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出 109 偵 409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鐃 起訴

出 109 毒偵 85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鐃 起訴

出 109 毒偵 95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曾○榮 起訴

宇 109 偵 1553 詐欺 雄高分檢 梅○蘭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3392 詐欺 雄高分檢 郭○豪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4270 詐欺 橋頭地院 郭○豪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4480 詐欺 臺灣高檢 呂○文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4480 詐欺 臺灣高檢 陳○宇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5747 侵占 左營分局 黃○治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617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余○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6251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古○駱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6377 竊盜 旗山分局 吳○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31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陳○清 起訴

宇 109 毒偵 653 毒品防制條例 中二分局 林○鳴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666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廖○旺 起訴

宇 109 毒偵 721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林○慶 起訴

宇 109 毒偵 769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鄭○芳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毒偵 80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黃○力 起訴

宇 109 毒偵 1041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郭○源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撤緩毒偵 9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毅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撤緩毒偵 9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華 起訴

宇 109 撤緩毒偵 9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華 起訴

宇 109 撤緩毒偵 9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華 起訴

宇 109 撤緩毒偵 9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卿 聲請簡易判決

收 107 偵 11967 詐欺等 保二一03 葉○廷 緩起訴處分

收 108 偵 1623 過失致死 左營分局 莊○毅 不起訴處分

呂 108 偵 10147 傷害 左營分局 粟○宇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偵 2872 傷害 湖內分局 林○祥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偵 6116 背信 左營分局 朱○志 不起訴處分

呂 109 速偵 146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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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152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康○祥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1524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林○吉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1525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梁○龍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152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吳○來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1527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丁○嫺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9 速偵 1528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胡○銘 緩起訴處分

呂 109 速偵 152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成 緩起訴處分

呂 109 速偵 153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阮○絨 緩起訴處分

呂 109 速偵 153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宗 緩起訴處分

果 109 速偵 154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柳○仁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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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109 速偵 154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邱○吉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9 速偵 154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昌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9 速偵 1545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張○鎮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9 速偵 1546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梁○豪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9 速偵 154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孫○陽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9 速偵 154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雅 緩起訴處分

果 109 速偵 154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添 緩起訴處分

果 109 速偵 1550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朱○煒 緩起訴處分

果 109 速偵 155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藍○彥 緩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346 竊盜 旗山分局 劉○禎 起訴

致 108 偵 12847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張○讚 不起訴處分

致 109 撤緩偵 123 公共危險 簽○ 莊○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9 速偵 149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盧○成 緩起訴處分

歲 109 偵 5395 誣告 湖內分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歲 109 偵 5627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林○良 起訴

歲 109 偵 5627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劉○泰 起訴

歲 109 偵 5627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榮○桐 起訴

歲 109 偵 5654 妨害公務 岡山分局 孫○仁 起訴

歲 109 偵緝 234 偽造文書等 仁武分局 陳○揚 起訴

歲 109 毒偵緝 37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陳○揚 起訴

調 109 偵 4893 過失傷害 簽○ 蔡○榮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5514 過失傷害 高市燕巢區所 劉○櫻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5530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陳○衛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5532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張○洋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5536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郭○銓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09 偵 5536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施○珍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5595 妨害名譽 仁武分局 何○泰 起訴

調 109 偵 5597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江○雄 起訴

調 109 偵 5601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許○寶 起訴

調 109 偵 5609 公共危險等 岡山分局 蔡○明 起訴．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5695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郭○儀 不起訴處分

調 109 偵 6072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洪○蘭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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