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玄 107 偵 12953 詐欺 臺灣高檢 林○紅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12994 詐欺 仁武分局 林○逸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13051 詐欺 仁武分局 卓○吉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毒偵 233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劉○和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毒偵 2862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蔡○祥 起訴

玄 107 軍毒偵 5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蕭○軍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151 詐欺 臺灣高檢 戴○誠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906 詐欺 臺灣高檢 鄭○祥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683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古○蘭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69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洪○耀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214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東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2148 詐欺 楠梓分局 楊○宇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2176 詐欺 仁武分局 林○逸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2177 詐欺 仁武分局 林○逸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328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T○AN

VAN LUU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緝 106 妨害兵役條例 言詞○首 陳○福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7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梁○欽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26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曾○霖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撤緩毒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忠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撤緩毒偵 3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誠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調偵 144 詐欺 高市大寮區所 紀○廷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撤緩 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施○秀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撤緩 104 公共危險 簽○ 楊○聰 撤銷緩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7425 過失致死 岡山分局 廖○霏 起訴

列 107 偵 12080 妨害名譽 鐵警高雄 林○緯 起訴

列 107 調偵 727 重傷害 高市桃源區所 范○強 起訴

列 108 偵 361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賴○慈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361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吳○昶 起訴

列 108 速偵 105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安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調偵 115 侵占 高市仁武區所 張○庭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928 侵占 簽○ 鄭○蓓 不起訴處分

宇 107 偵 9805 詐欺 仁武分局 黃○維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1541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許○福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1950 詐欺

磐○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代表人林仁

發）

吳○萌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3145 肇事逃逸等 李○宜
H○ANG

VAN SON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呂 108 速偵 939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黃○珠 緩起訴處分

呂 108 速偵 1001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蕭○文 緩起訴處分

來 106 偵 8667 公共危險等 左營分局 林○瑋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撤緩 135 公共危險 簽○ 許○暄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1176 商標法 保二總隊 李○怡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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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 108 偵 328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博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3766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蔡○如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3775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吳○錞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3778 妨害名譽 岡山分局 謝○軒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3809 詐欺 臺灣高檢 熊○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3814 毀損債權 簽○ 王○益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毒偵 33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林○清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毒偵 460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源 起訴

宙 108 毒偵 536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鍾○中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毒偵 538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薛○宗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毒偵 545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源 起訴

河 108 偵 250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蔡○榮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偵 2875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陳○傑 起訴

河 108 偵 2924 過失傷害 保二四03 陳○儀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緝 168 傷害 高雄保大 温○芬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速偵 105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旺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7 偵 7081 詐欺 岡山分局 謝○霖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7081 詐欺 岡山分局 邱○娟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8179 妨害自由等 左營分局 潘○福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8179 妨害自由等 左營分局 黃○渝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10725 妨害自由 岡山分局 李○龍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855 個人資料保護 雄高分檢 吳○雅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偵 2724 詐欺等 羅○聰 馮林○珍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2724 詐欺等 羅○聰 馮○婷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2724 詐欺等 羅○聰 馮○文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2724 詐欺等 羅○聰 馮○山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速偵 1002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邱○維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1003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曾○明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100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貴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100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柯○俊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速偵 100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郭○政 緩起訴處分

雨 108 速偵 100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顏○得 緩起訴處分

雨 108 速偵 107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范○偉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調偵 74 過失傷害 高市橋頭區所 謝○瑨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調偵 240 著作權法 高市楠梓區所 林○甫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461 詐欺 岡山分局 林○益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30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張○忠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554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葛○豪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偵 3913 竊盜 仁武分局 趙○章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101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楊○安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105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益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7 偵緝 656 詐欺 楠梓分局 蔡○蘋 不起訴處分

陽 107 偵緝 674 詐欺 高雄保大 林○宗 不起訴處分

陽 107 調偵 983 傷害等 高市前鎮區所 吳○全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8 偵緝 109 詐欺 南市刑大 陳○明 不起訴處分

歲 107 毒偵 225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廖○志 不起訴處分

歲 108 偵 2035 詐欺等 楠梓分局 李○振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速偵 104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金○欽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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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108 速偵 107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溫○翔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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