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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7偵 846肇事逃逸 金湖分局 謝○衣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889詐欺 金城分局 曠○富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890過失傷害 金城分局 蔡○新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964偽證 檢察官簽分 符○山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964偽證 檢察官簽分 劉○勝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965妨害名譽 檢察官簽分 楊○凱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968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何○泉 緩起訴處分

仁 107軍調偵 3傷害 金門金寧鄉所 洪○謙 不起訴處分

仁 107軍調偵 3傷害 金門金寧鄉所 鄭○博 不起訴處分

公 107偵 669妨害名譽 最高檢察署 李○嘉 不起訴處分

公 107偵 832誣告 金縣刑大 唐○芳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844竊盜 金湖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7偵 845不能安全駕駛 金湖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7偵 862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柯○鵬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7偵 864竊佔 金城分局 王○文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7偵 899槍砲彈刀條例 金湖分局 陳○瑋 緩起訴處分

平 107偵 670詐欺 金城分局 歐陽○穎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761妨害名譽 金縣刑大 呂○凱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07家庭暴力防治 金湖分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10家庭暴力防治 金城分局 余○玲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10家庭暴力防治 金城分局 蔡○強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偵 853妨害名譽 最高檢察署 許○宇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03妨害名譽 金湖分局 黃○團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42妨害名譽 金城分局 楊○相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42妨害名譽 金城分局 楊○榮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50詐欺 金城分局 鍾○怡 緩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58竊盜 金高分檢 謝○忠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偵 966傷害 金城分局 邵○海 不起訴處分

平 107撤緩偵 19賭博 檢察官簽分 歐陽○穎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調偵 81著作權法 北市中正區所
台○好創意發展

股份有限公司
不起訴處分

平 107調偵 81著作權法 北市中正區所 張○山 不起訴處分

平 107調偵 81著作權法 北市中正區所 湯○中 不起訴處分

平 107調偵 106妨害名譽 金門金寧鄉所 陳○蓁 不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5妨害投票 檢察官 蔡○鈴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5選舉罷免法 檢察官 楊○造 起訴

平 107選偵 11選舉罷免法 檢察官 許○松 起訴

平 107選偵 13妨害投票 金縣刑大 蔡○冠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13妨害投票 金縣刑大 蔡○秩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13妨害投票 金縣刑大 蔡○真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13妨害投票 金縣刑大 蔡許○治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13選舉罷免法 金縣刑大 許○松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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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107選偵 14妨害投票 福建調查處 李○珊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14妨害投票 福建調查處 蔡○鈴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14選舉罷免法 福建調查處 楊○造 起訴

平 107選偵 18妨害投票 檢察官 洪○樑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21選舉罷免法 金縣刑大 楊○造 起訴

仁 107偵 911竊盜 金城分局 翁○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946詐欺 金城分局 陳○宇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946詐欺 金城分局 董○辰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7偵 960公共危險 金城分局 蔡○盛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續 4詐欺 金高分檢 劉○珍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緝 14詐欺 航高分局 倪○傑 不起訴處分

仁 107毒偵 119毒品防制條例 金門監獄 林○麒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7選偵 8妨害投票 檢察官 陳○怡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8選舉罷免法 檢察官 王○羨 起訴

仁 107選偵 8選舉罷免法 檢察官 李○詩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19妨害投票 金城分局 陳○怡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19選舉罷免法 金城分局 王○羨 起訴

仁 107選偵 19選舉罷免法 金城分局 李○詩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40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賴○誠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42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錢○泰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46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吳○子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47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劉○豐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49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林○傑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50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郭○全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51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錢○丞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52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陳○吉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53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陳○弘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54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陳○典 緩起訴處分

仁 107選偵 55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林○偉 緩起訴處分

仁 107偵 501廢棄物清理法 金湖分局 王○偉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501廢棄物清理法 金湖分局 徐○文 緩起訴處分

仁 107偵 501廢棄物清理法 金湖分局 黃○霖 緩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85詐欺 金城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偵 939詐欺 金湖分局 涂○慈 不起訴處分

平 107毒偵 117毒品防制條例 金城分局 陳○生 不起訴處分

平 107調偵 48妨害自由 金門金城鎮所 劉○珍 不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20選舉罷免法 金湖分局 陳○禾 不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20選舉罷免法 金湖分局 蔣○華 不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20選舉罷免法 金湖分局 鄭○駿 不起訴處分

平 108偵 3不能安全駕駛 金湖分局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偵緝 1國家安全法 檢察官簽分 王○鋒 不起訴處分

仁 108毒偵緝 2毒品防制條例 檢察官簽分 許○仁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撤緩偵

緝
1偽造文書 檢察官簽分 陳○達 不起訴處分

公 107偵 908詐欺 金城分局 邱○娜 不起訴處分

公 108偵 35公共危險 金城分局 蔡○慶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8偵 36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蘇○佑 緩起訴處分

公 108偵 40傷害 檢察官簽分 檀○福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67竊盜 金城分局 陳○連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67竊盜 金城分局 董○美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續 12竊盜 金高分檢 林○呈 緩起訴處分

