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玉 107 偵 1475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羅○仁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偵 15183 毀棄損壞 鳳山分局 林○翔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566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盧○錡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5951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徐○蘭 緩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16081 毀棄損壞 高雄地院 林○翔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9675 詐欺 臺灣高檢 郭○瑀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930 詐欺等 蔣○榮 吳○柱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931 詐欺等 蔣○榮 吳○柱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6289 詐欺 許○進 蔡○文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6290 詐欺 王○淳 張○洲 不起訴處分

宇 107 偵 12398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蘇○玲 不起訴處分

宇 107 偵 12762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林○本 不起訴處分

宇 107 速偵 345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靜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速偵 346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潘○助 緩起訴處分

宇 107 速偵 3461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洪○婷 緩起訴處分

宇 107 速偵 3462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沈○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速偵 346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周○田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速偵 346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曹○仁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速偵 3465 妨害公務 林園分局 邱○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速偵 3466 竊盜 前鎮分局 蔡○三 緩起訴處分

羽 107 偵 4868 瀆職 自○檢舉 陳○南 緩起訴處分

羽 107 偵 15803 家庭暴力防治 高市刑大 蔡○昌 緩起訴處分

羽 107 偵 16343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王○莉 不起訴處分

羽 107 偵 17063 竊盜 仁武分局 徐○緯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7 毒偵 301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翁○毅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7 毒偵 2027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葛○維 起訴

育 107 毒偵 2624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曾○蓮 起訴

育 107 毒偵 286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黃○龍 起訴

育 107 毒偵 2871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瑀 起訴

往 107 偵 14051 詐欺 花蓮分局 凃○秀 不起訴處分

往 107 偵 14174 詐欺 士林分局 鄭○靜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7 偵 14603 詐欺 頭份分局 鄭○騰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7 偵 14603 詐欺 頭份分局 凃○秀 不起訴處分

往 107 偵 14755 詐欺 前鎮分局 許○維 不起訴處分

往 107 調偵 873 詐欺 高市前金區所 薛○銘 不起訴處分

往 107 少連偵 172 詐欺 臺灣高檢 韓○伃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1664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真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偵 16836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柳○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速偵 333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盧○翔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毒偵 3099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黃○和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撤緩 41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明 撤銷緩起訴處分

珍 107 偵 134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陳○仁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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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107 毒偵 13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陳○仁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毒偵 458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朱○龍 起訴

珍 107 毒偵 1150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黃○毅 起訴

珍 107 毒偵 270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仁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調偵 1990 著作權法 高市前金區所 林○峻 起訴

盈 107 偵 5197 妨害電腦使用 三民一局 韓○元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偵緝 968 毒品防制條例 中六分局 張○豪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52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謝○揚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毒偵 1971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林○守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7 偵 9851 強制猥褻 林園分局 陳○德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16253 妨害自由 簽○ 黃○忠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16426 侵占 許○美 許○鳳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16426 侵占 許○美 許○輝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16427 詐欺 董○新 黃○聰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16428 妨害自由 林○翰 辛○琳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16430 妨害自由 錢○方 馮○幸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緝 1101 侵占 鼓山分局 葉○禎 起訴

淡 107 偵 1697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楊○木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248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林○斐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304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歐○孜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3101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徐○熙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3160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潘○賢 起訴

寒 107 偵 1485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洪○榮 緩起訴處分

寒 107 偵 16389 詐欺 呂○麗 莊○鴻 不起訴處分

寒 107 毒偵 271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維 緩起訴處分

寒 107 毒偵 304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施○涵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07 偵 12541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黃○淇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5145 著作權法 保二一02 鄭○虹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5147 著作權法 保二一02 王○妮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5974 傷害 簽○ 陳○康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5984 妨害秘密 簽○ 王○程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撤緩偵 281 公共危險 簽○ 陳○桐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7 速偵 353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盧○呈 緩起訴處分

結 107 速偵 3537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謝○翰 緩起訴處分

結 107 速偵 3538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瑪○安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7 速偵 353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唐○光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7 速偵 3540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周○錡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7 速偵 354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邱○賓 緩起訴處分

結 107 速偵 3542 賭博 林園分局 陳○螢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7 速偵 354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7 速偵 354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陳○義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7 速偵 3545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高○欽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毒偵 253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李○智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7 速偵 3494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楊○翰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3342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張○忠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334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逸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7 速偵 334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富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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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 107 速偵 334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蔡○銘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3346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李○發 緩起訴處分

騰 107 毒偵 299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楊○如 起訴

騰 107 毒偵 314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輝 起訴

露 107 偵 9119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宋○然 起訴

露 107 偵 1518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宇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7 偵 1566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彭○傑 起訴

露 107 偵 1578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樺 不起訴處分

露 107 偵 1635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張○吉和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7 偵 17177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胡○哲 起訴

露 107 毒偵 2116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蘇○鈞 起訴

露 107 毒偵 2181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吳○禎 起訴

露 107 毒偵 2552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楊○華 起訴

露 107 毒偵 262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宋○然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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