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冬 108 偵 5220 過失傷害 簽○ 李○儒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5377 藥事法 臺灣高檢 阮○敏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5644 藥事法 左營分局 勞○紳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5665 個人資料保護法 臺灣高檢 謝○翔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6410 著作權法 簽○ 賴○芳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調偵 311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凌○世 起訴

冬 108 調偵 412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莊○良 起訴

冬 108 調偵 469 過失傷害 高市美濃區所 王○楙 起訴

巨 107 偵 9605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王○元 起訴

巨 107 偵 9605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吳○毅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5659 竊盜 湖內分局 李○運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5659 竊盜 湖內分局 劉○垣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5862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郭○勳 起訴

巨 108 偵 5917 妨害自由等 仁武分局 林○庭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5917 傷害 仁武分局 陳○宏 起訴

巨 108 偵 6668 肇事逃逸等 仁武分局 李○雄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6692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陳○庭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6927 竊盜 鐵警高雄 胡○國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偵 7069 妨害名譽等 簽○ 鐘○葇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193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呂○生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撤緩 284 公共危險 簽○ 陳○仰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0493 業務過失致死 左營分局 莊○川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14 肇事逃逸等 仁武分局 侯○仁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玉 108 偵 3499 業務過失致死 左營分局 莊○川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3895 詐欺 簽○ 郭○勤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5173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許鄭○月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5173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王○羚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6978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余○華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撤緩偵 143 公共危險 簽○ 陳○豐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偵 721 竊盜 湖內分局 林○昀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721 竊盜 湖內分局 吳○財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721 竊盜 湖內分局 葉○文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721 竊盜 湖內分局 沈○弘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4865 肇事逃逸等 仁武分局 李○涼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5899 詐欺 簽○ 古○魁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偵緝 256 肇事逃逸等 臺灣高檢 凃○豪 起訴

光 108 偵緝 265 肇事逃逸等 臺灣高檢 凃○豪 起訴

光 108 偵緝 266 竊盜等 臺灣高檢 凃○豪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速偵 1921 不能安全駕駛 湖內分局 張○得 緩起訴處分

光 108 速偵 1991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邱○銘 緩起訴處分

光 108 調偵 495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薛○文 起訴

列 108 偵 3876 詐欺 雄高分院 莊黃○梅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3877 詐欺 雄高分院 莊黃○梅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193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趙○原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93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張○端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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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8 速偵 193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周○圭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93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賴○綸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938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黃○芳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93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郭○章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94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鐘○祥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94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朱○生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1942 竊盜 旗山分局 何陳○梅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194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郝○民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197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周○安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偵 254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紀○慧 起訴

成 108 偵 279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黃○凱 起訴

成 108 偵 7265 妨害名譽 簽○ 簡○宣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193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鐘○偉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速偵 196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梁○豪 緩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193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楊○梅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速偵 1990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吳○綺 緩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414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曹○裕 起訴

來 108 毒偵 417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李○雄 起訴

來 108 毒偵 867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陳○生 起訴

來 108 毒偵 1480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陳○生 起訴

宙 108 偵 6446 商標法 臺灣高檢 張○甄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674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蘇○福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6941 毀棄損壞 仁武分局 陳○安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7133 詐欺 臺灣高檢 李○承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毒偵 137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陳○芬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毒偵 1395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蕭○南 起訴

河 107 偵 9187 竊盜 楠梓分局 詹○仁 不起訴處分

河 107 偵 12877 侵占 左營分局 吳○賢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2423 侵占 臺灣高檢 吳○賢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3355 竊盜 仁武分局 謝○翰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6278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許○誠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6335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翁○祈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6335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謝○芬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6566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妮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536 過失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吳○萍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569 過失傷害 林景○等 鍾○祥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570 過失傷害 林景○等 鍾○祥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574 過失傷害 高市梓官區所 謝○宏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593 過失傷害 高市岡山區所 刁○恆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10814 詐欺 岡山分局 蕭○龍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7444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黃○富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速偵 194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秦○昌 緩起訴處分

律 108 速偵 1953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蔡○谷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95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莊○瀚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95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德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95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方○瑋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957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黃○坤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速偵 195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楊○榮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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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8 偵 4378 不能安全駕駛 岡山分局 郭○呈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5959 不能安全駕駛 六龜分局 李○賢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6370 竊盜 左營分局 林○清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6933 竊盜 左營分局 潘○利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12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黃○耀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偵 7129 傷害 左營分局 何○蓁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129 傷害 左營分局 羅○郁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130 過失傷害 簽○ 黃○淵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403 毀損債權等 簽○ 王○鏞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01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馮○賢 起訴

洪 108 毒偵 1169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陳○明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171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童○山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322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李○仁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1331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張○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145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王○韋 起訴

洪 108 撤緩 194 詐欺 簽○ 羅○翔 撤銷緩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3352 竊盜 左營分局 鄭○瑋 起訴

為 108 偵 4116 竊盜 左營分局 鄭○瑋 起訴

為 108 偵 5516 竊盜 楠梓分局 鄭○瑋 起訴

為 108 偵 6691 不能安全駕駛 湖內分局 吳○興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撤緩偵 13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珠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撤緩偵 13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黃○程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撤緩偵 13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黃○良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撤緩偵 14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邱○祥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753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林○夆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速偵 1965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曾○盛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66 不能安全駕駛 岡山分局 許○旺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67 不能安全駕駛 岡山分局 劉○坤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68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陳○昌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69 不能安全駕駛 楠梓分局 王○富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70 不能安全駕駛 左營分局 李○文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71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L○ VAN

KY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72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謝○聰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73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石○堅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速偵 1974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許○偉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撤緩偵 138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許○彬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撤緩偵 139 公共危險 簽○ 黃○章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97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許○寧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偵 7092 傷害尊親屬 湖內分局 陳○彬 起訴

海 108 偵緝 275 詐欺 斗南分局 黃○麟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5834 公共危險等 楠梓分局 林○娟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6801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林○佑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192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翁○賢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調偵 584 過失傷害 高市茄萣區所 林○寺 不起訴處分

棟 108 聲撤 3 詐欺 簽○ 許○威 撤回起訴

陽 108 偵 6576 肇事逃逸 左營分局 楊○榮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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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108 偵 6672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許○昇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6682 肇事逃逸 仁武分局 陳○宗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7320 妨害秘密等 湖內分局 陳○蘭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7320 妨害秘密等 湖內分局 蘇○尚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撤緩偵 14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鴻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8 速偵 192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萍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速偵 194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蘇○成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速偵 194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馮○田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速偵 194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銘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速偵 194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游○男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速偵 1949 妨害公務 楠梓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8 速偵 1950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曾○喆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速偵 195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風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8 速偵 195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鄭○鳳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調偵 592 著作權法 高市仁武區所 劉王○琴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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