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大 107 偵 16837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洪○全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7 偵 1819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蔡○ 起訴

大 107 毒偵 268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張○榮 緩起訴處分

大 107 毒偵 3431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黃○祥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7 毒偵 350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劉○斌 起訴

才 107 偵 18627 過失傷害 黃○維 吳○鈴 不起訴處分

才 107 撤緩偵 333 公共危險 簽○ 林○雄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少偵 3 詐欺 高雄少家院 吳○昕 起訴

玄 107 偵 1831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芳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軍毒偵 13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憲兵 林○展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760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展 起訴

玉 107 偵 18895 詐欺 臺灣高檢 張○巘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9051 毀棄損壞 簽○ 林○和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13356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吳○雪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7 偵 1553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曾○信 起訴

生 107 偵 1625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曾○信 起訴

生 107 偵 1900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惠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1900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曾○信 起訴

生 107 毒偵 271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梁○森 起訴

光 107 偵 11323 妨害性自主罪 高市婦隊 蔡○文 起訴

光 107 偵 11884 毀棄損壞 簽○ 孫○明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545 毀棄損壞 汐止分局 黃○渝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900 家庭暴力防治 三民二局 陳○偉 起訴

光 107 偵 12940 醫師法 簽○ 周○光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3752 家庭暴力防治 三民二局 陳○偉 起訴

列 107 偵 7392 竊盜 鳳山分局 孫○明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7 偵 10202 竊盜 鳳山分局 孫○明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7 偵 1302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孫○明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18814 竊盜 鳳山分局 孫○明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7 速偵 391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潘○恒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7 偵 8997 妨害名譽 阮○昌 陳○鳳 起訴

有 107 偵 13420 詐欺 臺中地院 林○廷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13420 詐欺 臺中地院 林○?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13420 詐欺 臺中地院 張○華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13420 詐欺 臺中地院 陳○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14283 侵占
春○商務休閒有

限公司
林○承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16259 妨害名譽 梁○蓉 廖○鈺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16716 毀棄損壞 苓雅分局 鄭○雲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王○億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吳○陞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倪○棚 不起訴處分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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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高○鍇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張○原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梁○南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郭○緯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陳○復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陳○霖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黃○哲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劉○榮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盧○旻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隨○瑄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軍少連偵 1 傷害 三民二局 謝○霖 不起訴處分

羽 107 偵 12004 稅捐稽徵法 簽○ 周○辰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7 偵 1246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廖○文 起訴

羽 107 偵 14481 搶奪等 鳳山分局 戴○志 起訴

羽 107 偵 1537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廖○文 起訴

羽 107 偵 16307 搶奪等 苓雅分局 戴○志 起訴

羽 107 撤緩 46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沈○耀 撤銷緩起訴處分

羽 107 撤緩 46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沈○耀 撤銷緩起訴處分

克 107 調偵續 6 詐欺 雄高分檢 蔡○夆 追加起訴

育 107 毒偵 135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柯○泰 起訴

育 107 毒偵 2899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蘇○佳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7 偵 14671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張○豪 緩起訴處分

辰 107 毒偵 319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佑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7 毒偵 332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王○盟 起訴

辰 107 毒偵 3374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官○盟 起訴

往 107 偵 18845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張○君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7 毒偵 326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江○安 起訴

往 107 毒偵 327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豪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7 毒偵 3291 毒品防制條例 鹽埕分局 江○寧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7 戒毒偵 4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陳○萍 不起訴處分

河 107 偵 1640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欽 緩起訴處分

河 107 偵 1770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鄭○國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7 偵 1920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宏 起訴

河 107 毒偵 281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黃○豪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7 毒偵 3336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黃○龍 起訴

河 107 毒偵 348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陳○源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7 毒偵 351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薛○仁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速偵 392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盧○佑 緩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1737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袁○民 緩起訴處分

昃 107 毒偵 1876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少家院 林○一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毒偵 2919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鄭○君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毒偵 327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祥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毒偵 3292 毒品防制條例 鹽埕分局 范○維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毒偵 347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洪○翔 起訴

昃 107 撤緩 4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謙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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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7 撤緩 4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峰 撤銷緩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2143 傷害 林園分局 蔣○恩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5752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許○騰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5752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陳○婉 不起訴處分

珍 107 速偵 3882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賴○宏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速偵 388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綺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速偵 388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歐○顯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速偵 388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蘇○銘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速偵 388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江○宗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毒偵 277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游○志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7 偵 17675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陳○田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調偵 1233 著作權法 高市苓雅區所 侯○儒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偵 5353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王○興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偵 5353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吳○鋒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偵 5353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楊○安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偵 12753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陳○振 起訴

海 107 偵 14942 竊盜 鳳山分局 李○畇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偵 15349 竊盜 前鎮分局 李○畇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偵 15753 妨害自由 前鎮分局 莊○菡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偵 17146 竊盜 苓雅分局 李○畇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3956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王○婷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395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潘○丞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3959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羅○閎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396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陳○駿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3961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施○玲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396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許○強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396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李○一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96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尤○語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96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國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966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欣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967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卓○正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96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智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969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簡○玥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970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黃○進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3971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智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400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藍○志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400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喬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4005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柯○傑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4006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路○遠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速偵 400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卓○福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400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張○雄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4009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陳○英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7 偵 17586 妨害名譽 鼓山分局 林○成 不起訴處分

