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大 108 偵 8537 妨害電腦使用等 三民二局 呂○穎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1362 竊盜 前鎮分局 林○鋐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1362 竊盜 前鎮分局 許○杰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8 偵 12798 竊盜 三民一局 林○正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8 偵 12798 竊盜 三民一局 楊○倫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4744 過失傷害 吳○鴻 陳○羲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5597 傷害 鼓山分局 柯○鴻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6681 竊盜 小港分局 薛○敦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336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鐘○煌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毒偵 192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蔡○昇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毒偵 3990 毒品防制條例 三峽分局 呂○憲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0322 毀棄損壞 苓雅分局 蘇○祜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450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騰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14508 詐欺 蔣○僑 高○坤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5040 毀棄損壞 鳳山分局 李○翠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緝 686 詐欺 簽○ 巴○緯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毒偵 218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吳○豪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毒偵緝 13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曾○光 起訴

玉 108 毒偵緝 13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曾○光 起訴

玉 108 毒偵緝 13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曾○光 起訴

玉 108 撤緩毒偵 1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玲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33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辰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333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邱○玲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335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強○軒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33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寶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33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邱○庭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36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涵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偵 12943 過失傷害 姚○誼 翁○耘 不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45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榮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8 速偵 334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隆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8 速偵 334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8 速偵 334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莊○豐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4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鄭○文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5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楊○家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5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宏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5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閔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5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朱○驊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5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林○盈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55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蔡○翰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速偵 335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蔡○吉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8 速偵 335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吳○岳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8 速偵 335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宸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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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108 速偵 3359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盧○嘉 緩起訴處分

育 108 偵 13524 傷害 前鎮分局 莊○欽 不起訴處分

育 108 偵 14203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褚○銘 不起訴處分

育 108 偵 14353 業務過失傷害 曾○德 林○正 不起訴處分

育 108 偵 14482 妨害名譽 林○鴻 巢○心 不起訴處分

育 108 撤緩毒偵 1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宜 起訴

辰 108 撤緩 4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恩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撤緩 4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恩 撤銷緩起訴處分

周 107 偵 16329 誣告 苓雅分局 陳○麗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142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龔○昌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3744 詐欺 黃○桂 蔡○植 緩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3744 詐欺 黃○桂 蔡○賓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3744 詐欺 黃○桂 謝○香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7196 妨害自由 簽○ 陳○昌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8016 竊盜 三民二局 李王○鑾 聲請簡易判決

周 108 偵 8288 竊盜 新興分局 鄒○宇 起訴

周 108 偵 10031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王○楷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0031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黃○熠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0054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歐○叡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0951 公共危險 簽○ 羅○蓁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0953 過失傷害 陳○維 李○玲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0955 妨害名譽 簽○ 陳○玉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3014 竊盜 三民二局 李王○鑾 聲請簡易判決

周 108 偵 14714 侵占 吳○興 嚴○明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4719 侵占等 陳○嬌 劉○豪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4719 侵占等 陳○嬌 劉○筌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4719 侵占等 陳○嬌 薛○德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 14720 詐欺 閻○宏 張○良 不起訴處分

周 108 偵緝 821 竊盜 南二分局 鄭○旗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 1504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楊○凱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16382 詐欺
仲○資融股份有

限公司
翁○鴻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偵 1723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阮○源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8 毒偵 2581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美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7 偵 19150 商標法等 保二一03 劉○宏 起訴

服 107 偵 19150 商標法等 保二一03 戴○迪 起訴

服 108 偵 9219 傷害等
普○權鑫有限公

司
黃○諺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偵 10042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鄧○和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偵緝 701 詐欺 歸仁分局 陳○榮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速偵 338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蔡○川 緩起訴處分

服 108 速偵 338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張○成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8 速偵 338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楊○豪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8 速偵 3385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8 速偵 338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李○健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8 速偵 3387 竊盜 鳳山分局 呂○祥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8 速偵 338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葉○偉 緩起訴處分

