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

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大 111 偵 4237 妨害自由 鼓山分局 陳○水 不起訴處分

大 111 偵 5048 詐欺 新莊分局 葉○田 不起訴處分

大 111 毒偵緝 133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張○珍 不起訴處分

生 111 偵 6061 洗錢防制法等 雄高分檢 徐○吟 起訴

生 111 偵 6062 洗錢防制法等 雄高分檢 徐○吟 起訴

生 111 偵 10222 妨害自由等
勝○發企業有限

公司
林○濱 不起訴處分

生 111 偵 12410 妨害自由等 林園分局 林○濱 不起訴處分

生 111 偵 16941 恐嚇取財得利等 張○之 王○蘭 不起訴處分

生 111 偵 16941 恐嚇取財得利等 張○之 陳○翔 不起訴處分

育 110 偵 23158 傷害 三民一局 黃○裕 不起訴處分

育 110 偵 23158 傷害等 三民一局 許○昌 起訴．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856 傷害等 三民一局 許○昌 起訴．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王○溢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呂○霖 緩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高○田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高○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張○良 緩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張○雄 緩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黃○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葉○ 緩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謝○交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11 偵 3806 賭博 鳳山分局 謝○強 緩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066 詐欺 左營分局 洪○瑜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066 詐欺 左營分局 陳○萱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067 背信等 林園分局 張○杰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067 背信等 林園分局 喬○安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067 背信等 林園分局 劉○俊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067 背信等 林園分局 鍾○章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072 傷害等 三民一局 許○昌 起訴．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915 藥事法等 簽○ 黃○仁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933 詐欺 陳○珍 王○臻 不起訴處分

育 111 偵 13933 詐欺 陳○珍 許○璋 不起訴處分

雨 111 速偵 163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史○廷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3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濸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35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李○民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3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錫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3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黃○山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3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蘇○元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3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慶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41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鄭○承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4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洪○盛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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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111 速偵 164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潘○祺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7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張○淳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7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M○

NDOZA

JEANNE

ADELLE

CAPISTRA

NO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8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8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廷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8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龍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83 竊盜等 鼓山分局 馮○瑋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8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8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梁○南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11 速偵 168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風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1 偵 512 妨害自由 鼓山分局 曹○寧 不起訴處分

律 111 偵 512 傷害 鼓山分局 曹○茵 不起訴處分

律 111 偵 1675 妨害性自主罪 高市婦隊 王○達 不起訴處分

律 111 偵 4071 妨害自由 鼓山分局 黃○凱 不起訴處分

律 111 偵 4071 傷害等 鼓山分局 莊○臻 不起訴處分

律 111 偵 4071 傷害等 鼓山分局 鄧○成 不起訴處分

律 111 偵 8715 偽造文書 高港總隊 劉○佑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1 偵 14702 妨害自由 前鎮分局 許○治 不起訴處分

律 111 偵 15561 妨害公務等 苓雅分局 蕭○豪 起訴

律 111 偵 16196 傷害等 莊○臻 鄧○成 不起訴處分

律 111 偵緝 793 偽造文書等 龜山分局 鄭○辰 起訴

律 111 調偵 285 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楊○霖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11 調偵 381 過失傷害等 高市小港區所 錢○良 不起訴處分

珍 110 撤緩毒偵 10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璇 不起訴處分

皇 111 偵 6521 交通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顏○丞 不起訴處分

珠 111 偵 13009 傷害 小港分局 郭○慶 不起訴處分

珠 111 偵 16895 傷害 林園分局 劉○榜 不起訴處分

康 110 偵 5988 偽造有價證券
裕○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
張○田 起訴

康 110 偵 6574 妨害秩序 鳳山分局 王○郁 起訴

康 110 偵 6574 妨害秩序等 鳳山分局 沈○屹 起訴．不起訴處分

康 110 偵 6574 妨害秩序等 鳳山分局 林○偉 起訴．不起訴處分

康 110 偵 6574 妨害秩序等 鳳山分局 陳○勛 起訴．不起訴處分

康 110 偵 6574 妨害秩序等 鳳山分局 陳○勲 起訴．不起訴處分

康 110 偵 6574 妨害秩序等 鳳山分局 曾○元 起訴．不起訴處分

康 110 偵 6574 妨害秩序等 鳳山分局 黃○瑋 起訴．不起訴處分

康 110 偵 6574 妨害秩序等 鳳山分局 劉○軒 起訴．不起訴處分

康 110 偵 6574 毀棄損壞 鳳山分局 洪○鴻 不起訴處分

康 111 偵 4923 竊盜 苓雅分局 吳○章 起訴

康 111 偵 4923 竊盜 苓雅分局 呂○華 起訴

張 111 毒偵緝 300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蕭○穎 不起訴處分

淡 110 毒偵 254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郭○欣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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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111 偵 15364 詐欺等 太平分局 崔○連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11 毒偵 68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余○麟 緩起訴處分

淡 111 毒偵 1070 毒品防制條例 板橋分局 蔡○鴻 緩起訴處分

淡 111 毒偵 160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謝○羲 起訴

淡 111 撤緩 2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郭○濬 撤銷緩起訴處分

棟 111 撤緩 2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弘 撤銷緩起訴處分

棟 111 撤緩 2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弘 撤銷緩起訴處分

虞 110 調偵續 13 著作權法 高市左營區所 賴○政 起訴

潛 111 速偵 165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許○銘 緩起訴處分

潛 111 速偵 1655 竊盜 新興分局 趙○傑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56 竊盜 林園分局 蔡○豪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57 竊盜 三民二局 李○義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59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坤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60 竊盜 林園分局 黃○傑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6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姜○利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87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陳○友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8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曾○隆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8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洪○龍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黃○增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劉○淞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亦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許○昇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5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蔡○彥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6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簡○田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長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謙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69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T○AN

HOANG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170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德 聲請簡易判決

霜 110 偵 24434 妨害性自主罪 鳳山分局 陳○信 起訴

騰 111 軍偵 74 詐欺 三民二局 李○恩 起訴

騰 111 軍偵 74 詐欺 三民二局 李○憲 起訴

騰 111 軍偵 74 詐欺 三民二局 楊○銘 起訴

騰 111 軍偵 96 違反部屬職責 林園分局 李○崧 起訴

騰 111 軍偵 96 違反部屬職責 林園分局 高○凡 起訴

騰 111 軍偵 96 違反部屬職責 林園分局 劉○誠 起訴

露 111 偵 136 妨害名譽 小港分局 馮○美 不起訴處分

露 111 偵 136 傷害等 小港分局 林○君 不起訴處分

露 111 調偵 395 過失傷害 高市旗山區所 黃○蘭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偵 9055 妨害自由 小港分局 劉○新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偵 9475 傷害 林園分局 王○承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偵 10707 妨害自由 三民二局 周○翰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偵 16610 家庭暴力防治 林園分局 馬○瑋 起訴

麟 111 偵 16621 家庭暴力防治 林園分局 馬○瑋 起訴

麟 111 偵 16841 家庭暴力防治 林園分局 馬○瑋 起訴

麟 111 偵緝 233 家庭暴力防治 鹽埕分局 黃○竣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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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 111 速偵 1722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1 撤緩 24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劉○亭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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