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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大 111 速偵 3364 妨害公務 林園分局 李○霖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65 妨害公務 鼓山分局 廖○亞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6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白○銓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6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白○銓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67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葉○佩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67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葉○佩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6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期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6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期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0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穎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0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穎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1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杜○勳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1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杜○勳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王○弘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王○弘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11 速偵 337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朱○祥 緩起訴處分

大 111 速偵 337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朱○祥 緩起訴處分

大 111 速偵 3376 公共危險 高市警局 李○霈 緩起訴處分

大 111 速偵 3376 公共危險 高市警局 李○霈 緩起訴處分

大 111 調院偵 106 妨害電腦使用 高雄地院 蔡○展 不起訴處分

玄 111 偵 24753 詐欺 新北地院 黃○智 不起訴處分

玄 111 偵 26053 詐欺等 樹林分局 劉○蓉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11 偵 32708 詐欺 草屯分局 陳○永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11 偵 33251 詐欺 枋寮分局 陳○永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11 偵 33426 毀棄損壞 小港分局 張簡○敏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11 偵 34318 毀棄損壞 苓雅分局 吳○君 不起訴處分

玄 111 偵 34318 毀棄損壞 苓雅分局 陳○盈 起訴

玄 111 偵 34331 詐欺 北投分局 張○芮 不起訴處分

玄 111 偵緝 1843 詐欺 中港總隊 蔡○樺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11 偵緝 1846 詐欺 中港總隊 蔡○樺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11 毒偵 3591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林○鋒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11 偵 31420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田○弘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11 偵 31420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田○弘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11 偵 31955 詐欺 中壢分局 魏○芬 不起訴處分

玉 111 偵 32545 詐欺等 淡水分局 賴○均 起訴

玉 111 偵 33729 詐欺 小港分局 張○豪 不起訴處分

生 111 毒偵 175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林○怡 不起訴處分

生 111 毒偵 2833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林○怡 不起訴處分

光 111 速偵 3327 竊盜 三民一局 向○嘉 聲請簡易判決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11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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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11 偵 26876 妨害名譽 周○庭 林○君 不起訴處分

成 111 撤緩速偵 147 公共危險 簽○ 劉○原 不起訴處分

成 111 撤緩速偵 147 公共危險 簽○ 劉○原 不起訴處分

克 111 速偵 333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施○雯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33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施○雯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2 竊盜 三民一局 鄭○銘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坤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坤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蘇○彬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蘇○彬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施○富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施○富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林○山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340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林○山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11 偵 23493 詐欺等 旗山分局 梁○銚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11 偵 26504 詐欺等 板橋分局 莊○瑋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11 偵 27593 詐欺等 三民一局 梁○銚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11 偵 29111 詐欺等 東港分局 莊○瑋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11 偵 31931 詐欺等 三峽分局 莊○瑋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11 偵 34988 詐欺等 鳳山分局 陳○文 不起訴處分

辰 111 偵 35306 毀棄損壞 簽○ 王○強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偵 34440 詐欺 三重分局 鐘○欣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195 詐欺 歸仁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196 詐欺 三重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00 詐欺 內湖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01 詐欺 霧峰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03 詐欺 大同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04 詐欺 土城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05 詐欺 大雅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14 詐欺 草屯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22 詐欺 基二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27 詐欺 楠梓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31 詐欺 林園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35 詐欺 新莊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39 詐欺 溪湖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43 交通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方○羢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43 交通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魏○諒 不起訴處分

往 111 軍偵 259 詐欺 潮州分局 許○揚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9499 洗錢防制法等 鳳山分局 陳○潔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13156 洗錢防制法等 潮州分局 袁○瑄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13156 洗錢防制法等 潮州分局 陳○潔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2085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丁○鴻 緩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2085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丁○鴻 緩起訴處分

雨 110 毒偵 3202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李○誠 不起訴處分

雨 111 偵 2381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歐○夫 不起訴處分

雨 111 偵 23816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李○樺 起訴

雨 111 毒偵 75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李○誠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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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111 毒偵 2234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李○誠 不起訴處分

雨 111 毒偵 256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李○誠 不起訴處分

雨 111 毒偵 330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李○樺 起訴

雨 111 毒偵緝 691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李○昇 起訴

宿 111 速偵 341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呂○義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1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呂○義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1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林○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1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林○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1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1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18 妨害公務 鳳山分局 黃○慶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1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簡○霖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1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簡○霖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342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簡○昌 緩起訴處分

宿 111 速偵 342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簡○昌 緩起訴處分

寒 111 速偵 3345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鄭○琮 緩起訴處分

寒 111 速偵 3345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鄭○琮 緩起訴處分

結 111 偵 24173 詐欺等 臺東分局 沈○伶 不起訴處分

結 111 偵 29780 廢棄物清理法等 三民一局 張○南 起訴

結 111 偵 34521 妨害自由 新興分局 馮○方 不起訴處分

結 111 偵 34711 妨害自由等 鳳山分局 李○霖 不起訴處分

結 111 偵 34776 詐欺 簽○ 吳○屏 不起訴處分

結 111 偵 34778 廢棄物清理法等 簽○ 張○南 起訴

雲 111 偵 9899 過失致死 前鎮分局 林○翰 起訴

雲 111 偵 25555 傷害 前鎮分局 盧○志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1 偵 25819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藍○荃 起訴

雲 111 偵 26360 竊盜 前鎮分局 麥○行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1 偵 27261 傷害 鳳山分局 簡○澈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11 偵 27261 傷害等 鳳山分局 姚○傑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7279 妨害名譽 前鎮分局 賴○豪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7454 過失傷害 楊○ 蘇○論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7916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吳○洲 起訴

雲 111 偵 28664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王○中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8836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陳○仁 起訴

雲 111 偵 29574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林○玲 起訴

雲 111 偵 31291 過失傷害 陳○梅 李○華 起訴

雲 111 偵 31724 妨害名譽 簽○ 蔡○明 起訴

雲 111 偵 31725 妨害名譽 簽○ 黃○成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32368 過失傷害 簽○ 孫○添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32374 過失傷害 李○仁 張○瑋 起訴

雲 111 偵 32380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張○宇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32397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陶○人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32924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黃○豪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32928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簡○玫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緝 1911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李○儀 起訴

雲 111 調偵 879 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陳○晨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調偵 879 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陳○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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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111 調偵 879 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陳○春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撤緩 53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洪○名 撤銷緩起訴處分

楨 111 偵 35294 詐欺 簽○ 李○達 不起訴處分

潛 111 撤緩速偵 181 公共危險 雄高分檢 李○勝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撤緩速偵 181 公共危險 雄高分檢 李○勝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11 偵 30692 洗錢防制法等 歸仁分局 蔣○娟 不起訴處分

闕 111 偵 33218 洗錢防制法等 旗山分局 蔣○娟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偵 26849 詐欺 簽○ 謝○玟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偵 29956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劉○成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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