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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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4 區域計畫法 簽○ 賴○山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調偵 623 誣告 高市楠梓區所 葉○麟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5392 商標法 保二一03 黃○珍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5800 詐欺 楠梓分局 李○揚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5968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樊○豪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7214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子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7243 詐欺 岡山分局 尤○良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734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張簡○賢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788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恩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8010 侵占 岡山分局 郭○芬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837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洪○玄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838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盧○吉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8392 恐嚇取財得利 臺灣高檢 羅○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偵 872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銘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619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余○華 起訴

玄 108 毒偵 800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李○峻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855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李○峻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1007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王○銘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110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余○華 起訴

玄 108 毒偵 1263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蔣○榮 起訴

玄 108 毒偵 1321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王○義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1348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張○宏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1352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陳○達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1424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蔣○榮 起訴

玄 108 毒偵 142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余○華 起訴

玄 108 毒偵 156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古○瑋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17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吉 起訴

玄 108 毒偵 170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飄 起訴

玄 108 撤緩 32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進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4984 過失傷害等 楠梓分局 許○榮 起訴．不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222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謝○美 緩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225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杜○義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8 速偵 225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福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8 速偵 225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蔣○銀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8 速偵 225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顏○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8 速偵 226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張○基 緩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2261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吳○盛 緩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2262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吉 緩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2263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許○慧 緩起訴處分

收 108 速偵 228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H○ANG

VAN HAI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偵 8845 詐欺 簽○ 林○發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速偵 2319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蕭○憲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速偵 232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張○秋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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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08 速偵 2321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蘇○良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速偵 2322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詹○益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速偵 232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仁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8 速偵 232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曾○富 緩起訴處分

來 108 速偵 232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昆 緩起訴處分

來 108 速偵 232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鄂○龍 緩起訴處分

來 108 速偵 232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曾○維 緩起訴處分

來 108 毒偵 639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朱○宏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7167 詐欺 六龜分局 柳○穎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7167 詐欺 六龜分局 杜○穎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8818 竊盜 岡山分局 劉○廷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偵 8911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宙 108 偵 8912 竊盜 岡山分局 王○偉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毒偵 1391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邑 緩起訴處分

宙 108 毒偵 1575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林○明 起訴

宙 108 毒偵 159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黃○太 起訴

宙 108 撤緩毒偵 1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薛○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8 調偵 695 詐欺 高市路竹區所 蔡○洲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740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忠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761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黃○偉 起訴

金 108 偵 837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琦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偵 838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全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8429 詐欺 簽○ 陳○宏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845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歐○輔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8495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邱○傑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偵 8626 詐欺 簽○ 莊○雄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8815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連○勇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毒偵 125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雲 起訴

金 108 毒偵 133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雲 起訴

金 108 毒偵 139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雲 起訴

金 108 毒偵 147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李○雲 起訴

金 108 毒偵 1530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毒偵 1588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劉○剛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毒偵 1608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李○雲 起訴

金 108 毒偵 1623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吳○珍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8 調偵 756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黃○淳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調偵 756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黃○傑 起訴

雨 108 調偵 757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陳○珍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調偵 758 肇事逃逸等 高市新興區所 曾○發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4156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李○樺 起訴

為 108 偵 4171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謝○昭 起訴

為 108 偵 6490 竊盜 湖內分局 許○麟 起訴

為 108 偵 7502 竊盜 岡山分局 潘○玲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速偵 2293 不能安全駕駛 湖內分局 高氏○幸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89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邵○南 起訴

為 108 調偵 531 肇事逃逸 高市燕巢區所 史○宗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4945 搶奪等 仁武分局 劉○男 起訴

秋 108 偵 5373 槍砲彈刀條例 雄高分檢 洪○智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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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108 偵 7821 妨害自由 岡山分局 吳○珠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8224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陳○利 不起訴處分

秋 108 偵 8276 妨害公務 六龜分局 鍾○馨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調偵 524 妨害自由 高市楠梓區所 鍾○愷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5901 竊盜 簽○ 陳○源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5901 竊盜 簽○ 陳○瑞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調偵 745 肇事逃逸等 高市三民區所 林○淳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偵 12234 詐欺等 簽○ 洪○翔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偵 12234 詐欺等 簽○ 蘇○鈺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5204 家庭暴力防治法 岡山分局 吳○寶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偵 6502 家庭暴力防治法 岡山分局 吳○寶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偵 7310 妨害自由等 湖內分局 賴○春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調偵 743 業務過失傷害 林○睿 陳○縈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1810 詐欺等 雄高分檢 兵○原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2311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潘○銘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調偵 719 過失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李○山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撤緩 334 公共危險 簽○ 吳○合 撤銷緩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1631 傷害 岡山分局 吳○龍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4253 詐欺 楠梓分局 黃○儒 起訴

稱 108 偵 4862 傷害 仁武分局
L○ THUY

LINH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偵 4862 傷害 仁武分局

P○AM

VAN

HOANG

不起訴處分

稱 108 調偵 754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施○縈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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