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出 107 毒偵 2809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凱 起訴

出 108 速偵 42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林○弘 緩起訴處分

巨 107 偵 9646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莊○任 起訴

成 108 速偵 405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黃○琪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444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歐○福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44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鐘○淮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44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潘○來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44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曾○文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44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劉○強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速偵 44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遠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速偵 45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饒○俊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速偵 45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余○毅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45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杜○穫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453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王○鳳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7 毒偵 261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楊○傑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7 毒偵 2689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莊○城 緩起訴處分

宙 107 毒偵 296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董○吉 緩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531 詐欺 岡山分局 臧○萱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緝 38 詐欺 高市警局 利○昌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撤緩 26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忠 撤銷緩起訴處分

金 107 撤緩 4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彰 撤銷緩起訴處分

金 107 撤緩 42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彰 撤銷緩起訴處分

金 107 撤緩 4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彰 撤銷緩起訴處分

金 107 撤緩 4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彰 撤銷緩起訴處分

金 108 撤緩 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杜○珊 撤銷緩起訴處分

金 108 撤緩 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彰 撤銷緩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6229 詐欺 臺灣高檢 李○緯 起訴

洪 107 偵 6230 詐欺 臺灣高檢 李○緯 起訴

洪 107 偵 8539 詐欺 信義分局 李○緯 起訴

洪 107 偵 8760 詐欺 臺灣高檢 劉○軒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8967 詐欺 臺灣高檢 梁○旭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1679 詐欺 臺灣高檢 李○緯 起訴

洪 107 偵 11681 詐欺 臺灣高檢 李○緯 起訴

洪 107 偵 13021 商標法 保二一03 許○依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3112 竊盜 左營分局 花○琳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3113 竊盜 左營分局 花○琳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3114 竊盜 左營分局 王○銘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3115 竊盜 左營分局 葉○樺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3119 竊盜 左營分局 王○軒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3121 竊盜 左營分局

M○

NLLOR

YIN

BELINDA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3133 竊盜 左營分局 酆○民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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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7 偵 13142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傅○正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720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謝○瑀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偵 10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薛○宏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11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詹○勲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154 詐欺 簽○ 李○緯 起訴

為 107 偵 6863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余○柱 起訴

為 107 偵 7489 肇事逃逸等 仁武分局 陳○忠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8256 肇事逃逸等 仁武分局 馬○衛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9596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黃○ 起訴

為 107 偵 11975 肇事逃逸等 仁武分局 方○行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2904 竊盜 岡山分局 林○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速偵 39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巫○飛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速偵 40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鍾○鈺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調偵緝 1 肇事逃逸等 雄高分檢 周○勇 不起訴處分

秋 107 偵 11908 妨害自由等 仁武分局 陳○洋 不起訴處分

秋 107 毒偵 270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化分局 李○昌 起訴

秋 108 速偵 40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蘇○智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毒偵 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李○昌 起訴

秋 108 毒偵 16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方○傑 起訴

秋 108 毒偵 166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劉○正 起訴

秋 108 毒偵 167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林○叡 起訴

秋 108 毒偵 168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李○昌 起訴

秋 108 毒偵 169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蕭○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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