平 107軍調偵 4妨害自由 金門金湖鎮所 林○甫 不起訴處分

平 108偵 8竊盜 金城分局 孫○穎 緩起訴處分

平 108偵 17不能安全駕駛 金湖分局 陳○祥 緩起訴處分

平 108撤緩偵 1對未成年性交 檢察官 蔡○駿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8毒偵緝 1毒品防制條例 金城分局 洪○權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毒偵 116毒品防制條例 金城分局 李○旭 緩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3選舉罷免法 金城分局 李○憲 不起訴處分

平 108偵 54妨害婚姻 胡○紋 高○揚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8撤緩 3不能安全駕駛 檢察官簽分 柯○鵬 緩起訴處分

公 108偵 71侵占 高港總隊 戴○如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924竊佔 金湖分局 洪○諒 不起訴處分

仁 107偵 953家庭暴力防治 金城分局 林○崴 不起訴處分

仁 108偵 16臺灣大陸條例 金城分局 陳○櫻 緩起訴處分

仁 108偵 50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倪○正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撤緩 1毒品防制條例 檢察官簽分 吳○鎮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撤緩 2毒品防制條例 檢察官簽分 吳○鎮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7調偵 96過失傷害 金門金城鎮所 陳○義 不起訴處分

平 108偵 28電信法 金縣刑大 林○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8調偵 6過失傷害 金門金寧鄉所 李○源 不起訴處分

仁 107毒偵 109毒品防制條例 金湖分局 張○倫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偵 14過失傷害 金湖分局 張○南 不起訴處分

仁 108偵 19國家安全法 海巡金馬09隊 黃○雄 緩起訴處分

仁 108偵 21不能安全駕駛 金湖分局 呂○曜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偵 22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成○輝 緩起訴處分

仁 108偵 27不能安全駕駛 金湖分局 吳○宏 緩起訴處分

仁 108偵 33業務過失傷害 檢察官簽分 楊○生 不起訴處分

仁 108偵 42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李○婷 緩起訴處分

仁 108偵 43國家安全法 海巡金馬09隊 林○南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偵 70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翁○學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偵 77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吳○發 緩起訴處分

仁 108偵 78不能安全駕駛 金縣刑大 翁○生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毒偵 5毒品防制條例 金湖分局 張○倫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撤緩毒

偵
1毒品防制條例 檢察官 黃○鴻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調偵 4過失傷害 金門金城鎮所 辛○明 起訴

公 107偵 580動物傳染防治 金縣刑大 吳○慶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580動物傳染防治 金縣刑大 陳○軍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580動物傳染防治 金縣刑大 賴○宇 緩起訴處分

公 108偵 39國家安全法 海巡偵防分署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8偵 92不能安全駕駛 金湖分局 李○輝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撤緩 4公共危險 金門地檢 許○權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8偵 15竊盜 金城分局 袁○興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8選偵 64妨害投票 金城分局 陳○君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552偽造文書 金縣刑大 李○鵬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552偽造文書 金縣刑大 李○盈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03詐欺 金縣刑大 吳○蓮
不起訴.緩起訴處

分

平 107偵 803詐欺 金縣刑大 陳○信
不起訴.緩起訴處

分

平 107偵 803詐欺 金縣刑大 謝○懿
不起訴.緩起訴處

分

平 107偵 902詐欺 高港總隊 許○琦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02詐欺 高港總隊 蔡○和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951毒品防制條例 金城分局 李○旭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緝 41毒品防制條例 金縣刑大 鄭○勇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緝 55詐欺 臺中地檢 黃○傑 緩起訴處分

平 107調偵 108傷害 金門金城鎮所 吳○源
聲請簡易判決．

不起訴

平 108偵 58不能安全駕駛 金縣刑大 周○宗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8偵 61不能安全駕駛 金縣刑大 卓○霖 緩起訴處分

平 108偵 62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洪○泉 緩起訴處分

平 108偵 79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廖○良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8偵 85不能安全駕駛 金縣刑大 吳○強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8偵 98不能安全駕駛 金湖分局 黃○金 緩起訴處分

平 108撤緩偵 2竊盜 檢察官簽分 朱○煌 聲請簡易判決

公 107偵 930偽造文書 海巡偵防分署 蔡○傳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931偽造文書 海巡偵防分署 黎○禧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932偽造文書 海巡偵防分署 盧○祥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933偽造文書 海巡偵防分署 楊○成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934偽造文書 海巡偵防分署 陳○源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935偽造文書 海巡偵防分署 楊○水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936偽造文書 海巡偵防分署 黃○圳 緩起訴處分

公 107偵 937偽造文書 海巡偵防分署 徐○潔 緩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01政府採購法 金縣刑大 李○平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01政府採購法 金縣刑大 蘇○榮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58政府採購法 檢察官簽分
北○捷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 858政府採購法 檢察官簽分
南○捷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
不起訴處分

平 107偵緝 43毒品防制條例 金縣刑大 鄭○勇 起訴

平 107選偵 17選舉罷免法 金城分局 許○珠 不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88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潘○香 不起訴處分

平 107選偵 89妨害投票 金湖分局 莊○峰 不起訴處分

平 108偵 57不能安全駕駛 金湖分局 呂○耀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8偵 110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吳○勳 聲請簡易判決

平 108偵 114不能安全駕駛 金城分局 許○傑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