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克 110 速偵 3458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徐○舟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5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佑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6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黃○忠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61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傑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6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立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6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徐○昌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64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曾○豪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6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周○義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6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0 速偵 346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詹○霖 緩起訴處分

克 110 速偵 346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凃○偉 緩起訴處分

克 110 速偵 346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洪○宗 緩起訴處分

育 110 速偵 341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阮○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1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廖○晨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1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黃○舜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1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郭○霙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1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游○勤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17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林○和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18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黃○齡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1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蔡○民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2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蔡○凉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2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翁○德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2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楊○強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2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蔡○道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0 速偵 342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歐○銘 緩起訴處分

育 110 速偵 3425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余○文 緩起訴處分

育 110 速偵 342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蔡○鐘 緩起訴處分

育 110 撤緩速偵 173 公共危險 簽○ 林○安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10 偵 1712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吳○賢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10 毒偵 2862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林○聖 緩起訴處分

律 110 偵 9870 傷害 鳳山分局 王○綺 不起訴處分

律 110 偵 9870 傷害 鳳山分局 余○桃 不起訴處分

律 110 偵 9870 傷害 鳳山分局 劉○頤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1710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祖 起訴

洪 110 偵 1710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杜○弘 起訴

洪 110 偵 1973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祖 起訴

洪 110 偵 1973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杜○弘 起訴

洪 110 偵 22688 詐欺 嘉二分局 姜○君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23141 詐欺 三民二局 姜○君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24175 詐欺 嘉二分局 姜○君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24448 賭博 中正一局 邱○豪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25828 詐欺 嘉二分局 姜○君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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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10 偵 26416 妨害自由等 簽○ 陳○南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26448 妨害自由 簽○ 郭○桃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26449 偽造文書 王○豐 洪○超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偵 26778 誣告等 劉○昌 張○隆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26778 誣告等 劉○昌 莊○卿 不起訴處分

海 110 戒毒偵 12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姜○德 不起訴處分

荒 110 撤緩速偵 185 公共危險 簽○ 魏○真 聲請簡易判決

問 110 偵 16763 誣告等 簽○ 歐○煌 不起訴處分

問 110 偵 23182 竊盜 苓雅分局 蕭○善 不起訴處分

問 110 偵 26016 誣告等 劉○信 歐○煌 不起訴處分

問 110 速偵 350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蔡○良 聲請簡易判決

問 110 速偵 350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章○俊 聲請簡易判決

問 110 速偵 350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邱○明 聲請簡易判決

問 110 速偵 350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興 緩起訴處分

問 110 速偵 350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趙○傑 緩起訴處分

問 110 速偵 350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林 緩起訴處分

問 110 軍偵 179 妨害公務 鳳山分局 賀○廷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張 110 毒偵 304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怡 緩起訴處分

寒 110 偵 12676 兒少性剝削等 臺灣高檢 吳○忠 不起訴處分

寒 110 偵 16907 竊盜 簽○ 陳○儒 不起訴處分

寒 110 偵 21515 妨害自由 王○文 翁○霞 不起訴處分

寒 110 偵 23220 妨害自由 簽○ 張○靖 不起訴處分

寒 110 偵 23562 傷害 林園分局 劉○煒 不起訴處分

寒 110 偵 24980 傷害 鳳山分局 邱○儀 不起訴處分

寒 110 偵 25962 侵占 苓雅分局 韓○華 不起訴處分

寒 110 偵 26708 竊盜 三民一局 謝○橙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10 偵續 177 妨害名譽 雄高分檢 洪林○華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10 調偵 557 傷害 高市大寮區所 劉○鑫 不起訴處分

寒 110 撤緩速偵 186 公共危險 簽○ 許○淯 聲請簡易判決

棟 110 偵 17412 交通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謝○珉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偵 17423 詐欺等 林園分局 張○昌 聲請簡易判決

棟 110 偵 17423 詐欺等 林園分局 陳○齡 聲請簡易判決

棟 110 偵 18737 交通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郭○君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偵 18737 交通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陳○花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偵 19623 妨害名譽 林○宏 謝○成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偵 22781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莊○宏 聲請簡易判決

棟 110 偵 23210 詐欺等 臺灣高檢 許○和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偵 2353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劉○修 緩起訴處分

棟 110 偵 24929 詐欺 淡水分局 林○羽 聲請簡易判決

棟 110 偵 26355 詐欺 屏東分局 林○羽 聲請簡易判決

棟 110 毒偵 5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林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毒偵 67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謝○珉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毒偵 99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謝○珉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毒偵 1358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謝○珉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毒偵 1490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謝○珉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毒偵 1604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謝○珉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毒偵 2662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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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 110 毒偵 309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歐○賢 緩起訴處分

