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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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偵 2758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宋○錚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75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莛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76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黃○忠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76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羅○均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276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茂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速偵 271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蔡○河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調偵 722 過失致死 南市安平區所 張○裕 不起訴處分

宇 107 偵 12999 詐欺 旗山分局 曾○賢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3687 詐欺 旗山分局 張○婷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161 傷害等 仁武分局 葉○陞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161 傷害等 仁武分局 李○宸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161 傷害等 仁武分局 賴○軒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161 傷害等 仁武分局 莊○禧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328 竊盜 湖內分局 盧○東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259 過失傷害 簽○

V○

LAKATI

WONDER

BOY

SIZWE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280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張○榮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311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邱王○粉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351 詐欺 湖內分局 王○佶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608 毀棄損壞 湖內分局 趙○輔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796 過失傷害 簽○ 何○松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81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林○傑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992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馬○幃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993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凌○宏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10038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王○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1574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楊○聰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1589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陳○春 起訴

宇 108 毒偵 170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于○民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1724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蘇○豪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176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楊○聰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1832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林○附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191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陳○豪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撤緩 4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賴○光 撤銷緩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84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豪 起訴

成 108 偵 947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豪 起訴

成 108 偵 947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豪 起訴

成 108 毒偵 130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王○豪 起訴

果 108 偵 7033 過失傷害 黃○鴒 蘇○庸 起訴

果 108 偵 9171 傷害 岡山分局 蘇○來 不起訴處分

果 108 偵 9335 傷害 六龜分局 李○村 不起訴處分

果 108 偵 9424 傷害 簽○ 陳○偉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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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108 偵緝 436 竊盜 斗南分局
T○AN

THI RET
不起訴處分

果 108 撤緩偵 18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王○德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8 撤緩偵 18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蔡○智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8 速偵 2635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吳○能 緩起訴處分

果 108 速偵 2698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溫○濬 緩起訴處分

果 108 速偵 2718 不能安全駕駛 旗山分局 邱○城 緩起訴處分

果 108 速偵 2763 不能安全駕駛 左營分局 林○斌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8 速偵 2764 不能安全駕駛 湖內分局 宋○成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8 速偵 2765 不能安全駕駛 左營分局 謝○成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8 速偵 2766 不能安全駕駛 岡山分局 朱○聰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8 速偵 2767 不能安全駕駛 岡山分局 李○億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8 速偵 2768 不能安全駕駛 楠梓分局 韓○恩 緩起訴處分

果 108 速偵 2769 不能安全駕駛 楠梓分局 詹○安 緩起訴處分

果 108 速偵 2770 不能安全駕駛 湖內分局 張○焄 緩起訴處分

果 108 速偵 2771 不能安全駕駛 左營分局 丁○祺 緩起訴處分

果 108 速偵 2772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徐○啓 緩起訴處分

果 108 調偵 801 過失傷害 高市岡山區所 何○豪 不起訴處分

果 108 調偵 802 過失傷害 高市彌陀區所 鄭○帆 起訴

果 108 調偵 828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羅○芳 起訴

果 108 調偵 858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劉○珊 不起訴處分

果 108 撤緩 35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曹○銘 撤銷緩起訴處分

果 108 撤緩 41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許○腆 撤銷緩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6051 竊盜 岡山分局 曾○寶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6793 過失傷害 李○森 謝○興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偵 8872 傷害 左營分局 李○駿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8872 傷害 左營分局 卞○軒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8872 傷害 左營分局 湯○安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8872 傷害 左營分局 李○峰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852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洪○翔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268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霖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273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洪○茵 緩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899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杜○明 緩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9044 業務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蔡○林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偵 9569 公共危險 保二一03 時○秀 緩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9573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鍾○諺 緩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9574 公共危險等 岡山分局 羅○珍 起訴

調 108 偵 9583 業務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周○甫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偵 10056 妨害名譽 雄高分檢 蔣○軒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調偵 865 公共危險等 高市岡山區所 陳○鋒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調偵 867 過失傷害 高市仁武區所 洪○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調偵 868 過失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黃○娟 不起訴處分

調 108 調偵 869 妨害名譽 高市楠梓區所 黃○松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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