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出 107 毒偵 281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文 起訴

出 108 速偵 46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昇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46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洪○雄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46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洪○祥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47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洪○文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471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詹○宜 緩起訴處分

出 108 速偵 472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姍 緩起訴處分

出 108 速偵 473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陳○瑞 緩起訴處分

出 108 速偵 47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劉○昇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47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黃○福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毒偵緝 4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郭○豪 不起訴處分

出 108 撤緩毒偵 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全 起訴

玄 107 偵 13020 詐欺 旗山分局 鄭○琴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毒偵 2181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李○倫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毒偵 2387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邱○招 起訴

玄 107 毒偵 286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蔡○銘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軍偵 99 詐欺 岡山分局 林○武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軍偵 117 竊盜等 左營分局 鄭○偉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0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潘○育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0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蘇○文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3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淞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42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古○海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467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朱○銘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78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翟○強 起訴

玄 108 偵 916 詐欺 陳蔡○環 陳○秀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448 詐欺 方○科 謝○蓁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84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施○龍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187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唐○發 起訴

玄 108 毒偵 4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文 起訴

玄 108 毒偵 10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楊○城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10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吳○昌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184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余○錞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撤緩毒偵 2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樑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調偵 145 業務侵占 高市鳥松區所 余○芬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軍偵 2 竊盜 高雄憲兵 朱○豪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撤緩 22 公共危險 簽○ 林○麗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8718 業務侵占等 簽○ 李洪○鸞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0681 妨害電腦使用 楠梓分局 黃○虹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41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德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973 妨害性自主罪 高市婦隊

A○EL

KWEK

BOON HIN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調偵 54 妨害家庭 高市楠梓區所 王○嫺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調偵 54 妨害家庭 高市楠梓區所 蘇○華 不起訴處分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 108年2月23日

第 1 頁，共 3 頁



生 108 調偵 55 妨害自由等 高市楠梓區所 王○嫺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調偵 55 妨害自由等 高市楠梓區所 蔡○璋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速偵 51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張○彬 緩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3436 妨害名譽 簽○ 宋○諭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6888 恐嚇 楠梓分局 毛○盛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6888 妨害名譽 楠梓分局 王○村 起訴

列 107 偵 8554 水土保持法 簽○ 吳○和 起訴

列 107 調偵 729 傷害等 高市仁武區所 許○成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1405 詐欺 臺灣高檢 洪○忠 不起訴處分

宙 107 毒偵 2017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鍾○樺 緩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1723 竊盜 岡山分局 王○軒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1724 竊盜 岡山分局 周○玲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1725 竊盜 岡山分局 林洪○欄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1726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柯○忠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1730 侵占 岡山分局 張○斌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毒偵 45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鍾○樺 緩起訴處分

宙 108 毒偵 193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詹○閎 起訴

宙 108 毒偵 279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林○珅 起訴

宙 108 調偵 149 詐欺 高市鳥松區所 黃○祥 不起訴處分

河 107 選偵 43 選舉罷免法 簽○ 曾○彬 起訴

河 107 選偵 43 選舉罷免法 簽○ 高○勇 起訴

河 107 選偵 43 選舉罷免法 簽○ 賴○德 起訴

河 107 選偵 49 妨害投票 旗山分局 江○雄 緩起訴處分

河 107 選偵 49 選舉罷免法 旗山分局 高○田 起訴

河 107 選偵 49 選舉罷免法 旗山分局 賴○德 起訴

河 107 選偵 50 選舉罷免法 旗山分局 曾○彬 起訴

河 108 偵 4 妨害名譽等 簽○ 王○偉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4 妨害名譽等 簽○ 郭○賢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373 妨害名譽等 簽○ 陳○瑩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373 妨害名譽等 簽○ 許○喬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881 妨害名譽 簽○ 李○清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945 妨害名譽 陳○圩 王○蓮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3403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朱○義 起訴

洪 107 偵 9455 槍砲彈刀條例 湖內分局 李○耀 起訴

致 107 偵 9038 詐欺 楠梓分局 蔡○儒 起訴

致 108 撤緩偵 47 公共危險 簽○ 邱○茂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偵 6674 傷害 湖內分局 謝○豪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528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徐○春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529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黃○松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530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李○璋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53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吳○晴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53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山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533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吳○田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534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魏○湯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53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53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趙○男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53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施○進 緩起訴處分

歲 107 選偵 53 選舉罷免法等 旗山分局 柯○芳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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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108 偵 660 妨害自由 陳○傑 曾○富 不起訴處分

稱 107 偵 11864 竊盜 旗山分局 陳○忠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465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溫○瑋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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