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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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偵 263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H○ANG

VAN HIEN
聲請簡易判決

冬 109 速偵 2633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民 緩起訴處分

出 109 偵 11276 侵占 仁武分局 賴○瑩 不起訴處分

出 109 撤緩速偵 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蘇○勝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9 偵 11146 竊盜 岡山分局 李○德 起訴

成 109 偵 11286 竊盜等 湖內分局 高○菁 追加起訴

成 109 偵 11286 竊盜等 湖內分局 李○景 追加起訴

成 109 偵 11658 竊盜 仁武分局 李○德 起訴

成 109 偵 11942 竊盜 岡山分局 李○德 起訴

成 109 速偵 258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翁○昌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9 速偵 2588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伍○奮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9 速偵 258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吳○德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9 速偵 259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胡○宏 緩起訴處分

成 109 速偵 259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戴○宏 緩起訴處分

成 109 撤緩 400 公共危險 簽○ 王○豪 撤銷緩起訴處分

來 109 偵 12267 妨害婚姻家庭 蘇○恩 陳○甫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偵 8487 毒品防制條例 海偵屏東緝隊 葉○齊 起訴

律 109 偵 10979 偽造文書 仁武分局 李○欣 起訴

律 109 偵 11046 毒品防制條例 海偵屏東緝隊 葉○齊 起訴

律 109 偵 12398 毒品防制條例 保二刑三 葉○齊 起訴

律 109 偵緝 467 槍砲彈刀條例 高雄保大 陸○興 起訴

淡 109 偵 10857 竊盜 左營分局 陳○祿 起訴

淡 109 偵 11280 一般過失致死 湖內分局 李○道 不起訴處分

淡 109 速偵 2623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戴○鋐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9 速偵 2624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穆○全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9 速偵 262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N○UYEN

THE

COUNG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9 速偵 262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余○福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9 速偵 262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郭○霆 緩起訴處分

淡 109 撤緩速偵 2 公共危險 簽○ 吳○卿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9 偵 3418 一般過失致死 左營分局 郭○翰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偵 11377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蔡○庭 起訴

結 109 偵 11497 一般過失致死 簽○ 郭○翰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偵緝 220 竊盜 高雄保大 孫○總 不起訴處分

結 109 速偵 259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曾○謙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9 速偵 260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V○ DUC

KIEN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9 速偵 2601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陳○屹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9 速偵 260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楊○輝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9 速偵 2603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黃○為 緩起訴處分

結 109 速偵 260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郭○光 緩起訴處分

歲 109 偵 10514 殺人 仁武分局 楊○義 起訴

稱 109 偵 10998 竊盜 仁武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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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109 偵 11156 傷害等 岡山分局 陶○仁 起訴

稱 109 偵緝 463 竊盜 旗山分局 劉○宇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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