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冬 109 偵 3083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陳○美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5074 賭博 新興分局 許○瑞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5095 妨害自由 岡山分局 賈○玲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撤緩 201 公共危險 簽○ 呂○傑 撤銷緩起訴處分

出 108 毒偵 2477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方○善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偵 4814 贓物 嘉二分局 吳○嘉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233 竊盜等 高市阿蓮區所 陳○金 起訴．不起訴處分

玉 109 撤緩偵 106 公共危險 簽○ 王○雲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139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賴○廷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139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林○宗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139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黎○水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139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陶○傑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1400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謝○賢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1401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許○忠 緩起訴處分

光 109 撤緩 204 公共危險 簽○ 林○山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250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黃○献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4676 詐欺 仁武分局 朱○瑋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4676 詐欺 仁武分局 許○萱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538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嘉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偵緝 86 詐欺 高雄保大 葉○貞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797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黃○榮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87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鄭○龍 起訴

宇 109 毒偵 93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展 起訴

宇 109 少連偵緝 3 詐欺 高雄保大 葉○貞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撤緩 20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玲 撤銷緩起訴處分

收 109 偵 5187 竊盜 岡山分局 蔣○傑 起訴

收 109 速偵 1375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陳氏○水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9 速偵 137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佘○文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9 速偵 137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呂○宏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9 速偵 137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梁○順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9 速偵 137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孟○海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9 速偵 138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朱○智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9 速偵 138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勇 緩起訴處分

收 109 速偵 1382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楊○弘 緩起訴處分

收 109 速偵 138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潘○達 緩起訴處分

來 107 軍偵 57 詐欺 岡山分局 曾○安 不起訴處分

來 107 軍偵 57 詐欺 岡山分局 高○均 不起訴處分

來 107 軍偵 57 詐欺 岡山分局 魏○祐 不起訴處分

來 107 軍偵 57 詐欺 岡山分局 林○翔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9 偵 1183 妨害自由 仁武分局 黃○立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9 偵 4233 詐欺 信義分局 林○瑾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軍偵 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花○瑀 不起訴處分

為 109 速偵 137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莊○如 緩起訴處分

致 109 調偵 298 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廖○恩 不起訴處分

致 109 調偵 298 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程○豐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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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109 偵 1654 竊盜 楠梓分局 吳○德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136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36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山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36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鄒○生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36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洪○智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36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德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36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健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1369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邵○明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1370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兵○德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137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顏○丁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137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方○成 緩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330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葉○羚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616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余○衛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3773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楊○曦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449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殷○倫 緩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4882 過失傷害 簽○ 王○基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4884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黄○英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4884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徐○芳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4900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李○賢 起訴

調 109 偵 4916 傷害 旗山分局 何○穎 起訴

調 109 偵 4938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洪○翔 起訴

調 109 偵 4940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張○麗 起訴

調 109 偵 4942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王○瓊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4944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陳○欣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4952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鄭○幼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5249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侯黃○珠 起訴

調 109 偵 5251 過失傷害 國道五隊 曾○琪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5257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柯○瑜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84 過失傷害 簽○ 周○宏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調偵 284 過失傷害 簽○ 蔡○承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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