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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判例/決 

(說明：收錄 90 年至 96 年之有關判決) 

 

判例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5 年度急搜字第 1號 

93 年台上字第 1631 號 94 年台上字第 5479 號 

92 年台上字第 2574 號 94 年台上字第 4694 號 

90 年台上字第 443 號 94 年台上字第 3703 號 

判決 94 年台上字第 2874 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6 年度抗字第

584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47 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6 年度抗字第

470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42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年度急搜字第41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38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年度急搜字第38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33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年度急搜字第37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29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年度急搜字第36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24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年度急搜字第31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13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年度急搜字第29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9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6年度急搜字第13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4 年度急搜字第 6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6 年度急搜字第 8號 臺灣高等法院 93 年上訴字第 374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6 年度急搜字第 1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93年上訴字第1161

號 

臺灣高等法院 95 年上訴字第 402 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年上訴字第 212

號 

臺灣高等法院 95 年上更(一)字第 398 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年度抗字第 47

號 

臺灣高等法院 95 年上更(二)字第 744 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3 年度抗字第 203

號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15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77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68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68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64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55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6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51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54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45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53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41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51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36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35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2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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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27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21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17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16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14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10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13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8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5年度急搜字第1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2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5 年度急搜字第 3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3 年度急搜字第 1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2 年度抗字第

885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1 年度急搜字第 16 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92 年度急搜字第 2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1 年度急搜字第 2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2 年度抗字第 67

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0 年度抗字第 203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年度急搜字第65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 年度抗字第 112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年度急搜字第6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159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年度急搜字第56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157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年度急搜字第48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130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年度急搜字第45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105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年度急搜字第23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80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2年度急搜字第1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67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2 年度急搜字第 6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62 號 

臺灣高等法院 91 年上更(一)字第 894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42 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91年度急搜字第15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31 號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91 年度急搜字第 8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22 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1 年度抗字第 63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21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1年度急搜字第87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20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1年度急搜字第77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19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1年度急搜字第7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17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1年度急搜字第66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15 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1年度急搜字第43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9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91年度急搜字第40號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90 年度急搜字第 8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