第 2 頁，共 4 頁



服 108 調偵 891 詐欺 高市鳳山區所 洪○祐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撤緩 44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周○銘 撤銷緩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2322 毀棄損壞 鳳山分局 吳○珠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4255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郭○道 起訴

河 108 偵緝 1022 肇事逃逸 高雄保大 鍾○樺 起訴．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11516 竊盜 鼓山分局 莊○卿 起訴

珍 108 速偵 3381 不能安全駕駛 小港分局 梁○泰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毒偵 243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黃○助 起訴

皇 108 偵 12474 詐欺 平鎮分局 王○苓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1402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洲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14597 詐欺 鳳山分局 王○苓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15031 詐欺 羅○津 許○鏐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1529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江○輝 緩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16080 詐欺 臺灣高檢 陳○蓉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毒偵 77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N○UYEN

DUC

VUONG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毒偵 1745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魏○村 緩起訴處分

皇 108 毒偵 1937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陳○偉 緩起訴處分

珠 108 偵 14337 竊盜 鳳山分局 吳○娟 聲請簡易判決

珠 108 偵 16369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詹○儒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偵 16760 詐欺 最高檢察署 劉○蘭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偵 1708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黃○義 起訴

珠 108 撤緩偵 247 公共危險 簽○ 朱○鳴 起訴

珠 108 毒偵 2542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潘○霖 聲請簡易判決

珠 108 調偵 847 傷害 高市林園調委 李○晉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調偵 847 傷害 高市林園調委 黃○昌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速偵 331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鍾○夏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332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龔○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3321 竊盜 新興分局 張○萍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3322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嚴○銘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速偵 332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曾○蓉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速偵 332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許○健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速偵 332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呂○成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332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林○憲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速偵 3327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俞○純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3328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葉○榮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332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歐○呈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333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袁○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333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方○花 緩起訴處分

國 108 偵 17000 過失傷害 李○源 吳○瑩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撤緩毒偵 1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顧○山 起訴

國 108 撤緩毒偵 1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顧○山 起訴

淡 108 偵 9269 詐欺 苓雅分局 李○禧 不起訴處分

暑 108 偵 12462 詐欺 簽○ 吳○翰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偵 17192 竊盜 鳳山分局 謝○蘋 聲請簡易判決

朝 108 調偵 1039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李○榮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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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108 速偵 341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琳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341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錢○癸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3412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田○偉 緩起訴處分

發 108 偵 15977 竊盜 小港分局 周○德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6175 賭博 內湖分局 王○翎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8 撤緩偵 257 公共危險 簽○ 歐○億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8 撤緩 42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義 撤銷緩起訴處分

聖 108 速偵 3402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李○翰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340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藍○德 緩起訴處分

聖 108 速偵 340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春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167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燐 起訴

聖 108 毒偵 2191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鄭○豐 起訴

聖 108 撤緩 42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蔡○山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3331 竊盜 鳳山分局 邱○仁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8 速偵 338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陳○敏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08 撤緩 43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高○偉 撤銷緩起訴處分

闕 108 撤緩毒偵 1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杰 起訴

騰 108 偵 5766 詐欺 三民二局 劉○秀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008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吳○霖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043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何○翰 緩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0649 詐欺 小港分局 楊○瑜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偵 12959 詐欺 吳○展 陳○竹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3391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許○東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偵 1543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許○東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138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張簡○政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1542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夏○志 起訴

騰 108 毒偵 2050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劉○寧 起訴

騰 108 毒偵 2142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曾○欽 起訴

騰 108 毒偵 2164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許○文 起訴

騰 108 毒偵 2344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吳○倫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撤緩毒偵 14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維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撤緩毒偵 14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維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少連偵 115 詐欺 臺灣高檢 丁○城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15945 詐欺等 郭○珉 鄭○升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6163 詐欺 簽○ 李○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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