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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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 11706 槍砲彈刀條例 海偵鳳山緝隊 張○銘 不起訴處分

出 107 偵 12906 毒品防制條例 海偵鳳山緝隊 張○銘 起訴

出 107 偵續 50 偽造文書等 雄高分檢 陳李○蓮 起訴

出 108 偵 2706 槍砲彈刀條例 海委會海巡署 張○銘 不起訴處分

出 108 偵 2707 毒品防制條例 海委會海巡署 張○銘 起訴

出 108 偵 4842 偽造文書等 簽○ 陳○慈 起訴

出 108 毒偵 401 毒品防制條例 鹽埕分局 張○銘 起訴

巨 108 偵 1243 過失致死 左營分局 鄺○杰 起訴

玉 107 偵 12244 業務過失傷害 簽○ 吳○雄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50 肇事逃逸 旗山分局 楊○銘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62 過失傷害 國道五隊 許○捷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撤緩 202 公共危險 簽○ 張○翔 撤銷緩起訴處分

地 107 偵 10869 商標法 保二一03 楊○茵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5131 詐欺 橋頭地院 柯○宗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540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趙○賢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5491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陳○水 起訴

地 108 偵緝 161 毀損債權 岡山分局 黃○福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1032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杜○忠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1038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吳○銘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1039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謝○貴 起訴

地 108 毒偵 1040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汪○榮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毒偵 1041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陳○勝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1042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王○仁 起訴

地 108 毒偵 107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杜○忠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7 偵 12704 誣告 岡山分局 屈○文 不起訴處分

收 107 偵 12704 誣告 岡山分局 劉○華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偵 3603 竊盜 岡山分局 郭○麟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8 偵 3627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王○聖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偵 3627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王○懿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偵 4634 妨害名譽 簽○ 辛○琪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偵 4634 妨害名譽 簽○ 高○明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偵 4635 偽造文書等 簽○ 楊○屏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偵 1530 業務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許○湶 起訴

來 108 速偵 139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生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速偵 139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朱○勇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速偵 139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臧○凱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毒偵 360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李○耀 起訴

來 108 調偵 401 過失傷害 高市大社區所 范○毅 起訴

宙 107 偵 11674 詐欺 旗山分局 楊○蓁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1406 詐欺 臺灣高檢 蔣○南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468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隆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4689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蕭○修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4794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蕭○舜 緩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479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李○賢 緩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5408 毀棄損壞 岡山分局 邱○惠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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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 108 偵 549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廖○新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戒毒偵 1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丁○先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撤緩毒偵 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施○青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撤緩毒偵 7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輝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軍偵 62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戴○錡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毒偵 2844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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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1151 商標法 保二總隊 黃○君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撤緩毒偵 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杜○珊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撤緩毒偵 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忠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調偵 288 毀棄損壞 高市路竹區所 林○岑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0033 業務過失傷害 陳○琳 傅○鈞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偵 13071 詐欺 臺灣高檢 余○哲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醫偵 25 業務過失致死 黃○娥 黃○傑 不起訴處分

為 107 醫偵 25 業務過失致死 黃○娥 丁○明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3306 侵占 屏東分局 張○雯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速偵 1386 不能安全駕駛 六龜分局 陳○順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醫偵 3 業務過失傷害 簽○ 蔡○洲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撤緩 20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珠 撤銷緩起訴處分

為 108 撤緩 20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黃○程 撤銷緩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3188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曾○琳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3485 公共危險等 岡山分局 方○斌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3506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林○明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4108 公共危險等 仁武分局 吳○益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4251 傷害 左營分局 趙○睿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4251 傷害 左營分局 李○川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4251 傷害 左營分局 張○傑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5153 妨害名譽 簽○ 陳○森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速偵 138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米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速偵 138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炫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速偵 138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賴○南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39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吳○慧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39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王○燁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39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吳○怡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39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朱○沅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394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39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馮○翰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調偵 440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大社區所 洪○鴻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7 偵緝 571 公共危險等 高雄保大 吳○添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358 妨害自由等 鐵警高雄 林○緯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4612 偽證 簽○ 陳○怡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4613 偽證 簽○ 陳○怡 緩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4742 竊盜 岡山分局 趙○榮 起訴

結 108 偵緝 10 偽造有價證券等 高雄保大 夏○偉 起訴

結 108 偵緝 18 公共危險等 楠梓分局 張○澤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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