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冬 108 偵 1805 過失傷害 小港分局 郭○南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7026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范○誠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106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李○霖 起訴

玄 108 毒偵 109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魏○雄 起訴

玉 107 偵緝 1383 詐欺 蔡○吉 張○源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2316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曾○彬 起訴

生 108 偵 203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洪○文 起訴

生 108 偵 209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洪○文 起訴

生 108 偵 237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曾○彬 起訴

生 108 偵 629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洪○文 起訴

生 108 毒偵 168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曾○彬 起訴

生 108 毒偵 657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曾○彬 起訴

成 108 偵 7060 偽造文書 江○宣 江○屏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7061 誣告 藍○文 張○濤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158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德 緩起訴處分

有 107 調偵 1424 侵占 高市新興區所 林○佑 起訴

有 107 調偵 1425 侵占 高市新興區所 林○佑 起訴

有 107 調偵 1425 竊盜等 高市新興區所 呂○陽 不起訴處分

有 108 速偵 168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堂 緩起訴處分

有 108 速偵 169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邱○彰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8 速偵 169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呂○標 緩起訴處分

有 108 速偵 169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林○泉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8 速偵 169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譚○帆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8 速偵 169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蔡○凱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8 速偵 1695 妨害公務等 三民二局 余○濃 緩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5434 妨害性自主罪 前鎮分局 許○耀 起訴

克 108 撤緩 17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祥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7 偵 16397 毀棄損壞 苓雅分局 林○焜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偵 1821 詐欺 臺灣高檢 方○伶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704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謝○庭 緩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6700 詐欺 楊○樹 何○益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7940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周○樺 起訴

往 108 偵 804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成 起訴

昃 107 偵 20070 詐欺 苓雅分局 戴○怡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21907 毀棄損壞 鄭○峰 許○恭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2309 毀棄損壞 小港分局 周○君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172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帆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172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李○元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1724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蘇○泰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172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綸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172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助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398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莊○泰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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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8 偵 3990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郭○彬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速偵 152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陳○威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速偵 152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張○利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52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福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74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均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1149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張○銘 起訴

為 108 毒偵 117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賢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118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蕭○玲 起訴

為 108 撤緩 17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風 撤銷緩起訴處分

珍 108 偵緝 302 毒品防制條例 斗六分局 許○澤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速偵 1619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梁○綸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2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黃○智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7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蘇○明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7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庭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7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高○宗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7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康○豪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7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姚○文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柯○勲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1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吳○文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藍○安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3 竊盜 鼓山分局 李○聖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4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宋○樺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霖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古○賢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7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68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高○祥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毒偵緝 35 毒品防制條例 斗六分局 許○澤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戒毒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吳○清 不起訴處分

荒 107 偵 21649 竊盜 鳳山分局 張○榮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6386 侵占 鳳山分局 陳○穎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緝 154 竊盜等 南一分局 劉○銘 起訴

惟 108 偵 7089 竊盜 簽○ 鄭○甄 不起訴處分

梧 108 蒞追 1 侵占 高雄地院 高○源 追加起訴

淡 108 偵 5202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施○媗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6043 公共危險 高雄保大 林○田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701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潘張○桂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703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正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759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緯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765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邱○章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80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雄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8100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王○達 起訴

淡 108 毒偵 85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全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1114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黃○絨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1223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蔡○宗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1245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劉○浩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偵緝 316 詐欺 高港總隊 翁○麟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169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洪○婷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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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108 速偵 169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進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170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智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1701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蔡○森 緩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6781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黃○樺 不起訴處分

雲 108 少連偵 80 妨害自由 三民二局 梁○孺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565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T○AN

VAN

DUONG

起訴

黃 108 偵 578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N○UYEN

THI THUY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578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T○AN

VAN

DUONG

起訴

萬 107 偵 21389 傷害等 苓雅分局 邱○雄 不起訴處分

萬 107 偵 21389 傷害等 苓雅分局 溫○枋 起訴

萬 108 偵 5821 妨害名譽 葉○良 魏○儀 起訴

萬 108 偵 7074 侵占等
成○農產運銷有

限公司
王○文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7094 詐欺等 劉○閎 王○乃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調偵 493 妨害名譽 高市苓雅區所 吳○達 不起訴處分

