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玄 107 偵 7203 詐欺 新興分局 安○申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3059 詐欺 臺灣高檢 枋○君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20366 詐欺 簽○ 潘○娟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21545 毀棄損壞 三民二局 洪○河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緝 1175 詐欺 苓雅分局 陳○琴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2090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蔡○松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3614 侵占 王○閎 潘○洲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112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葉○緣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119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鄧○振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撤緩 16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瑛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7 偵緝 1456 詐欺 恆春分局 林○憲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67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尤○雄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4558 商標法 保二總隊 陳○煌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626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蕭○賢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毒偵 135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廷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7 偵續 128 侵占 簽○ 黃○興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1920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翁○郎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19203 毒品防制條例等 林園分局 林○億 起訴

列 107 偵 19203 毒品防制條例等 林園分局 黃○達 起訴

列 108 偵 175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翁○郎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753 毒品防制條例等 林園分局 林○億 起訴

列 108 偵 1753 毒品防制條例等 林園分局 黃○達 起訴

列 108 偵 269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吳○龍 起訴

列 108 偵 269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蔡○萍 起訴

列 108 偵 6129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吳○龍 起訴

列 108 偵 8519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蔡○萍 起訴

列 108 速偵 187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沈○田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434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陳○萍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434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羅○鴻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631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曾○月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6309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吳○慶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6440 過失傷害 簽○ 趙○杰 不起訴處分

往 107 毒偵 354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蔡○田 不起訴處分

往 107 毒偵 3589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蔡○田 不起訴處分

往 107 毒偵 385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蔡○田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6328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榮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6476 竊盜 新興分局 鍾○興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8247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李○宇 起訴

往 108 偵 8497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生○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8497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陳○嘉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速偵 1808 妨害公務 鼓山分局 洪○棣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偵 702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廷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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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108 毒偵 47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泰 起訴

河 108 毒偵 1034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余○發 起訴

金 108 偵 4965 詐欺等 韓○華 韓○芸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撤緩 22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簡○安 撤銷緩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8784 詐欺 簽○ 林○玄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毒偵緝 4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陳○義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速偵 174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謝○昌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75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曾○中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751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H○ANG

DAC AN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75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傅○聲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75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王○渝 緩起訴處分

珍 107 毒偵 3902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劉○智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速偵 182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黎○翠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828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楊○銘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速偵 183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楊○富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3853 詐欺 新興分局 賴○彰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6345 詐欺等 謝○文 陳○香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調偵續 7 著作權法 智財分署 胡○兆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2778 商標法 智慧法院 邱○益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5726 傷害等 三民二局 陳○竹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6627 誣告 巫○秀琴等人 余○霖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8119 詐欺 黃○淑 李○暘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8119 詐欺 黃○淑 陳○嵐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8119 詐欺 黃○淑 楊○昇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緝 437 詐欺 鳳山分局 施○榮 不起訴處分

英 108 偵 579 傷害 尤○清 陳○安 起訴

英 108 偵 1511 妨害名譽 新興分局 程陳○女 起訴

英 108 偵 1971 妨害性自主罪 高市婦隊 郭○宏 起訴．不起訴處分

英 108 偵 5588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薛○吉 起訴

英 108 偵 8799 竊盜 鼓山分局 謝○福 起訴

英 108 調偵 487 傷害等 高市苓雅區所 陳○邦 不起訴處分

英 108 調偵 511 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尤○清 起訴

英 108 調偵 533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施○宏 起訴

英 108 撤緩 224 賭博 簽○ 陳○南 撤銷緩起訴處分

海 107 偵 15972 詐欺 陳○峯 林○兒 起訴

海 107 偵 15972 詐欺 陳○峯 張○國 起訴

海 107 偵 15973 詐欺 簽○ 李○和 起訴

海 107 偵 15973 詐欺 簽○ 林○兒 起訴

海 107 偵 15973 詐欺 簽○ 張○國 起訴

海 107 偵 22631 過失致死 三民二局 羅○智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552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李○庭 起訴

海 108 偵 552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強 起訴

海 108 偵 552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姚○獻 起訴

海 108 偵 552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莊○星 起訴

海 108 偵 552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彭○寧 起訴

海 108 偵 611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劉○彬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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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108 偵 612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蔡○倫 起訴

