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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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8 過失傷害 吳○娟 宋○辰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21073 過失傷害 廖○ 林○榮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調偵 1427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黃○祐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8367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鄭○豊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2134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吳○榮 起訴

玄 108 偵 21446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王○發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345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豊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0936 詐欺 鳳山分局 劉○達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1156 公共危險 臺灣高檢 黃○銘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緝 1218 詐欺 中市刑大 孫○綸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879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呂○鑫 起訴

生 108 偵 1420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蔡○林 起訴

生 108 偵 1420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蘇○同 起訴

生 108 偵 16082 偽證 陳○米 凃○承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19577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蔡○林 起訴

生 108 偵 19577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蘇○同 起訴

生 108 毒偵 1862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呂○鑫 起訴

列 108 毒偵 263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龔○凌 起訴

列 108 毒偵緝 181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郭○容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8 速偵 443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吳○珊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8 速偵 443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周○家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8 速偵 443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林○立 緩起訴處分

有 108 速偵 443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靖 緩起訴處分

有 108 速偵 443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江○璉 緩起訴處分

羽 108 偵 7820 家庭暴力防治 小港分局 李○陽 起訴

羽 108 偵 11115 家庭暴力防治 小港分局 李○陽 起訴

羽 108 偵 11355 妨害自由 三民一局 邱○富 不起訴處分

羽 108 偵 15679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翁○玉 起訴

羽 108 偵 15758 傷害 三民二局 董○碩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8 偵 15961 家庭暴力防治 小港分局 李○陽 起訴

羽 108 偵 16264 妨害公務 苓雅分局 林○令 起訴

羽 108 偵 16343 家庭暴力防治 小港分局 李○陽 起訴

羽 108 偵 17770 妨害自由 前鎮分局 張○琥 起訴

羽 108 偵 18500 家庭暴力防治 小港分局 李○陽 起訴

羽 108 偵 21599 妨害自由 簽○ 伍○慎 不起訴處分

羽 108 調偵 1331 妨害自由等 高市大寮區所 吳○圜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23 詐欺 小港分局 黎○雲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204 詐欺等 蘇○紅 黎○雲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205 詐欺等 黎○水 黎○雲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206 詐欺等 裴○遠 黎○雲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緝 1270 詐欺 小港分局 陳○草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軍偵 9 妨害性自主罪等 高市婦隊 陳○茗 不起訴處分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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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108 毒偵 322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何○恩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20058 商標法 保二總隊 吳○和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20059 商標法 保二總隊 吳○和 聲請簡易判決

珠 108 偵 18830 洗錢防制法等 林園分局 洪○霙 起訴

珠 108 偵 20251 詐欺 臺灣高檢 許○偉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撤緩 58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昊 撤銷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444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K○

ATHIPHATH

EE

THAWEECH

AI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444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伍○彥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444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D○

NESHVARI

NOOSHABA

DI

MOHAMMA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444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邱○幃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4450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翰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4451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蔡○遠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445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春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445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杰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445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張○瑜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445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芳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445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速偵 445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簡○晉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445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郭○銓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445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張○謀 緩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4460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馮○莉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3963 詐欺 鼓山分局 王○樂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14897 詐欺 三民二局 王○樂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20144 詐欺 鼓山分局 王○樂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20144 詐欺 鼓山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302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葉○源 起訴

淡 108 毒偵 327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葉○源 起訴

淡 108 少連偵緝 15 詐欺 國道五隊 陳○慶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偵 19315 著作權法 保二總隊 楊○政 不起訴處分

暑 108 偵 18916 商標法 保二總隊 鄭○成 聲請簡易判決

朝 107 偵 15745 傷害等 前鎮分局 郭○琳 不起訴處分

朝 107 偵 22243 誣告 臺灣高檢 吳○華 不起訴處分

朝 107 偵續 203 侵占等 張○珠 古○嘉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偵 20544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黃○閔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偵 21536 竊盜 鳳山分局 林○翔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偵緝 499 竊盜 高雄保大 范○益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調偵緝 96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曹○鈞 起訴