聖 107 偵緝 1526 偽造文書等 大安分局 楊○勝 起訴

聖 107 偵緝 1527 偽造文書等 大安分局 楊○勝 起訴

聖 108 偵 3078 偽造文書 楊○仁 楊○民 起訴

虞 108 偵 2053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陳○卉 起訴

道 108 偵 3729 詐欺 鼓山分局 陳○如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4367 詐欺 高雄地院 莊○翰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4367 詐欺 高雄地院 許○宇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4368 詐欺 高雄地院 莊○翰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4368 詐欺 高雄地院 許○宇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4559 詐欺 鹽埕分局 吳○珍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6183 業務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呂○進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8 偵 3320 背信等 劉○ 王○凰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3320 背信等 劉○ 俞○勇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3320 背信等 劉○ 陳○山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3322 妨害家庭 金○榕 王○翰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3322 妨害家庭 金○榕 林○欣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6275 妨害名譽
絕○生活股份有

限公司
高○閎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速偵 1654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庭 緩起訴處分

鳳 108 速偵 1655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林○得 緩起訴處分

鳳 108 速偵 1656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陳○珊 緩起訴處分

鳳 108 速偵 1657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李○坤 緩起訴處分

鳳 108 速偵 1658 竊盜 前鎮分局 孫○誠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8 速偵 1659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劉○中 緩起訴處分

鳳 108 速偵 166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曾○埕 緩起訴處分

鳳 108 速偵 166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胡○興 緩起訴處分

鳳 108 速偵 166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蔡○鴻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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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107 偵 16476 傷害 鳳山分局 黃○卿 起訴

潛 107 偵 16476 傷害等 鳳山分局 蔡○志 起訴

潛 107 偵 1966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江○儀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偵 353 傷害等 鳳山分局 蔡○志 起訴．不起訴處分

潛 108 選偵 41 選舉罷免法 簽○ 洪○春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選偵 41 選舉罷免法 簽○ 洪○良 不起訴處分

靜 108 偵 12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佑 不起訴處分

靜 108 偵 1104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林○寶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7 偵 16354 妨害性自主罪 高市婦隊 鄧○生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204 妨害性自主罪等 新興分局 林○謙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204 恐嚇取財得利 新興分局 李○晟 起訴

霜 108 偵 204 恐嚇取財得利 新興分局 劉○兆 起訴

霜 108 偵 620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李○藏 起訴

霜 108 偵 707 詐欺 鳳山分局 廖○珠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4347 公司法 高雄調查處 蔡○宏 起訴

霜 108 偵 4664 妨害公務 鳳山分局 莊○麟 起訴

霜 108 偵 5703 傷害 鳳山分局 蘇○河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 7673 誣告等 洪○娗 洪○瀅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續 19 妨害自由等 雄高分檢 洪○鳳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偵續 19 性騷擾防治法 雄高分檢 鍾○忠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476 過失傷害 高市小港區所 張○文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490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盧○君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501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胡○鈞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501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胡○ 不起訴處分

霜 108 調偵 501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楊○晴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毒偵 266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馬○生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毒偵 3022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馬○生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202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莊○雋 起訴

闕 108 毒偵 545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葉○民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73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黃○宏 起訴

闕 108 毒偵 79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藍○裕 起訴

闕 108 毒偵 885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洪○凱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毒偵 1016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石○誠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110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雋 起訴

露 107 偵 1920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王○諺 起訴

露 108 偵 806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李○盈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4956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楊○任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802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全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毒偵 2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全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毒偵 56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諺 起訴

露 108 毒偵 91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謝○宇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1167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吳○翰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毒偵 12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任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撤緩 19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諺 撤銷緩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6070 傷害 小港分局 張○峻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6070 傷害 小港分局 陳○聖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速偵 157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胡○文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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