國 107 偵 6628 誣告等 簽○ 黎○斌 不起訴處分

國 107 偵 9302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邱○珍 不起訴處分

國 107 偵 9302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黃○盛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7 偵緝 366 偽造文書 前鎮分局 陳○華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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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07 速偵 3799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張○評 緩起訴處分

國 107 撤緩 47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卓○來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7408 傷害等 鼓山分局 宋○傑 起訴

宿 107 偵 11347 肇事逃逸 前鎮分局 黃○偉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18753 誣告 謝○恩 吳○銘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18770 肇事逃逸 簽○ 謝○真 不起訴處分

康 107 速偵 3918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黃○信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7 偵 15476 妨害秘密 林園分局 洪○彤 不起訴處分

張 107 偵 18285 妨害名譽 苓雅分局 劉○國 不起訴處分

惟 107 速偵 397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鄭○吉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7 速偵 397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劉○誠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7 速偵 3975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涂○賓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7 速偵 3976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陳○容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7 速偵 3978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楊○財 緩起訴處分

惟 107 速偵 397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馮○惟 緩起訴處分

惟 107 速偵 398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劉○琳 緩起訴處分

惟 107 速偵 3981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楊○烈 緩起訴處分

惟 107 速偵 398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楊○宇 緩起訴處分

惟 107 速偵 398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楊○偉 緩起訴處分

惟 107 速偵 398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智 緩起訴處分

惟 107 速偵 398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范○遵 緩起訴處分

寒 107 偵 18408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柳○壯 聲請簡易判決

朝 107 速偵 4010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趙○愷 緩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211 偽造文書 林○平 吳○毅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1111 著作權法 洪○謙 牛○元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1111 著作權法 洪○謙 袁○美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1111 著作權法 洪○謙 黃○婷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偵 18098 商標法 佳里分局 阮○萍 不起訴處分

發 107 速偵 400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雲○瑄 緩起訴處分

翔 107 毒偵 248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黃○賓 不起訴處分

翔 107 毒偵 3016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李○鴻 不起訴處分

翔 107 毒偵 317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地院 王○麟 不起訴處分

雲 107 速偵 392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王○鈞 緩起訴處分

黃 107 速偵 390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侯○州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0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王○如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0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戴○麟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05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邱○明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06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禎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0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雄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08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蔡○義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0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田○宏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1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顏○寬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11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藍○翔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12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黃○強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1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王○欽 緩起訴處分

黃 107 速偵 391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毅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1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蔡○仁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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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07 速偵 3917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曾○正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52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旺○蓉 緩起訴處分

黃 107 速偵 395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黃○逢 緩起訴處分

黃 107 速偵 395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林○香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速偵 395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袁○銘 緩起訴處分

黃 107 毒偵 200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梁○御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撤緩 47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翁○棟 撤銷緩起訴處分

萬 107 偵 18478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吳○智 不起訴處分

萬 107 速偵 392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許○豐 緩起訴處分

萬 107 速偵 392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石○俊 緩起訴處分

萬 107 速偵 392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義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7 速偵 3928 竊盜 高雄保大 吳○添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7 速偵 392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吳○德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7 速偵 3930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陳○源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7 速偵 3932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劉○仁 緩起訴處分

萬 107 速偵 393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峰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7 速偵 393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孫○元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7 偵 17630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何○雙 不起訴處分

虞 107 偵 19345 過失傷害 王○英 蔡○棟 不起訴處分

虞 107 偵 19347 過失傷害 李○昆 劉○胤 不起訴處分

劍 107 偵 16604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伍○禾 不起訴處分

劍 107 偵 16604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洪○治 不起訴處分

劍 107 速偵 3931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邱○弘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速偵 393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勝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速偵 394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楊○寬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速偵 394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梁○展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速偵 3945 妨害風化罪 鳳山分局 莊○承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速偵 394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許○勝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速偵 394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凱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速偵 394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瑞 緩起訴處分

劍 107 速偵 394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乾 緩起訴處分

劍 107 速偵 3950 竊盜 鼓山分局 王○霖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速偵 3951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李○敏 緩起訴處分

霜 107 偵 13178 竊佔 林園分局 施○穗 不起訴處分

霜 107 偵 14701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林○廷 不起訴處分

霜 107 偵 160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廷 不起訴處分

霜 107 偵 17645 傷害 鳳山分局 沈○慶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7 偵續一 7 詐欺 雄高分檢 陳○庭 不起訴處分

霜 107 偵續一 7 詐欺 雄高分檢 黃○福 不起訴處分

霜 107 偵續一 7 詐欺 雄高分檢 蔡○川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13602 詐欺 林○娟 林○言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13602 詐欺 林○娟 林○在 不起訴處分

騰 107 偵 18311 詐欺 臺灣高檢 王○傑 不起訴處分

露 107 偵 15309 毀棄損壞 林園分局 潘○成 不起訴處分

露 107 偵 1695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曹○國 緩起訴處分

露 107 偵 17698 毀棄損壞 林園分局 林○鐘 不起訴處分

露 107 偵 1907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吳○輝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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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107 毒偵 281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菁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7 毒偵 362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陳○典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07 偵 17489 妨害名譽 鳳山分局 朱林○芽 不起訴處分

麟 107 偵 17489 妨害名譽 鳳山分局 蔡○珂 不起訴處分

麟 107 偵 17655 傷害 鳳山分局 方○霖 不起訴處分

麟 107 偵 18269 侵占 鼓山分局 林○慶 不起訴處分

麟 107 調偵 1107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李○坤 不起訴處分

麟 107 調偵 1193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黃○盛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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