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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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5 詐欺 臺灣高檢 廖○惟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0845 詐欺 岡山分局 劉○佑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2487 妨害性自主罪 高市婦隊
3○45-

107329Z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327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吳○輝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373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李○源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374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張○祥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3986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潘○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4675 詐欺 岡山分局 翁○菲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4811 侵占 蘇曾○娥 蘇曾○鴦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549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孫○茂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301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盧○豪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402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邱○聰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51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江○文 起訴

玄 108 毒偵 666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立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667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立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69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黃○立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72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朱○吉 起訴

玉 107 偵 5260 詐欺 仁武分局 李○豪 起訴

玉 107 偵 7813 業務過失致死 戴○生 楊○雄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7813 業務過失致死 戴○生 許○齊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7813 業務過失致死 戴○生 李○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942 背信等 簽○ 何○陵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5199 竊盜 岡山分局 林○全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49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張○秀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5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鐘○湖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145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安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5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恩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53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林○喜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5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黃○洲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5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郭○峰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56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陳○益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5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吳○禮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1458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李○蓉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偵 4372 銀行法 臺灣高檢 潘○興 起訴

光 107 偵 6224 銀行法 臺灣高檢 潘○興 起訴

列 107 調偵續 12 公共危險 雄高分檢 張○輝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961 侵占 左營分局 黃○傑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568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楊○得 起訴

列 108 偵 5137 業務過失傷害 簽○ 李○諭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撤緩偵 106 公共危險 簽○ 吳○豐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調偵 116 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余○萱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調偵 226 傷害 高市橋頭區所 張○銘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調偵 381 業務過失致死 高市左營區所 蔡○元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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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8 調偵 382 業務過失致死 高市左營區所 蔡○元 起訴

列 108 調偵 439 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呂○霖 不起訴處分

地 107 軍偵 105 竊盜等 左營分局 黃○銘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3744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卓○國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4388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朱○民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4688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廖○明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4799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陳○雪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5082 侵占 仁武分局 黃○汝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549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N○UYEN

VAN

THUC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5803 不能安全駕駛 楠梓分局 連○林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緝 84 妨害兵役條例 雄高分檢 吳○浩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毒偵 621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邱○清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毒偵 67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華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毒偵 9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章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9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1125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陳○志 起訴

地 108 毒偵 1126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劉○逢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1127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潘○國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毒偵 1128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謝○斌 起訴

地 108 毒偵 1129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王○吉 起訴

地 108 戒毒偵 1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蘇○軒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1447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潘○恩 緩起訴處分

來 107 偵 12374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邱○宇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3673 詐欺 左營分局 藍○和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470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陳○騏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5237 詐欺 簽○ 郭○富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549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川 起訴

宙 108 毒偵 24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黃○奕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毒偵 49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國 起訴

宙 108 毒偵 9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池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毒偵 997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陳○元 起訴

宙 108 毒偵 1117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孫○豪 起訴

宙 108 毒偵 114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蔡○宇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撤緩毒偵 7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國 起訴

宙 108 撤緩毒偵 7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奕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撤緩毒偵 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奕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偵 3032 侵占 雄高分檢 浦○發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12432 侵占 簽○ 浦○發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3668 詐欺等 岡山分局 朱○華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3668 詐欺等 岡山分局 鄭○辰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370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葉○源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4000 詐欺 臺灣高檢 葉○福 起訴

金 108 偵 44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宋○輝 起訴

金 108 毒偵 30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宋○輝 起訴

金 108 毒偵 73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莊○星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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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8 毒偵 788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李○耀 起訴

雨 107 偵 11124 妨害公務 楠梓分局 柳○馨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249 傷害等 岡山分局 林○惠 起訴

雨 108 偵 1473 妨害自由等 岡山分局 陳○彥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742 賭博 高市刑大 陳○壯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偵 4760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蘇○明 起訴

