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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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緝 278 詐欺等 大安分局 盧○豐 起訴

冬 108 偵緝 279 詐欺等 大安分局 盧○豐 起訴

冬 108 偵緝 280 詐欺等 大安分局 盧○豐 起訴

冬 108 速偵 209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郭○毓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速偵 211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江○玉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速偵 212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勇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速偵 212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榮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速偵 212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簡○仁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速偵 212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王○桓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速偵 212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梁○祥 緩起訴處分

冬 108 調偵 346 侵占 高市左營區所 陳○蓁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調偵 346 侵占 高市左營區所 蔣○芳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調偵 346 侵占 高市左營區所 高○芬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2757 過失傷害 簽○ 郭○儀 起訴

巨 108 偵 2757 過失傷害 簽○ 林○新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4046 公共危險 國道四隊 林○仁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4046 公共危險 國道四隊 李○威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5912 肇事逃逸 簽○ 陳○祥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5931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黃○紘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5931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陳○受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6039 詐欺 左營分局 黃○毅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緝 125 詐欺 大安分局 盧○豐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撤緩偵 154 公共危險 簽○ 劉○明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28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李○賢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4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洲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4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奇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49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王○發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5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龍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5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瑋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52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涂○桂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5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5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宋○良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05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天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205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建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調偵 649 過失致死 高市岡山區所 黃○來 起訴

巨 108 撤緩 290 公共危險 簽○ 鄭○怡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3429 妨害自由 岡山分局 李○修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3429 妨害自由 岡山分局 潘○廷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7629 入出國移民法 臺灣高檢 周○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7630 入出國移民法 臺灣高檢 周○玲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208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夫 聲請簡易判決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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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108 速偵 2078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B○L OT

JEROME

DEL

ROSARIO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2079 竊盜 仁武分局 盧○蒼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2080 不能安全駕駛 岡山分局 高○是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2081 不能安全駕駛 岡山分局 江○生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2083 不能安全駕駛 旗山分局 曾○文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2084 不能安全駕駛 湖內分局 洪○郎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2085 不能安全駕駛 湖內分局 薛○銘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2086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L○ DINH

QUYET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2087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邱○祥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調偵 598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岡山區所 林○輝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3997 詐欺 臺灣高檢 黃○洹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5679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謝○琴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683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邱○財 起訴

地 108 偵 703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藍○弘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毒偵 118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方○祥 緩起訴處分

律 107 偵 8208 業務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邱○誠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6973 過失傷害 簽○ 盧○秀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調偵 608 過失傷害 高市杉林區所 林○祥 起訴

律 108 調偵 610 公共危險等 高市大社調委 呂○仕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調偵 613 過失傷害 高市路竹區所 鍾○鈞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調偵 614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張○鑫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4351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彭○賢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4376 商標法 保二總隊 陳○珍 起訴

洪 108 偵 4448 詐欺 簽○ 鄧○慶 起訴

洪 108 偵 6369 竊盜 左營分局 蕭○怡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24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徐○鑫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偵 7572 竊盜 旗山分局 葉○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偵 7618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陳○潾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618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蔡○泉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撤緩偵 152 公共危險 簽○ 鄭○旭 起訴

洪 108 毒偵 48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坤 起訴

洪 108 毒偵 1168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鄭○緯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309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李○太 起訴

洪 108 毒偵 136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王○順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36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王○順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49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吳○育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撤緩毒偵 9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潘○浲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撤緩毒偵 11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祥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偵 1578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蔡○耀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1922 業務過失傷害 林○琳 曹○真 起訴

致 108 偵 6226 妨害名譽 楠梓分局 洪○妤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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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108 偵 6226 妨害名譽 楠梓分局 陳○彣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7559 傷害等 簽○ 蔡○晉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緝 94 妨害家庭 高雄保大 陳○文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速偵 202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許○銘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8 速偵 209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陵 緩起訴處分

致 108 調偵 339 過失傷害 高市大社區所 曾○榮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調偵 625 過失傷害 南市永康區所 蔡○庭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5013 傷害 仁武分局 李○鵬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偵 7020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王○承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7293 傷害 楠梓分局 吳○川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7293 傷害 楠梓分局 謝○憲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7293 傷害 楠梓分局 黃○雅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7312 竊盜 仁武分局 洪○宏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調偵 583 過失傷害 高市大社區所 陳○文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4289 過失致死 簽○ 陳○河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4289 過失致死 簽○ 林○斌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6795 過失傷害 簽○ 吳○緯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6795 過失傷害 簽○ 黃○娥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7254 妨害名譽 簽○ 張○明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7496 過失致死 楠梓分局 陳○河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速偵 207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柯○仲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速偵 210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向○金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速偵 210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郭○常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速偵 210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楊○強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速偵 211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譽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速偵 211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謝○穎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速偵 211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霖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速偵 2113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陳○徹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速偵 211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馮○文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速偵 211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賴○霖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速偵 211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宗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122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潘○雄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調偵 576 傷害 高市旗山區所 蔡○芳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4160 肇事逃逸等 左營分局 黃○明 起訴

陽 108 偵 6481 過失致死等 湖內分局 郭○禎 起訴

陽 108 偵 6481 過失致死 湖內分局 何○泉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7393 農藥管理法 臺灣高檢 陳○緯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7828 誣告 簽○ 嚴○絃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緝 110 背信 南市刑大 陳○明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緝 339 偽造有價證券等 雄高分檢 余○課 起訴

陽 108 偵緝 340 偽造有價證券等 雄高分檢 余○課 起訴

陽 108 偵緝 341 偽造有價證券等 雄高分檢 余○課 起訴

陽 108 偵緝 342 詐欺 雄高分檢 余○課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緝 343 詐欺 雄高分檢 余○課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速偵 209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潘○義 緩起訴處分

稱 107 偵 9426 傷害等 岡山分局 方○瑋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1079 竊盜等 岡山分局 陳○傑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2075 竊盜 湖內分局 胡○明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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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108 偵 3943 侵占 莎○ SUSANA

E○IKA

BUDI

KHORIAW

ATI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4522 肇事逃逸 岡山分局 蔣○和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6635 傷害 簽○ 方○登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7274 侵占 雄高分檢 陳○如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7376 傷害等 簽○ 方○瑋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緝 327 竊盜 高雄保大 曾○証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撤緩偵 127 公共危險 簽○ 黃○和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1922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李○光 緩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7607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魏○薰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7752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文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7808 妨害名譽 楠梓分局 鍾○洲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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