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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108 偵 13356 毀棄損壞 鼓山分局 顏○瑋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3563 洗錢防制法等 林園分局 熊○婷 起訴

生 108 偵 4962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楊○熏 起訴

生 108 偵 6390 誣告 鳳山分局 蔡○鴻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004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00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曾○益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00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袁○賢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偵 11612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李○得 不起訴處分

羽 108 撤緩偵 225 公共危險 簽○ 曾○智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 685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吳○廷 起訴

往 108 偵 1345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柯○飛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 1396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楊○勇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 14342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楊○銘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毒偵 1790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黃○禹 起訴

往 108 毒偵 180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黃○禹 起訴

往 108 撤緩毒偵 1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宗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10593 妨害自由 小港分局 陳○魁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10593 妨害自由 小港分局 陳○男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12482 詐欺 雄高分檢 吳○吉 起訴

皇 108 偵 14196 傷害等 鼓山分局 薛○愷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緝 622 詐欺 鹽埕分局 吳○吉 起訴

皇 108 軍偵 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陳○翔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14619 業務過失傷害 陳○靖 顏○裕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調偵 917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唐○娟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偵 14289 妨害名譽等 簽○ 戴○宗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偵 14733 詐欺 簽○ 羅○斌 起訴

國 108 偵緝 893 詐欺 新莊分局 陳○方 起訴

國 108 撤緩偵 230 公共危險 簽○ 謝○宗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8 毒偵 40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威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選偵 49 妨害投票 簽○ 陳○見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選偵 59 妨害投票 簽○ 呂○和 緩起訴處分

國 108 選偵 59 妨害投票 簽○ 葉陳○華 緩起訴處分

國 108 選偵 59 妨害投票 簽○ 葉○宜 緩起訴處分

康 107 偵 21190 恐嚇取財得利 前鎮分局 吳○婷 不起訴處分

康 107 偵 22526 竊盜等 前鎮分局 董○華 不起訴處分

康 107 偵續 84 侵占 雄高分檢 吳○暐 起訴

張 108 偵 14316 侵占 周○貴 周○新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286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鄧○翔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偵 13793 詐欺 新興分局 莊○韋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3857 毀棄損壞 鳳山分局 曾○廷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428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蘇○ 起訴

寒 108 偵 1434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蔣○智 起訴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8年08月08日

第 1 頁，共 2 頁



寒 108 偵緝 587 毀棄損壞 鹽埕分局 汪○旺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撤緩偵 231 公共危險 簽○ 蔡○秉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偵 10259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蔡○敏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偵 10261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許○明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毒偵 67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嘉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毒偵 2184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蔡○敏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毒偵 22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敏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毒偵 23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明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8 撤緩毒偵 13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廖○凡 起訴

雲 108 撤緩毒偵 1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廖○凡 起訴

黃 108 速偵 2985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洪○忠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298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鄒○平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298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莊○寬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298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楊○鈞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298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山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毒偵 155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邱○仁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1739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蔡○勳 起訴

黃 108 毒偵 182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楊○平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2205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楊○吉 起訴

黃 108 毒偵 2229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王○忠 起訴

黃 108 毒偵 2230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梁○和 起訴

黃 108 軍毒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憲兵 李○宇 緩起訴處分

萬 107 偵續一 5 廢棄物清理法 雄高分檢
環○尖兵

股份有限
不起訴處分

萬 107 偵續一 5 廢棄物清理法等 雄高分檢 杜○泰 不起訴處分

萬 107 偵續一 5 廢棄物清理法等 雄高分檢 陳○國 不起訴處分

萬 107 偵續一 5 廢棄物清理法等 雄高分檢 閻○青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撤緩 260 肇事逃逸 簽○ 游○維 撤銷緩起訴處分

萬 108 撤緩 36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歐○億 撤銷緩起訴處分

道 108 毒偵 2215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謝○緒 起訴

道 108 撤緩 3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魁 撤銷緩起訴處分

道 108 撤緩 3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魁 撤銷緩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9715 妨害自由等 鳳山分局 李○松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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