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巨 108 偵 6771 竊盜 岡山分局 黃○源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調偵 564 過失傷害 高市茄萣區所 何○珠 起訴

巨 108 調偵 564 過失傷害 高市茄萣區所 曾○庭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調偵 555 過失傷害 高市阿蓮區所 戴○萍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撤緩 288 公共危險 簽○ 蕭○駿 撤銷緩起訴處分

光 108 偵 5926 偽造貨幣 湖內分局 紀○維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12739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張○貴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12739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陳○義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12739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洪○貴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3845 毀棄損壞等 簽○ 賴○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3847 妨害秘密 簽○ 吳○茹 不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202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吉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偵 7419 偽造文書 簽○ 鍾○文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7419 偽造文書 簽○ 鍾溫○英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7420 背信 簽○ 魏○芬 起訴．不起訴處分

秋 108 速偵 200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宋○年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200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蘇○隆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200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王○中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200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山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2009 竊盜 楠梓分局 李○偉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2010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娥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201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餘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201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凱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速偵 2013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曾○杰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毒偵 418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何 起訴

致 108 毒偵 69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N○UYEN 

VAN TAO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偵 5785 竊盜 簽○ 簡○偉 起訴

結 108 偵 5824 傷害 岡山分局 伍○霖 起訴

結 108 偵 5824 傷害 岡山分局 藍○明 起訴

結 108 偵緝 112 公共危險等 旗山分局 力○興 起訴

結 108 毒偵 884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呂○樑 起訴

結 108 調偵 239 過失傷害 高市岡山區所 蔡○庭 起訴

結 108 調偵 239 過失傷害 高市岡山區所 劉○吟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調偵 299 過失傷害 高市橋頭區所 曾○林 起訴

結 108 調偵 607 妨害自由 高市旗山區所 林○傑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4216 過失致死 岡山分局 陳○旺 起訴

陽 108 偵 6086 過失致死 雄高分檢 陳○旺 起訴

陽 108 偵 6332 竊盜等 岡山分局 蘇○綸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8 偵 6698 過失傷害等 楠梓分局

H○U 

MANEERA

T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6714 詐欺等 旗山分局 郭○芳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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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 108 偵 6901 竊盜 左營分局 馬○彬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7015 傷害等 左營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陽 108 偵 7390 背信等 簽○ 洪○梅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7427 傷害等 簽○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陽 108 速偵 202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王○財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8 毒偵 602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許○欽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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