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出 108 毒偵 1734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毒偵 179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山 起訴

出 108 毒偵 1799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陳○彰 起訴

出 108 毒偵 1957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黃○宏 起訴

出 108 毒偵 2077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蘇○榮 起訴

出 108 撤緩毒偵 15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鐘○瑋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8 撤緩 44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旋 撤銷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293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魏○鳳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93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隆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93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宇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93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鄭○謹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93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添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93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江○光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293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劉○樑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293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連○辰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293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楊○賜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2939 竊盜 岡山分局 郭○麟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1117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郭○隆 起訴

生 108 速偵 2960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林○杰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296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尤○居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296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王○德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296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潘○益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296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盧○志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296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方○泰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296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趙○竹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296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鄭○萱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296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翁○翔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速偵 296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趙○宏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撤緩 441 公共危險 簽○ 許○旺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8907 傷害 仁武分局 謝○欣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8907 傷害 仁武分局 謝○和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191 詐欺 楠梓分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9340 竊盜 仁武分局 蔡○軒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10232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謝○牧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0236 竊盜 左營分局 何○嵩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10250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吳○豪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026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賴○湘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10274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黃○廣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1034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蘭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1035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基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1045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誼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10744 竊盜 仁武分局 曾○川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0797 業務過失傷害 簽○ 李○盈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0929 傷害 簽○ 謝○典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續一 3 過失傷害 雄高分檢 任○瑩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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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08 偵 8156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黃○課 起訴

成 108 偵 8441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黃○課 起訴

成 108 偵 855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穎 起訴

成 108 偵 855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許○朗 起訴

河 108 偵 5286 公共危險等 左營分局 張○鵬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速偵 2952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益 緩起訴處分

河 108 調偵 820 過失傷害 高市小港區所 萬○祥 起訴

雨 107 偵續一 4 妨害秘密等 智財分署 林○湧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續一 4 妨害秘密等 智財分署 林○忠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7 營業秘密法 簽○

中○彈簧

股份有限

公司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0704 竊盜 仁武分局 徐○峰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偵 10829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仲 不起訴處分

陽 108 速偵 295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雄 緩起訴處分

陽 108 撤緩 442 公共危險 簽○ 陳○樹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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