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玄 108 偵 12832 毀棄損壞 鼓山分局 田○端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026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林○國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1262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絃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379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羅○惠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14287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許○宗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1434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張○麟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14509 詐欺 黃○担 方○雄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4509 詐欺 黃○担 方○楚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5050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劉○嘉 起訴

玉 108 偵 1663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劉○如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698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邱○銘 起訴

玉 108 偵緝 942 公共危險 金縣刑大 蕭○杰 起訴

玉 108 撤緩偵 233 公共危險 簽○ 鄭○霖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毒偵 2136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張○勛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毒偵 23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翁○仁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調偵緝 73 毀棄損壞 高市鼓山區所 陳○麒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6118 傷害 前鎮分局 吳○偉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調偵 1041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前金區所 劉○泉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1954 賭博 簽○ 王○偉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10300 詐欺 臺南憲兵 邱○毓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10300 詐欺 臺南憲兵 張○淳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10300 詐欺 臺南憲兵 潘○至 不起訴處分

辰 107 偵 22474 詐欺等 北市刑大 藍○翔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9805 詐欺 臺灣高檢 王○函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偵 1215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王○瑋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偵 1490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A○

EDNEKO

VICENTE

GADNGAY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504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哲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5286 毀棄損壞 潘○瑋 林洪○棉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5874 詐欺 臺灣高檢 吳○君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63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趙○人 起訴

辰 108 偵 1654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凌○銘 起訴

辰 108 偵 1742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明 起訴

辰 108 偵 1742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輝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偵緝 571 詐欺 呂○鳳 黎○絨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毒偵 1876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趙○人 起訴

辰 108 毒偵 213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潘○麟 起訴

辰 108 毒偵 2272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趙○人 起訴

辰 108 毒偵 2274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凌○銘 起訴

辰 108 毒偵 2390 毒品防制條例 鹽埕分局 吳○吉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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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108 毒偵 241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呂○忠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247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吳○水 起訴

辰 108 撤緩毒偵 1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嘉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毒偵 16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燕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軍偵 2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彭○汯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撤緩 40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徐○筑 撤銷緩起訴處分

金 108 速偵 339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蔡○風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339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偉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339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劉○瑜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速偵 3395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廖○綱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速偵 339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易○恆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339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A○

GILLIER

NICOLAS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3398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盧○勳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3399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李○賢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3400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林○暐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速偵 340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許○興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342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偉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速偵 342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賢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346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蘇○佩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1506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陳○婷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90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盧○翔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撤緩 44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溫○翰 撤銷緩起訴處分

為 107 偵緝 791 詐欺等 三民二局 王○明 起訴

為 108 偵 14005 侵占 新興分局 張簡○民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續 31 侵占等 雄高分檢 蔡○憲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續 31 侵占等 雄高分檢 蔡○守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緝 682 詐欺等 高雄保大 謝○奮 起訴

珍 108 偵 8791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林○輝 起訴

珍 108 偵 956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李○智 起訴

珍 108 偵 120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賢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14424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洪○發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1682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院 李○璋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毒偵 171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謝○強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毒偵 1960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曾○維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2484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林○瑲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2744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賴○珍 起訴

盈 108 調偵 1053 著作權法 高市前金區所 陳○嫻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調偵 1076 過失傷害 高市大寮區所 邱○榮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調偵 1076 過失傷害 高市大寮區所 陳○妮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調偵 1076 過失傷害 高市大寮區所 簡林○花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6780 傷害 鍾○鈞 李○文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2330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許○濱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毒偵 239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高○能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240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胡○响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258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鴻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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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108 毒偵 270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蔡○東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撤緩毒偵 1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聰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調偵 1021 過失傷害 高市前金區所 許○凰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撤緩 42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吳○峯 撤銷緩起訴處分

珠 108 偵 16288 毀棄損壞 三民二局 何○洲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偵 16392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周○順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調偵 1083 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余○鐸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偵 13732 侵占 三民一局 王○義 起訴