棟 110 毒偵 3176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何○港 聲請簡易判決

棟 110 毒偵 3203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謝○珉 不起訴處分

棟 110 毒偵 3749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岷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偵 23068 詐欺等 高市刑大 吳○棟 起訴

結 110 偵 2980 詐欺等 高市刑大 黃○澔 起訴

結 110 偵 13939 詐欺等 高市刑大 吳○棟 起訴

結 110 偵 13939 詐欺等 高市刑大 張○郁 不起訴處分

結 110 偵 13939 詐欺等 高市刑大 陳○逞 不起訴處分

結 110 偵 13939 詐欺等 高市刑大 黃○澔 起訴

結 110 偵 13939 詐欺等 高市刑大 賴○傑 起訴

結 110 偵 16866 詐欺 簽○ 李○諭 不起訴處分

結 110 偵 16866 詐欺 簽○ 邱○雅 起訴

結 110 偵 16866 詐欺 簽○ 郭○瑜 不起訴處分

結 110 偵 25827 詐欺 苗栗分局 邱○雅 起訴

雲 110 偵 22142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雲 起訴

雲 110 偵 23636 妨害名譽 三民一局 陳○仁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3639 竊盜 前鎮分局 詹○穎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3797 竊盜 前鎮分局 蘇○龍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3798 竊盜 前鎮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3801 竊盜 前鎮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3813 竊盜 前鎮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3818 竊盜 三民一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4115 竊盜 苓雅分局 吳○書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4116 竊盜 苓雅分局 黃○蓉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4119 竊盜 苓雅分局 徐○翊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4122 竊盜 林園分局 蘇○福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4123 竊盜 林園分局 張○峰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4125 傷害 苓雅分局 李○倫 不起訴處分

雲 110 偵 24126 竊盜 林園分局 張○興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偵 24129 竊盜 苓雅分局 楊○輝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0 調偵 494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蕭○如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783 妨害秩序 鳳山分局 黃○慶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緝 938 妨害秩序 前鎮分局 蕭○穎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緝 1038 妨害秩序 鳳山分局 王○傑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359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昊 緩起訴處分

楨 110 偵 9967 肇事逃逸 鼓山分局 李○平 起訴

楨 110 偵 12323 詐欺 臺灣高檢 蔡○琪 不起訴處分

楨 110 偵 16875 過失傷害 包陳○秀

N○UYEN

TRUNG

NAM

聲請簡易判決

楨 110 偵 17988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卓○瑞 不起訴處分

楨 110 偵 19035 肇事逃逸 前鎮分局 林○元 不起訴處分

楨 110 毒偵 133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良 緩起訴處分

楨 110 毒偵 212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余○成 不起訴處分

楨 110 毒偵緝 350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蔡○瑋 不起訴處分

萬 110 撤緩 47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洪○澤 撤銷緩起訴處分

第 3 頁，共 4 頁



萬 110 撤緩 4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洪○澤 撤銷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2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修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7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號 110 速偵 347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林○成 聲請簡易判決

號 110 速偵 347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王○雄 聲請簡易判決

號 110 速偵 347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衛○暉 聲請簡易判決

號 110 速偵 347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盧○忠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7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許○圖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7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董○瑜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77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黃○倫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7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邱○銘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7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張○楓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8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何○山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81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薛○立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8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K○UAT

HUU

TRUONG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8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林○慶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速偵 348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郭○億 緩起訴處分

號 110 調偵 566 傷害等 高市苓雅區所 何○儀 不起訴處分

號 110 調偵 566 傷害等 高市苓雅區所 吳○鑫 不起訴處分

劍 110 毒偵 302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10 毒偵 336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潘○瑞 緩起訴處分

德 110 撤緩速偵 192 公共危險 簽○ 朱○順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10 偵 4657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黃○毓 起訴

闕 110 偵 12021 過失傷害 徐○珠 王○敏 不起訴處分

闕 110 偵 14085 過失傷害 邱○茂 机○修 起訴

闕 110 偵 22394 過失傷害 王○敏 徐○珠 不起訴處分

讓 110 速偵 348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李○峻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10 速偵 348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10 速偵 348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徐○志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10 速偵 3488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莊○義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10 速偵 349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王○振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10 速偵 3491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葉○慶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10 速偵 349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葉○祥 緩起訴處分

讓 110 速偵 349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李○烈 緩起訴處分

讓 110 速偵 349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楊○安 緩起訴處分

讓 110 速偵 3495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呂 緩起訴處分

讓 110 速偵 349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趙○新 緩起訴處分

讓 110 速偵 3497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趙○興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10 速偵 349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周○峰 緩起訴處分

讓 110 速偵 349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楊○財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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