海 108 偵 613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蘇○翔 起訴

海 108 偵 613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楊○彬 起訴

海 108 偵 644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劉○彬 起訴

海 108 偵 79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李○庭 起訴

海 108 偵 79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強 起訴

海 108 偵 79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姚○獻 起訴

海 108 偵 79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莊○星 起訴

海 108 偵 79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彭○寧 起訴

海 108 偵 79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蔡○倫 起訴

海 108 偵 79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蘇○翔 起訴

海 108 偵 8144 傷害等 簽○ 丘○娟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8145 傷害等 楊○萍 丘○娟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843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楊○彬 起訴

海 108 偵緝 325 詐欺 航空警局

N○OKE

NATHANI

EL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17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瑋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1795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印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179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廖○祥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179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吳○豪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182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廖○祥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毒偵 44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楊○祥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毒偵 44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蔡○敏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毒偵 68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珊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70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楊○祥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毒偵 78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邱○賢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毒偵 847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楊○祥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毒偵 96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盧○翔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毒偵 105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呂○霖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1053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林○良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118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洪○偉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121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洪○財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撤緩毒偵 6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方○印 起訴

海 108 調偵 414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林○隆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翔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祥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守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毅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施○昇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洪○福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鴻 不起訴處分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鈞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敏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堯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孝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葉○翔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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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潘○圳 起訴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薛○樺 不起訴處分

國 107 少連偵 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謝○偉 起訴

國 108 偵 9027 傷害等 三民二局 陳○睿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181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羅○吉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1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張○華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181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1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周○倫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16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邵○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5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5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辰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1857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方○涵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5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謝○洋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59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許○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6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發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61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莊○周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62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趙○哲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6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莊○清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6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潘○存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186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盛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6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許○昇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186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許○榮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速偵 186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鳴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72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嚴○宏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7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吳○宗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7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劉○豐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75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楊○凱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7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𠍐○楚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7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劉○明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78 妨害公務 林園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79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許○哲 緩起訴處分

梓 108 速偵 178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張○穎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8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顏○忠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8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張○助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8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曜 聲請簡易判決

梓 108 速偵 178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周○傑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7353 洗錢防制法等 林園分局 蔡○倫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7583 洗錢防制法等 林園分局 孫○閑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7846 詐欺 竹南分局 郭○粧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7 毒偵 4111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呂○頴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毒偵 965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林○展 起訴

結 107 偵 19624 妨害自由 鄒○華 朱○辰 不起訴處分

結 107 偵 19624 妨害自由 鄒○華 林○瑭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4401 妨害風化罪 苓雅分局 莊○中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偵 7194 妨害名譽等 簽○ 呂○龍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8821 誣告 石○振 許○華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8821 誣告 石○振 許○琦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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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108 偵 8821 誣告 石○振 蔡○璋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速偵 1798 竊盜 小港分局 鄧○振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179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180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宋○年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1801 侵占 鳳山分局 陳○淦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180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清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速偵 180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詹○宏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速偵 180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林○偉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1805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洪○鴻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180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180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榮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速偵 180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富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181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田 緩起訴處分

聖 108 速偵 189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蔡○源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偵 7403 竊盜 苓雅分局 黃○真 不起訴處分

虞 108 偵 7498 妨害自由等 苓雅分局 馮○晏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偵 7524 竊盜 前鎮分局 吳○璋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偵 7570 竊盜 前鎮分局 郭○菁 緩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6355 不能安全駕駛 林園分局 錢○明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偵 6846 不能安全駕駛 鳳山分局 王○馨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8307 公共危險 簽○ 李○慶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142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陳○永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8 速偵 1853 竊盜 高雄保大 尤○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7 偵 21145 公共危險等 三民二局 林○音 不起訴處分

劍 108 偵 4349 傷害 苓雅分局 賈○豪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偵 1161 偽造文書等 孔○芳 陳○蕙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偵 1161 偽造文書等 孔○芳 陳○娥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6181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吳○霖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6181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林○均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6293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張○佳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6351 詐欺 雄高分檢 劉○婷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7732 詐欺 三民二局 蔡○卉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8321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洪○良 緩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86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欽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107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黃○恩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125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蘇○安 起訴

露 108 偵 6510 詐欺 蘆竹分局 陳○儒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6698 詐欺 陳○華 柯○隆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7723 詐欺 簽○ 楊○皓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8232 侵占
遠○國際資融股

份有限公司
蘇○儀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07 偵 21636 傷害 新興分局 李○樺 不起訴處分

麟 107 偵 21636 傷害 新興分局 侯○傑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調偵 525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陳○君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調偵 528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白○郝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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