國 108 偵 15418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莊○翰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偵 15455 搶奪等 前鎮分局 王○銘 起訴

國 108 偵 15547 傷害 林園分局 王○汝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偵 15590 肇事逃逸等 三民一局 邱○延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66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鍾○丞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6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謝○明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68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鍾○美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3369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粘○鵬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7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吳○倫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7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于○宏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7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簡○裕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7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張○瑋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7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劉○福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337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楊○偉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337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張○麟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337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美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337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宋○億 緩起訴處分

宿 108 速偵 3379 竊盜 小港分局 王○榮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9054 詐欺 連○榮 蕭○欽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9055 詐欺 連○榮 田○安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3788 毀棄損壞 鼓山分局 莊○雄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578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王○婷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16068 毀棄損壞 小港分局 陳○流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6160 詐欺 蔡○文 余○翰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6160 詐欺 蔡○文 林○萍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6161 詐欺 李○志 余○翰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6161 詐欺 李○志 李○娟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6850 詐欺 簽○ 林○珊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6851 毀棄損壞 廖○鈴 黃○慈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1509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阮○羚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1523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林○瑋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偵 13135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石○鴻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13322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汪○蕙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速偵 336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A○IS

SETYOBU
緩起訴處分

陶 108 調偵 1105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張○欽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調偵 1105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莊○進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調偵 1105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陳○圳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撤緩 43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莊○卿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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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108 撤緩 43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洪○祥 撤銷緩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4637 業務過失傷害 蔡○憲 李謝○妙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4637 業務過失傷害 蔡○憲 藍○夆 不起訴處分

暑 108 毒偵 2228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潘○杰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毒偵 262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黃○東 起訴

朝 108 偵 16728 過失傷害 陳○傑 高○儒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343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崇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343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徐○晶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343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華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343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翁○有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偵 10299 詐欺 苓雅分局 楊○峰 不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14062 竊盜 林園分局 林○慶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8 偵 16605 竊盜 鼓山分局 劉○益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8 偵 16771 詐欺 李○臻 鄭○茹 不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16772 過失傷害 潘○天 林○庭 不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16773 過失傷害 陶○芬 陳○銘 起訴．不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16774 詐欺 簽○ 康○錄 不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16775 侵占等 葉○美 倪○亨 不起訴處分

雲 108 偵緝 651 侵占 南二分局 楊○憲 不起訴處分

萬 107 偵 10503 詐欺等 前鎮分局 藍○娟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12677 侵占 高雄保大 王○華 聲請簡易判決

萬 108 偵 15537 竊盜 簽○ 吳陳○惠 不起訴處分

虞 108 偵 1648 詐欺 三民二局 鍾○議 起訴

虞 108 偵 14661 詐欺 苓雅分局 王○宇 起訴

虞 108 偵 17008 詐欺 簽○ 王○宇 起訴

虞 108 偵 17009 妨害自由 黃○貞 巫○怡 不起訴處分

虞 108 偵 17010 妨害自由 簽○ 郭○綾 不起訴處分

虞 108 偵 17010 妨害自由 簽○ 黃○貞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14789 傷害等 新興分局 陳○昌 起訴

劍 108 撤緩 44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黃○卿 撤銷緩起訴處分

劍 108 撤緩 44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李○苓 撤銷緩起訴處分

龍 108 速偵 3405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許○智 緩起訴處分

龍 108 速偵 340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柯○坪 緩起訴處分

龍 108 速偵 340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邱○誌 緩起訴處分

龍 108 速偵 3408 竊盜 小港分局 王○銘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7 偵 4586 詐欺 許○凱 鍾○先 起訴．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616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曾○彬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7232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吳○杰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緝 994 公共危險等 新莊分局 詹○丞 起訴

露 108 毒偵 137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林○立 起訴

露 108 毒偵 2239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宗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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