律 107 偵 7485 妨害自由 仁武分局 駱○裕 不起訴處分

律 107 偵 8731 重利 臺灣高檢 高○傑 不起訴處分

律 107 偵 9167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邱○鍔 起訴．不起訴處分

律 107 偵 12060 毒品防制條例 南三分局 蔡○智 起訴

律 108 偵 229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莊○霖 起訴

律 108 偵 1103 妨害名譽 楠梓分局 黎○胤 起訴

律 108 偵 1364 毒品防制條例 南三分局 蔡○智 起訴

律 108 偵 5365 區域計畫法 簽○ 李○相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偵 5366 區域計畫法 簽○ 劉○麵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偵 5367 區域計畫法 簽○ 謝○城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3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劉○佑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3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杰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3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鐘○綱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3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3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圻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3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王○峰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40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劉○麟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4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鐘○祥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4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章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44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余○菱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調偵 458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呂○壇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調偵緝 6 妨害自由等 高市阿蓮區所 林○瑋 起訴

洪 107 偵 10356 詐欺 臺灣高檢 黃王○菱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緝 546 詐欺 楠梓分局 黃王○菱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緝 547 詐欺 楠梓分局 黃王○菱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34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潘○枝 起訴

洪 108 毒偵 9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堂 起訴

洪 108 毒偵 93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蕭○毅 起訴

洪 108 毒偵 955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蕭○毅 起訴

洪 108 毒偵 1001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賓 起訴

洪 108 毒偵 1002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賓 起訴

洪 108 毒偵 114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梁○森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偵 1929 妨害自由 簽○ 郭○豪 起訴

致 108 偵 1929 詐欺等 簽○ 郭○瑛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2340 妨害婚姻 岡山分局 蔡○叡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3466 家庭暴力防治 旗山分局 王○忠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3537 妨害家庭 仁武分局 廖○頡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3658 業務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廖○榮 起訴

致 108 偵 5323 性犯罪防治法 簽○ 謝○彥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偵緝 207 家庭暴力防治 旗山分局 鍾○本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偵 2024 家庭暴力防治 楠梓分局 黃○豪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2806 妨害名譽 旗山分局 游○印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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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108 偵 5063 妨害婚姻 簽○ 謝○豪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5063 妨害婚姻 簽○ 伍○君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565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林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1424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陳○隆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142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孫○澤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142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展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142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仁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3192 過失傷害 陳○齊 吳○純 起訴

張 108 偵 3318 藥事法 左營分局 林○詳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3526 竊盜等 岡山分局 李○益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3526 竊盜等 岡山分局 黃○愷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調偵 419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呂○豪 起訴

淡 108 偵 1884 區域計畫法 簽○ 許○紅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885 區域計畫法 簽○ 何○隆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2587 區域計畫法 簽○ 許○源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25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居 起訴

淡 108 偵 2590 區域計畫法 簽○ 曾○清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499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劉○居 起訴

淡 108 偵 5159 區域計畫法 簽○ 黃○和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5160 區域計畫法 簽○ 陳○樑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5161 區域計畫法 簽○ 劉○春 起訴

淡 108 偵 5162 區域計畫法 簽○ 蔣○泰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5163 區域計畫法 簽○ 王宋○娣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5164 區域計畫法 簽○ 陳○澤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5165 區域計畫法 簽○ 郭○文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5166 區域計畫法 簽○ 朱黃○節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96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劉○居 起訴

陽 108 偵 4596 竊盜 三民二局 曾○貴 起訴

陽 108 速偵 150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潘○成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8 調偵 355 過失傷害 高市仁武區所 王○順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調偵 355 過失傷害 高市仁武區所 謝○螢 不起訴處分

稱 107 偵 10761 妨害自由等 楠梓分局 胡○銘 起訴．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5374 賭博 雄高分檢 邱○憲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調偵 215 妨害名譽 高市路竹區所 劉○均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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