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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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43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歐○伯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6111 業務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李○雪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7542 業務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陳○堂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7691 妨害名譽 林園分局 吳○育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調偵 1193 著作權法 高市鳳山區所 陳○發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調偵 1197 著作權法 高市鳳山區所 陳○發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3754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陳○鳴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375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張○文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3820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柯○勳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2154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李○皝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302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胡○華 起訴

列 108 毒偵 3029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黃○郎 起訴

有 108 偵 18561 毀棄損壞 三民二局 黃○彰 不起訴處分

有 108 偵 18561 毀棄損壞 三民二局 楊○勳 不起訴處分

有 108 偵 18561 毀棄損壞 三民二局 鄭○和 不起訴處分

有 108 偵 18561 毀棄損壞 三民二局 龔○荃 不起訴處分

有 108 撤緩 42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D○ONG

VAN

PHUOC

撤銷緩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5083 妨害名譽 中和分局 張○麟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6168 妨害名譽 三民一局 張○麟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9366 妨害名譽 前鎮分局 張○麟 不起訴處分

育 108 偵 13328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林○達 不起訴處分

育 108 速偵 3688 妨害公務 鳳山分局 曹○豪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8 撤緩 49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高○勛 撤銷緩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6104 毀棄損壞 三民二局 林○廷 起訴

辰 108 偵 7856 詐欺 鳳山分局 蕭○庭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8238 詐欺 望安分局
U○I

MAISARO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2038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陳○偉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偵 14281 毀棄損壞 簽○ 黃○評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4700 偽造文書等 苓雅分局 蕭○庭 起訴

辰 108 偵 15644 詐欺 鳳山分局 余○鴻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偵 1807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張○良 緩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847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李○穎 起訴

辰 108 偵 18724 毀損債權
新○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
陳○發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8735 毀棄損壞 新興分局 王○林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890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洪○宸 起訴

辰 108 偵 19061 毀損債權
新○行銷股份有

限公司
陳○甫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9062 毒品防制條例 自動○舉 陳○村 聲請簡易判決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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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108 偵緝 616 詐欺 南市刑大 曾○諠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2039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村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231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洪○宸 起訴

辰 108 毒偵 28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偉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毒偵 295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謝○強 起訴

辰 108 少連偵 166 詐欺 小港分局 沈○科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軍偵 1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彭○汯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8 軍毒偵 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盧○誠 緩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16384 贓物 簽○ 蕭○欣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18529 詐欺 鳳山分局 吳○真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偵 18666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伶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毒偵 3016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王○福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毒偵 2655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吳○賢 起訴

金 108 撤緩 50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趂 撤銷緩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7677 傷害 三民二局 丁○昇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7677 傷害 三民二局 江○豪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7677 傷害 三民二局 李○寧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7926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陳○權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19239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黃○立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調偵 1237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楊○心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調偵 1249 過失傷害等 高市三民區所 郭○洋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調偵 1283 妨害名譽 高市苓雅區所 姚○憲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調偵 1284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劉○梅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調偵 1284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蔡李○鳳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調偵緝 84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吳○中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16664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呂○叡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378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曾○浩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378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呂○憲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378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劉○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378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洪○雄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378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蔡○維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1199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陳○翔 起訴

洪 108 毒偵 1916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朱○穎 起訴

洪 108 撤緩 47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清 撤銷緩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1686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吳○漢 起訴

為 108 毒偵 150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潘○賢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1741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林○峰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293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吳○漢 起訴

為 108 毒偵緝 156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王○生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撤緩 44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蘇○杰 撤銷緩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16554 詐欺 臺灣高檢 鄭○柏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毒偵 236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蔡○璋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偵 18814 傷害 新興分局 黃○安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18814 傷害 新興分局 潘○河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19187 傷害等 簽○ 林○蓮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19187 傷害等 簽○ 張○勤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續 135 傷害 雄高分檢 王○翔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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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8 調偵 1286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劉○進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調偵 1315 著作權法 高市前金區所 謝○羽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583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許○璋 起訴

海 108 偵 1584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楊○雄 起訴

海 108 偵 15843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民 起訴

珠 108 偵 18909 詐欺 吳○興 洪○山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偵 1927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薛○貴 聲請簡易判決

珠 108 偵 1927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劉○岑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383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玲 聲請簡易判決

康 108 速偵 378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蔣○序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3787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昌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378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祥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378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盧○雄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3790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蕎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379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王○升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379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邱○崧 聲請簡易判決

康 108 速偵 379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簡○彬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379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順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毒偵 2705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紀○雯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9889 詐欺 小港分局 洪○硯 起訴

淡 108 偵 15158 毀棄損壞 前鎮分局 翁○祥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15158 毀棄損壞 前鎮分局 蘇○榮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1655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林○均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722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吳○婷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7870 毀棄損壞 小港分局 顏○倫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8657 詐欺 簽○ 羅○淳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9270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林○鈞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2218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241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2777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蕭○文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偵 12166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趙○仁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17161 傷害 前鎮分局 吳○明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17161 傷害 前鎮分局 柯○發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速偵 375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李○珠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速偵 375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曾○星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速偵 375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曾○麟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速偵 3759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江郭○珠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速偵 3760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周○昌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速偵 3761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王○睿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速偵 376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翁○隆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速偵 376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許○樺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速偵 3765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達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速偵 376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林○虹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調偵 1094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偵 1891 傷害 三民二局

N○UYEN

DINH

HUNG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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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108 偵 1891 傷害 三民二局
P○I VAN

TU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偵 1891 傷害 三民二局 阮○雲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調偵 1089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李○廷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3821 不能安全駕駛 鳳山分局 林○慶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速偵 377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王○模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速偵 3774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李○儀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3775 竊盜 小港分局 施○忠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377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晃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377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呂○文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377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E○O

SUNARNO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3779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黃○禾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378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劉○宏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370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董○智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370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劉○彥 緩起訴處分

聖 108 偵 1358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瑞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3836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潘○泰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383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嚴○誠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111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李○鴻 不起訴處分

聖 108 毒偵 263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簡○桀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2804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辜○鴻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288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瑞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304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瑞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7 偵 17711 詐欺 臺灣高檢 曾○澄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緝 1523 詐欺 南市刑大 曾○澄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緝 1524 詐欺 南市刑大 楊○偉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8030 洗錢防制法等 新興分局 陳○文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0518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許○慈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0518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蕭○穎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5646 詐欺 林園分局 黃○貴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6019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許○興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緝 1080 洗錢防制法等 高雄保大 王○凱 起訴

闕 108 偵緝 1081 洗錢防制法等 高雄保大 王○凱 起訴

闕 108 毒偵 191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倫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20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倫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210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倫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偵 1655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梁○傑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偵 18085 贓物 鳳山分局 蔡○翰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9059 侵占 蔡○欉 蔡劉○枝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毒偵 1645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張○成 起訴

騰 108 毒偵 221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張○欽 起訴

騰 108 毒偵 2257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237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黃○駿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2515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張○成 起訴

騰 108 毒偵 256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洪○駿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266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林○鑫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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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 108 毒偵 2742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顏○軒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撤緩毒偵 16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桀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撤緩 50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王○成 撤銷緩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9411 詐欺 臺灣高檢 劉○儀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915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毒偵 2870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潔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08 調偵 1025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張○源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6331 傷害 苓雅分局 許○能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6331 傷害 苓雅分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799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孫○凱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讓 108 調偵 1235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大寮區所 袁○龍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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