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生 109 偵 47 妨害自由等 仁武分局 周○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47 妨害自由等 仁武分局 陳○能 起訴．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2845 妨害自由 岡山分局 劉○佑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3530 妨害名譽 簽○ 蘇○ 起訴

宇 108 偵 7521 詐欺 蔡○富 陳○福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7521 詐欺 蔡○富 陳○騰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2133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蒙○寬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2401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王○生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2524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韓○豪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2532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吳○達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255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胡○偉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2504 毀棄損壞 仁武分局 張○忠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2605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劉○霖 起訴

宇 109 偵 2614 詐欺 臺灣高檢 房○諒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2625 詐欺 臺灣高檢 房○諒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2678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Y○GI

APRIANT

O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268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升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2930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鄭○志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303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詹○霖 起訴

宇 109 偵 3040 詐欺 雄高分檢 周○遠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毒偵 161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潘○城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毒偵 16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顏○庭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毒偵 226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王○生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毒偵 24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呂○鴻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毒偵 325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王○生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毒偵 386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邱○豪 起訴

宇 109 毒偵 460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張○恩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478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李○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481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杜○香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551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趙○閔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571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徐○東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572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杜○香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576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曹○裕 起訴

宇 109 毒偵 584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蕭○榮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598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吳○青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599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謝○震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600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劉○嘉 起訴

宇 109 毒偵 601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潘○平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撤緩毒偵 5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勝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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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9 撤緩 1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豪 撤銷緩起訴處分

成 109 偵 218 毒品防制條例 陳○南 起訴

成 109 偵 43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南 起訴

成 109 毒偵 55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南 起訴

來 109 撤緩 138 公共危險 簽○ 鄭○俊 撤銷緩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9844 竊佔 岡山分局 蘇○修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9844 竊佔 岡山分局 蔡○山 不起訴處分

河 109 偵 2733 竊盜 左營分局 王○文 緩起訴處分

河 109 速偵 87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8 毒偵 247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靳○儂 起訴

律 109 速偵 85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熊○中 緩起訴處分

律 109 毒偵 26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黃○發 起訴

律 109 毒偵 34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蔡○倫 起訴

洪 109 軍偵 64 賭博 高雄憲兵 許○福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軍毒偵 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尤○璋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1195 殺人未遂 楠梓分局 李○隆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3015 妨害名譽 左營分局 陳○縈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選偵 11 選舉罷免法 岡山分局 張○顯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緝 619 詐欺等 高雄保大 黃○媞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緝 620 詐欺等 高雄保大 黃○媞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緝 621 詐欺等 高雄保大 黃○媞 不起訴處分

致 108 偵緝 660 詐欺 中二分局 蘇謝○玲 起訴

致 109 撤緩偵 62 公共危險 簽○ 戴○芳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撤緩偵 64 公共危險 簽○ 許○麟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撤緩 128 公共危險 簽○ 莊○ 撤銷緩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975 詐欺 楊○達 林○勳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975 詐欺 楊○達 陳○佑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2149 竊佔 旗山分局 陳○寶 不起訴處分

海 109 偵 4027 侵占 蔡○韋 彭○彰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7796 詐欺等 高市刑大 陳○恩 起訴

張 108 軍偵 153 詐欺等 高市刑大 蘇○侑 起訴

張 108 軍偵 153 詐欺等 高市刑大 陳○勳 起訴

張 108 軍偵 153 詐欺等 高市刑大 林○瀚 起訴

張 108 軍偵 153 詐欺等 高市刑大 陳○翔 起訴

張 108 軍偵 153 詐欺等 高市刑大 陳○恩 起訴

張 108 軍偵 153 詐欺等 高市刑大 徐○淞 起訴

張 108 軍偵 153 詐欺等 高市刑大 游○ 起訴

淡 108 偵 11522 毀棄損壞等 高市刑大 殷○平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淡 108 偵 11522 毀棄損壞 高市刑大 林○謚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1522 毀棄損壞 高市刑大 陳○榮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1522 毀棄損壞 高市刑大 郭○哲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1522 毀棄損壞 高市刑大 黃○模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1522 毀棄損壞 高市刑大 陳○洲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2826 妨害名譽等 岡山分局 孫○翔 起訴

淡 109 偵 353 竊盜 旗山分局 廖○源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9 偵 836 詐欺 仁武分局 陳○煜 不起訴處分

淡 109 調偵 181 竊盜 高市大社區所 冉○伶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12118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黃○木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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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108 偵續 121 賭博 雄高分檢

N○UYEN

VAN

TRUNG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9 偵 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木 起訴
結 109 偵 1251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黃○木 起訴

結 109 偵 2778 賭博 仁武分局 林○南 不起訴處分

歲 108 毒偵 241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曾○玉 不起訴處分

歲 109 偵 2694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柯○羣 起訴

歲 109 偵 3362 竊盜 三民二局 何○璟 起訴

歲 109 偵 3964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柯○羣 起訴

歲 109 偵緝 97 詐欺 高雄保大 林○德 不起訴處分

歲 109 速偵 90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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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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