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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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 2257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蘇○益 起訴

出 108 偵 225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蘇○雅 起訴

出 108 毒偵 750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蘇○益 起訴

出 108 毒偵 751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蘇○雅 起訴

玄 108 偵 3250 毀棄損壞 雄高分檢 邱○姝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3717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陳○正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373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謝○水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3815 詐欺 林○惠 李○明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3815 詐欺 林○惠 李○德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4463 詐欺 簽○ 郭○華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4460 妨害自由 仁武分局 林○璋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4460 妨害自由 仁武分局 簡○興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628 侵占 簽○ 林○梅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628 侵占 簽○ 易○珮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629 著作權法 簽○ 張○英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629 著作權法 簽○ 劉○香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631 誣告 簽○ 薛○芳 起訴

玉 108 偵 632 偽造文書等 簽○ 孫○茹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646 妨害自由 簽○ 莊○壹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629 過失傷害 楊○嬌 盧○銘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3894 妨害名譽 簽○ 王○梁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3906 詐欺 橋頭地院 董○傑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4335 竊盜 岡山分局 馮○彰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98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昌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03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霓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13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花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16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裕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17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地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17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曾○彬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17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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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速偵 1173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吳○旺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174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李○香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17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王○智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17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高○軒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17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楊○惠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117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簡○源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調偵 170 過失傷害 高市橋頭區所 陳○蘭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調偵 316 過失傷害 高翊○等 蘇○潔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調偵 340 竊盜 高市岡山區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調偵 356 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羅○濱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231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紀○美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緝 144 竊盜 鼓山分局 吳○紘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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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08 調偵 304 傷害 高市旗山區所 陳○吉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調偵 304 傷害 高市旗山區所 黃○鈜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調偵 304 傷害 高市旗山區所 姚○玉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調偵 304 傷害 高市旗山區所 蕭○源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毒偵 537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翁○璘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撤緩毒偵 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翁○璘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撤緩毒偵 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榮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偵 5458 詐欺 岡山分局 張○忠 不起訴處分

珍 107 偵 4426 過失致死 湖內分局 張○輝 不起訴處分

珍 107 偵 6362 過失致死 簽○ 張○輝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367 竊盜 左營分局 張○豐 起訴

珍 108 偵 2864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杜○萱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2881 賭博 北斗分局 江○美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速偵 120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平 緩起訴處分

致 107 偵 12590 護照條例 臺灣高檢 蕭○萍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7 偵緝 406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陳周○葉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致 108 偵 3154 傷害 劉○慧 王○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7 少偵緝 1 竊盜 楠梓分局 沈○軒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2007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邱○瑜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107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潘○緒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1078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劉宏○隆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107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鍾○鴻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108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林○寶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108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葉○基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108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虹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108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崙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1084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明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108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宋○山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108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修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調偵 369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余○鳳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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