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玄 108 毒偵 90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汪○榮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994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汪○榮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4184 業務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歐○昌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速偵 1402 不能安全駕駛 湖內分局 蔡○俊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03 不能安全駕駛 旗山分局 劉○永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04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劉○雄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05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林○復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06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陳○光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07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江○嶧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08 不能安全駕駛 岡山分局 陳○豐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09 不能安全駕駛 旗山分局 林○雲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10 不能安全駕駛 旗山分局 謝○謙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1411 不能安全駕駛 旗山分局 楊○安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739 竊盜 湖內分局 謝○飄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偵 1776 竊盜 左營分局 蕭○德 起訴

列 108 偵 1818 詐欺 臺灣高檢 陳○妏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1368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許○文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136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朱○清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137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黃○偉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37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鍾○融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37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游○愽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7 毒偵 2931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林○源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1964 竊盜 湖內分局 羅○合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4372 毀棄損壞 左營分局 林○錚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509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郭○誠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540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霖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毒偵 641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李○明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658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羅○合 起訴

地 108 毒偵 714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徐○明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721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楊○晴 不起訴處分

律 107 偵 12855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黃○潔 起訴

律 107 毒偵 2072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邱○鍔 起訴

律 108 偵 718 詐欺 湖內分局 蕭○榮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緝 37 竊盜 高市警局 利○昌 起訴

律 108 撤緩偵 107 公共危險 簽○ 夏○鴻 起訴

律 108 撤緩偵 108 公共危險 簽○ 周○蘭 起訴

律 108 撤緩偵 109 公共危險 簽○ 李○訓 起訴

律 108 撤緩 210 公共危險 簽○ 王○明 撤銷緩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283 傷害 仁武分局 顏○寬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283 傷害 仁武分局 成○清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283 傷害 仁武分局 黃○霆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756 過失傷害 簽○ 方○均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2805 傷害 旗山分局 宋○恩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2805 傷害 旗山分局 邱○杰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2805 傷害 旗山分局 董○成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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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108 偵 2828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蔡謝○清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2828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簡○琴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4089 竊盜 仁武分局 邱○雄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4120 傷害 左營分局 竇○華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4120 傷害 左營分局 張○禮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4743 竊盜 仁武分局 曾○川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偵 4744 竊盜 仁武分局 曾○川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7 偵 5721 業務過失致死等 簽○ 羅○原 起訴．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4297 偽造文書等 陳○福 江○山 起訴

致 108 偵 1477 妨害公務 湖內分局 蘇○靜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偵 3365 兒少性剝削 芳苑分局 郭○志 緩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3510 肇事逃逸 仁武分局 呂○璋 起訴

致 108 偵 3645 兒少性剝削 湖內分局 郭○志 緩起訴處分

致 108 調偵 438 肇事逃逸 高市楠梓區所 曾○琴 不起訴處分

結 107 偵 10301 藥事法 臺灣高檢 鄒○美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速偵 136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郭○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速偵 136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李○勳 緩起訴處分

歲 108 撤緩 20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光 撤銷緩起訴處分

歲 108 撤緩 2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孫○一 撤銷緩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2699 過失致死 簽○ 李○豐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4508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怡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121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尤○成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1279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李○學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調偵 367 過失致死 高市彌陀區所 李○豐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調偵 368 過失傷害 高市旗山區所 陳○瑀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調偵 375 過失傷害 高市大樹區所 王○霖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調偵 375 過失傷害 高市大樹區所 趙○邦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調偵 376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張○雄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調偵 376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洪○琪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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