湯 108 偵續 14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朱○慧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444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于○琴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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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108 速偵 444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郭○誌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4444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洪○忠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444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正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偵 7817 詐欺 小港分局 葉○民 起訴

結 108 偵 12763 詐欺 前鎮分局 葉○民 起訴

雲 108 偵 19536 著作權法 鹽埕分局
C○ANG

YOUN JOO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17965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王○靜 不起訴處分

聖 108 速偵 446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榮 緩起訴處分

聖 108 速偵 450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莊○忠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450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450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強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450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2979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楊○坤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298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白○元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3231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諺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3244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蕭○良 起訴

聖 108 毒偵 324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余○良 起訴

聖 108 毒偵 3246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侯○珠 起訴

聖 108 毒偵 328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白○元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328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李○美 起訴

聖 108 毒偵 3289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翟○暘 起訴

聖 108 毒偵 349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王○凱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毒偵 35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婷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偵 1940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誠 起訴

道 108 毒偵 2983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姜○華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3050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黃○助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310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邱○翔 起訴

鳳 108 偵 18216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呂○和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偵 18216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張○美 不起訴處分

鳳 108 撤緩偵 333 公共危險 簽○ 許○元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速偵 448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洪○山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速偵 448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曾○樺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8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鄭○通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83 竊盜 鳳山分局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速偵 448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馬○銘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8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興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86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豪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速偵 4488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張○陵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速偵 4489 賭博 前鎮分局 徐○寶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89 賭博 前鎮分局 陳○原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89 賭博 前鎮分局 蕭○振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89 賭博 前鎮分局 謝○坤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9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淳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91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宏 緩起訴處分

德 108 速偵 4492 竊盜 鼓山分局 蔡○榮 聲請簡易判決

靜 108 偵 10006 詐欺等 林園分局 張簡○中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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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 108 偵 19030 侵占
晶○能源系統股

份有限公司
阮○昇 不起訴處分

靜 108 偵 21001 侵占 鼓山分局 李○庭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毒偵 2316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許○文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2505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蘇○銘 緩起訴處分

闕 108 毒偵 252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曾○隆 緩起訴處分

闕 108 毒偵 2684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旭 起訴

闕 108 毒偵 2989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蓉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318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吳○明 起訴

闕 108 軍毒偵 40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方○豪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偵 20958 背信 林○哲 洪○廷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20958 背信 林○哲 曾○錦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2015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胡○慧 緩起訴處分

騰 108 毒偵 3184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邱○彬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344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陳○郎 起訴

露 108 偵 21453 詐欺 臺灣高檢 鄭○苓 起訴

露 108 偵緝 1314 洗錢防制法等 高雄保大 林○宇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毒偵 1289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胡○宇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3487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良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8 偵 17469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9042 傷害 苓雅分局

N○OROGE

CHARLES

MWANGI

起訴

讓 108 偵 19042 傷害 苓雅分局 張○仁 起訴

讓 108 偵 19134 公共危險等 三民二局 吳○瑩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9385 公共危險等 新興分局 薛○仁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9460 妨害公務 鳳山分局 陳○宗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8 偵 19585 公共危險等 鳳山分局 謝○修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9683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陳○全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9731 傷害 鳳山分局 陳○桃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9731 傷害 鳳山分局 葉○文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9798 竊盜 前鎮分局 黃徐○菊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8 偵 20001 竊盜 苓雅分局 蘇○義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8 偵 20014 竊盜 苓雅分局 何○楹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8 偵 20124 竊盜 小港分局 蔡○雄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20563 公共危險等 前鎮分局 蔡○送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8 偵 2065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李○蘭 緩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21311 偽造文書 鳳山分局 林盧○子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21621 傷害等 三民一局 林○昱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21621 傷害等 三民一局 林○民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撤緩 58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邱○耘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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