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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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偵緝 8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鄭○忠 不起訴處分

出 109 偵 2375 詐欺 簽○ 李○涵 起訴

出 109 偵 2376 詐欺 簽○ 劉○祥 起訴

出 109 偵 357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芳 起訴

出 109 偵 358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佘○宗 起訴

出 109 偵 4756 詐欺 簽○ 楊○國 起訴

出 109 毒偵 40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嘉 緩起訴處分

出 109 毒偵 41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黃○源 緩起訴處分

出 109 毒偵 81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卓○吉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9 毒偵 82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佘○宗 起訴

出 109 毒偵 82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芳 起訴

出 109 毒偵緝 1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陳○玲 不起訴處分

出 109 毒偵緝 16 毒品防制條例 內湖分局 李○陽 不起訴處分

玉 109 速偵 1122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黃○豪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12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董○吉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12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福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速偵 112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龍 緩起訴處分

玉 109 速偵 112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王○雄 緩起訴處分

玉 109 速偵 112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許○麟 緩起訴處分

玉 109 速偵 112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張○政 緩起訴處分

玉 109 速偵 1129 妨害公務 仁武分局 馬○助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2428 竊盜 楠梓分局 毛○盛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偵 2644 竊盜 仁武分局 黃○人 起訴

生 109 偵 3001 竊盜 仁武分局 吳○彥 起訴

光 109 偵 2030 毒品防制條例等 湖內分局 陳○皇 起訴

光 109 偵 4872 詐欺等 簽○ 廖○笙 不起訴處分

光 109 毒偵 326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李○瑢 起訴

光 109 毒偵 327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謝○皇 起訴

光 109 毒偵 328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陳○皇 起訴

列 108 偵 5825 竊盜 岡山分局 黃○頌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5974 過失致死 旗山分局 郭○騰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1394 竊盜 楠梓分局 談○凱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調偵 735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杜○菱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調偵 735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許○林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調偵 735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林○平 起訴

列 109 速偵 1103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李○益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3262 竊盜 仁武分局 李○春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4259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雲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469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泉 起訴

宇 109 毒偵 366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興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毒偵 586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簡○蓮 起訴

宇 109 毒偵 741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潘○平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偵 414 竊盜 左營分局 陳○運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撤緩 165 公共危險 簽○ 蔡○綪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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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109 毒偵 62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馬○汶 緩起訴處分

來 109 毒偵 647 毒品防制條例 南三分局 蘇○雄 起訴

來 109 毒偵 648 毒品防制條例 南三分局 于○俊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9 毒偵 685 毒品防制條例 南三分局 鄭○鴻 起訴

果 109 偵 3028 詐欺等 嘉縣刑大 鄭○龍 不起訴處分

果 109 偵續 30 竊佔 雄高分檢 陳○雄 不起訴處分

果 109 調偵 240 過失致死 高市茄萣區所 林○華 起訴

果 109 少連偵 5 詐欺 六龜分局 朱○鋒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551 詐欺 左營分局 邱○原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551 詐欺 左營分局 王○丞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7551 詐欺 左營分局 王○童 起訴

洪 109 偵緝 138 妨害兵役條例 小港分局 林○丞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軍偵 39 過失傷害 旗山分局 吳○均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軍偵 67 詐欺 左營分局 江○堯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軍毒偵 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孫○紳 不起訴處分

為 109 偵 3014 竊盜 左營分局 陳○哲 不起訴處分

為 109 偵 3565 竊盜 仁武分局 陳○環 不起訴處分

為 109 偵緝 16 竊盜 三民一局 陳○福 起訴．不起訴處分

為 109 撤緩 1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欣 撤銷緩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7670 竊盜等 湖內分局 蘇○文 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11097 竊盜等 湖內分局 蘇○庭 起訴．不起訴處分

珍 108 偵 13076 詐欺 湖內分局 唐○堯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994 妨害名譽等 楠梓分局 楊○偉 不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4702 區域計畫法 簽○ 陳○發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偵 13048 詐欺 陳○全律師 林○文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3048 詐欺 陳○全律師 黃○慧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4177 竊盜 楠梓分局 洪○來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4191 竊盜 左營分局 陳○梅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4758 竊盜 仁武分局 曾○忠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8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馬○川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1090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張○諺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S○

MANTRI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李○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李○民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欽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何○隆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劉○南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鍾○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曾○崑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09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曾○村 緩起訴處分

陽 109 偵 4754 詐欺 簽○ 林○順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緝 142 詐欺等 南五分局 林○合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緝 143 詐欺等 南五分局 林○合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緝 144 詐欺等 南五分局 林○合 不起訴處分

陽 109 偵緝 145 詐欺等 南五分局 林○合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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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109 偵 548 過失傷害等 湖內分局 葉○煌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1708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楊○傳 起訴

調 109 偵 1709 傷害等 岡山分局 李○榮 起訴

調 109 偵 2287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蘇○頡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2287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吳○蓁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306 過失傷害 簽○ 蔡○吉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332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熊王○麒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635 傷害 仁武分局 楊○榛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635 傷害 仁武分局 蔡○庭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655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許○博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749 公共危險等 湖內分局 林○炎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調 109 偵 3751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黃○智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755 公共危險等 仁武分局 藍○菁 起訴

調 109 偵 375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莊○良 緩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759 過失傷害 簽○ 吳○原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765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陳○港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769 公共危險等 湖內分局 黃○讀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771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黃○郁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78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蕭○文 起訴

調 109 偵 3782 傷害 岡山分局 劉○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784 傷害 岡山分局 潘○煥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786 過失傷害 國道五隊 郭○森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3795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吳○燁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795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陳○齡 起訴

調 109 偵 3797 妨害名譽 簽○ 胡徐○娣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調 109 偵 3798 過失傷害 簽○ 鄭○絲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799 過失傷害 簽○ 曾○鳳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802 公共危險等 簽○ 高○發 起訴

調 109 偵 3803 過失傷害 簽○ 程○卿 起訴

調 109 偵 4505 傷害 岡山分局 蘇○祥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4576 過失傷害 旗山分局 柯○竹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4592 過失傷害 簽○ 張○福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4772 妨害名譽 左營分局 胡○玲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4878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卓○維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緝 162 妨害名譽 高雄保大 王○士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42 過失傷害 簽○ 邱○村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44 過失傷害 高市仁武區所 蘇○弘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45 過失傷害 高市梓官區所 黃○隆 起訴

調 109 調偵 248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方○詠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49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黃○蒼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51 過失傷害 高市阿蓮區所 洪○澤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51 過失傷害 高市阿蓮區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54 過失傷害 高市鳥松區所 李○村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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