 66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鍾○妤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1651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斌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2062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蔡○欣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206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林○尉 追加起訴

宇 108 偵 11536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鄭○安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269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來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69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勝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697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鐘○均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2698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莊○德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69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劉○隆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70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勝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70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憲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70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張○義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70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王○任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70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蘋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270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翊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2706 妨害公務 鳳山分局 顏○樺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2707 竊盜 苓雅分局 張○國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270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彰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偵 7293 妨害自由等 仁武分局 沈○棋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7293 妨害自由等 仁武分局 陳○耀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7293 妨害自由等 仁武分局 賴○旭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12273 背信 謝○伶 吳○萱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12273 背信 謝○伶 郭○和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12273 背信 謝○伶 楊○梅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調偵 820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8 偵 11643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陳○源 不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2745 竊盜 高雄保大 陳○瑞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08 偵 7376 侵占 苓雅分局 謝○榛 緩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9636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洪○富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974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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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108 偵 10686 傷害 高雄地院 張○栢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0849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洪○豪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1251 妨害自由等 苓雅分局 翁○峰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1511 妨害名譽 鼓山分局 陳○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1526 竊盜 鳳山分局 陳許○美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1583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莊○豪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1618 傷害 苓雅分局 宋殷○全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1641 肇事逃逸 鳳山分局 郭○惠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1950 妨害自由 鳳山分局 黄○為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撤緩 343 妨害風化罪 簽○ 王○妙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8650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李○智 起訴

辰 108 偵 980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吳○忠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偵 21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升 起訴

辰 108 毒偵 132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翁○祥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71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徐○謙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1380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陳○碧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1546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曾○昌 起訴

辰 108 毒偵 156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黃○修 起訴

辰 108 毒偵 1612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林○祐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12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升 起訴

河 108 撤緩偵 2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郭○均 起訴

雨 108 偵 8834 妨害名譽 林○穎 黃○㨗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0721 妨害名譽 鼓山分局 蔡○賢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速偵 269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余○賢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6521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陳○惠 起訴

為 108 毒偵 831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鄞○明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4571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王○順 起訴

珍 108 偵 694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李○璋 起訴

珍 108 毒偵 88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魏○德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毒偵 114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李○鴻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毒偵 1196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林○展 起訴

珍 108 毒偵 1468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蔡○佳 起訴

珍 108 毒偵 1997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林○展 起訴

珍 108 毒偵 2101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蔡○佳 起訴

英 108 偵 12708 妨害性自主罪 簽○ 張○豪 不起訴處分

英 108 偵 12916 竊佔等 簽○ 蔡○星 不起訴處分

英 108 調偵 817 妨害性自主罪 高市鳳山區所 程○勝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速偵 2727 侵占 高雄保大 黃○誌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8 調偵 824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劉○君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調偵 827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尤○懿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11776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蔡○誠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11782 毀棄損壞 小港分局 潘○賢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13367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李○琦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272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邱○文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273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瑞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273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澤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266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紀○枝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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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 108 速偵 266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鋒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266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徐○蓮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266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方○慶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266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L○U YIK

TIAN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2669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陳○財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267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許○佑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2671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曾○平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267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曾○良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267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蔡○縉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267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志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267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王○威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2676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周○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撤緩 32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葉○東 撤銷緩起訴處分

寒 107 選偵 39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等
小港分局 吳○祥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9440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劉○耀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553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蔡○蓁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556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吳○淇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632 過失傷害 高市小港區所 許○麟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選偵 17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等
簽○ 洪○春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選偵 22
公職人員選舉罷

免法等
具名○舉 洪○春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偵 5801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275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全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275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樺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8 毒偵緝 78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林○萱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78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利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毒偵 568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嚴○榮 起訴

黃 108 毒偵 832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秀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毒偵 833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謝○聰 起訴

黃 108 毒偵 1390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梁○三 起訴

黃 108 毒偵 1391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郭○榮 起訴

黃 108 毒偵 1480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孫○常 起訴

黃 108 毒偵 1481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林○能 起訴

黃 108 毒偵 151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羅○明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毒偵 1574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夏○欽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毒偵 1575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顏○進 起訴

黃 108 毒偵 1672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尤柴○忠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毒偵 176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源 起訴

黃 108 毒偵 177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郭○芳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毒偵 210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高○賢 起訴

黃 108 撤緩毒偵 12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丁○睿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275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吳○卿 緩起訴處分

聖 108 速偵 275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洪○翔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調偵 829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張○凊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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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108 速偵 2683 竊盜 高雄保大 張○忠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268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劉○霖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268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湄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2687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王○祐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268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王○翔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2689 竊盜 高雄保大 黃○中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269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郭○信 緩起訴處分

德 107 調偵 1415 詐欺 高市鳳山區所 黃○洋 起訴

霜 108 偵 13185 過失傷害 洪○偉 黃○哲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3185 過失傷害 洪○偉 潘○裕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3187 妨害家庭 陳○美 李○芬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13187 妨害家庭 陳○美 薛○福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061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胡○豪 緩起訴處分

騰 108 偵緝 690 肇事逃逸 金縣刑大 王○昇 起訴

騰 108 撤緩 345 肇事逃逸等 簽○ 朱○鳴 撤銷緩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155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柯○清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2475 毀棄損壞 前鎮分局 李○儒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168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黃○昌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190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周○聖 起訴

麟 108 偵 6218 詐欺 苓雅分局 吳○傑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6942 傷害 簽○ 許○勇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08 偵 9098 傷害 簽○ 李○心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9098 傷害 簽○ 劉○庭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10316 竊盜 林園分局 吳○涵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08 偵 10483 竊盜 高港總隊 郭○春 緩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10628 公共危險等 三民二局 蔡○延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麟 108 偵 10754 竊盜 前鎮分局 周○樂 起訴

麟 108 偵 12930 過失傷害 簽○ 王○凱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12930 過失傷害 簽○ 黃○爵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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