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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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36 偽造文書等 簽○ 洪○欽 起訴

冬 108 偵緝 636 竊盜 高雄保大 蔡○如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31 竊盜 楠梓分局 武○茵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36 竊盜 楠梓分局 邱○淑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114 妨害公務等 岡山分局 徐○傑 起訴

冬 109 偵 294 毀棄損壞 臺灣高檢 莊○瑄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330 重利 左營分局 彭○凱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1599 竊盜 湖內分局 林○文 起訴

冬 109 偵緝 43 竊盜等 中壢分局 林○祥 起訴

冬 109 速偵 39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程○吉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9 速偵 39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S○KJAI

PRADIT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9 速偵 39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成 緩起訴處分

冬 109 速偵 39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張○強 緩起訴處分

冬 109 速偵 39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G○AP

VAN TUC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9 速偵 39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同 緩起訴處分

冬 109 速偵 39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袁○婷 緩起訴處分

冬 109 速偵 40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蕭○明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9 速偵 40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施○? 緩起訴處分

冬 109 速偵 40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廖○軒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偵 1437 竊盜 湖內分局
T○AN

VAN DIEP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速偵 37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郭○瑋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速偵 37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柯○強 緩起訴處分

巨 109 速偵 37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敦 緩起訴處分

巨 109 速偵 373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李○諺 緩起訴處分

巨 109 速偵 374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陳○龍 緩起訴處分

巨 109 速偵 37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郭○成 緩起訴處分

巨 109 速偵 37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蘇○銘 緩起訴處分

巨 109 速偵 37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潘○仁 緩起訴處分

玉 108 偵緝 561 詐欺 楠梓分局 侯○成 起訴

玉 108 偵緝 562 詐欺 楠梓分局 侯○成 起訴

生 108 偵 11948 竊盜 岡山分局 葉○鎰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12689 侵占 湖內分局 盧○禹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12689 侵占 湖內分局 許○宏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12874 竊盜 岡山分局 葉○鎰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12973 竊盜 岡山分局
P○AM

VAN LOC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653 詐欺等 簽○ 楊○憲 不起訴處分

光 108 毒偵 2553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陳○良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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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109 速偵 39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胡○宸 緩起訴處分

來 108 調偵 685 過失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韓○ 不起訴處分

來 108 調偵 685 過失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竇○安 起訴

來 109 偵 1770 強盜 簽○ 劉○德 追加起訴

來 109 偵 1770 強盜 簽○ 黃○江 追加起訴

來 109 偵 1915 強盜 六龜分局 劉○德 追加起訴

來 109 偵 1915 強盜 六龜分局 曾○豪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1915 強盜 六龜分局 黃○江 追加起訴

來 109 偵 1915 強盜 六龜分局 黃○盛 不起訴處分

來 109 速偵 406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鄭○峰 緩起訴處分

來 109 撤緩 7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聰 撤銷緩起訴處分

雨 109 撤緩 64 公共危險 簽○ 鍾○益 撤銷緩起訴處分

律 108 偵 7872 過失致死 岡山分局 陳歐○鑾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速偵 33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潘○昌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偵續 65 業務過失致重傷 簽○ 傅○鈞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 8412 妨害性自主罪 左營分局 胡○文 起訴

致 108 偵 10968 家庭暴力防治 旗山分局 潘○俊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偵 1287 恐嚇 旗山分局 廖○光 不起訴處分

致 109 撤緩偵 15 妨害投票 簽○ 曾○榮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毒偵 3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慧 起訴

致 109 撤緩 7 公共危險 簽○ 戴○芳 撤銷緩起訴處分

致 109 撤緩 54 公共危險 簽○ 王○強 撤銷緩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1428 著作權法 李○弘 曾○崑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醫偵 8 過失致死 仁武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淡 109 速偵 40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佑 緩起訴處分

淡 109 調偵 49 過失致死 高市左營區所 彭○大 緩起訴處分

淡 109 調偵 72 過失傷害等 高市燕巢區所 賴○廷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結 108 偵 6965 殺人未遂等 左營分局 張○淇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6965 殺人未遂等 左營分局 陳○傑 起訴

結 108 偵 12212 殺人未遂等 左營分局 陳○傑 起訴

結 108 偵 12212 殺人未遂等 左營分局 張○淇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偵 1425 殺人未遂等 簽○ 陳○傑 起訴

結 109 毒偵 63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邱○毅 起訴

陽 109 偵 1179 個人資料保護 仁武分局 蔡○芳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1339 妨害自由等 左營分局 顏○峻 不起訴處分

稱 109 偵 49 傷害 六龜分局 彭○雄 不起訴處分

稱 109 偵 1453 竊盜 旗山分局 黃○雲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9 偵 1749 過失致死 簽○ 郭○欽 起訴

稱 109 調偵 19 過失致死 高市岡山區所 郭○欽 起訴

稱 109 撤緩 60 公共危險 簽○ 謝○瑩 撤銷緩起訴處分

調 108 偵 12594 業務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黃○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8 偵 12629 過失傷害等 岡山分局 陳○傳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調 108 調偵 1128 過失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呂○英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722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893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郭○屏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894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陳○山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895 公共危險等 岡山分局 蔡○韋 起訴

調 109 偵 1849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劉○豐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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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109 偵 1980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廖○驊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2034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韓○叡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38 過失傷害等 高市永安區所 吳○輝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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