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出 108 速偵 4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洪○義 緩起訴處分

出 108 速偵 5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闕○中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5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定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5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夏○如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6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榮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6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6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速偵 6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春 緩起訴處分

出 108 速偵 6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吳○原 緩起訴處分

出 108 速偵 6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正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毒偵 1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謝○蓉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偵 6422 偽造文書 簽○ 林○榮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6423 偽造文書 簽○ 林○榮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緝 579 肇事逃逸等 楠梓分局 陳○昌 起訴

玉 108 速偵 3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張○志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56 竊盜 高雄保大 林○翔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偵 3370 政府採購法 簽○
寬○營造

公司
起訴

光 107 偵 3370 政府採購法 簽○ 林○賜 起訴

光 107 偵 3370 政府採購法 簽○ 方○堯 起訴

光 107 偵 11073 妨害自由 左營分局 潘○筠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1073 妨害自由等 左營分局 許○炫 起訴．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1880 傷害 岡山分局 林○淑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46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洪○家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偵 12597 公然侮辱 陳○旺 陳○偉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600 政府採購法 簽○
正○企業

有限公司
起訴

光 107 偵 12601 恐嚇等 簽○ 沈○軒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601 恐嚇等 簽○ 戴○瑄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603 偽造文書 陳○玲 王○能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604 竊佔 廖○兒 顧○平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緝 657 竊盜 自動○案 謝○偉 起訴

光 107 偵緝 668 竊盜 文山一局 鄭○瑋 起訴

光 108 偵緝 2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蘇○春 起訴

光 108 速偵 1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侯○瑩 緩起訴處分

宙 107 毒偵 2521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毅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7 毒偵 2780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鄭○澤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7 毒偵 288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唐○俊 起訴

宙 107 毒偵 294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林○暐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撤緩毒偵 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童○榮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7 偵 9521 業務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黃○璋 起訴

雨 107 偵 9568 公共危險等 楠梓分局 趙○豪 起訴．不起訴處分

雨 107 速偵 360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太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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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7 偵 12411 過失傷害 何郭○央 蘇○雅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速偵 358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劉氏○科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速偵 358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鄭○富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速偵 3590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高○生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7 速偵 359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蘇○麟 緩起訴處分

為 107 速偵 3592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李○靖 緩起訴處分

為 107 速偵 359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雄 緩起訴處分

為 107 速偵 3594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林○財 緩起訴處分

為 107 速偵 3595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林○生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速偵 4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富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撤緩 1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朱○清 撤銷緩起訴處分

珍 107 偵 9252 竊盜 仁武分局 黃○壹 起訴

珍 107 偵 10456 竊盜 左營分局 張○豐 起訴

珍 107 偵 11713 竊盜 左營分局 張○豐 起訴

珍 107 少偵 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Ｏ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偵 9067 偽造文書 簽○ 王○樺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選偵 22 選舉罷免法 仁武分局 沈黃○珠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選偵 22 選舉罷免法 仁武分局 沈○銘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選偵 22 選舉罷免法 仁武分局 鄭○盛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選偵 59 選舉罷免法 簽○ 沈黃○珠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選偵 59 選舉罷免法 簽○ 沈○銘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選偵 59 選舉罷免法 簽○ 鄭○盛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27 性騷擾防治法 曹○胤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速偵 3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翁○生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速偵 55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邱○誠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撤緩 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嘉 撤銷緩起訴處分

結 108 撤緩 2 公共危險 簽○
N○UYEN

THE VIET
撤銷緩起訴處分

結 108 撤緩 1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煜 撤銷緩起訴處分

歲 107 毒偵 2121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邱○蘭 不起訴處分

歲 107 毒偵 2769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吳○燕 起訴

歲 108 速偵 1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楊○真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速偵 39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黃○芳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毒偵 8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蘇○忠 起訴

歲 108 毒偵 9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吳○燕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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