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冬 110 調偵 488 過失致死 高市岡山區所 黃○豪 起訴

冬 110 調偵 489 過失致死 高市岡山區所 黃○豪 起訴

冬 110 調偵緝 33 公共危險 高市左營區所 王○博 緩起訴處分

冬 111 偵緝 19 侵占 苓雅分局

T○AN 

VAN 

TRUONG

不起訴處分

巨 110 偵 15871 詐欺 湖內分局 鐘○豪 不起訴處分

巨 111 速偵 6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豐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11 速偵 6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李○雄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11 速偵 64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介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11 速偵 6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明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11 速偵 66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譚○文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11 速偵 67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賴○榮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10 偵 13732 妨害自由 旗山分局 楊○英 不起訴處分

生 110 偵 14679 個人資料保護 許○文 廖○諺 起訴

生 110 偵續 79 妨害名譽 雄高分檢 賴張○女 不起訴處分

光 110 偵 16033 竊盜 湖內分局 黃○田 起訴

光 110 撤緩毒偵 7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皓 不起訴處分
光 111 速偵 14 公共危險 高雄保大 劉○叁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10 偵 8608 個人資料保護 旗山分局 劉○君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14627 洗錢防制法 楊梅分局 陳○屏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毒偵 187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李○明 緩起訴處分

宇 110 毒偵緝 134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陳○文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毒偵緝 13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陳○文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毒偵緝 1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民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毒偵緝 18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信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毒偵緝 185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信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 125 洗錢防制法 旗山分局 陳○慧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 46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邱○文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 47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孫○傑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偵 53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N○UYEN 

VAN 

TUNG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撤緩 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娟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宇 111 撤緩 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原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宇 111 撤緩 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原 撤銷緩起訴處分

雨 110 偵 6126 竊盜 六龜分局 林○祥 起訴

為 111 速偵 45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N○UYEN 

NGOC
緩起訴處分

為 111 速偵 54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林○良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11 速偵 5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王○鈞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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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11 速偵 5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旗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11 速偵 57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盧○禎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11 速偵 5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育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11 速偵 59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吳○虎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11 速偵 60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吳○旋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11 速偵 61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王○琮 緩起訴處分

秋 110 偵 5217 槍砲彈刀條例 雲縣刑大 林○傑 不起訴處分

秋 110 偵 9770 詐欺 仁武分局 張○鈞 起訴

秋 110 偵 9770 詐欺 仁武分局 邱○新 起訴

秋 110 偵 9770 詐欺 仁武分局 呂○興 起訴

秋 110 偵 10344 詐欺 簽○ 張○鈞 起訴

秋 110 偵 10344 詐欺 簽○ 邱○新 起訴

秋 110 偵 14161 詐欺 仁武分局 呂○興 起訴

秋 110 偵 14161 詐欺 仁武分局 張○鈞 起訴

秋 110 偵 14161 詐欺 仁武分局 邱○新 起訴

秋 110 偵 14737 妨害自由 旗山分局 陳○新 不起訴處分

秋 110 偵 16286 賭博 汐止分局 邴○林 不起訴處分

秋 110 偵 16328 賭博 中正二局 黃○華 不起訴處分

秋 110 少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少家院 薛○棋 起訴

秋 110 少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少家院 姚○凱 起訴

秋 111 偵 221 詐欺
誠○電信器材有限

公司
張○行 起訴

秋 111 速偵 12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楊○評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11 偵 230 背信等 張○海 王○山 不起訴處分

海 111 偵 230 背信等 張○海 張○珠 不起訴處分

海 111 速偵 17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蕭○諒 緩起訴處分

張 110 速偵 1981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莊○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1 速偵 4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永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1 速偵 47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賴○國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1 速偵 4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淵 緩起訴處分

張 111 速偵 4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石○田 緩起訴處分

張 111 速偵 5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榮 緩起訴處分

張 111 速偵 51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蕭○傑 緩起訴處分

張 111 速偵 52 妨害公務 岡山分局 林○村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11 速偵 53 竊盜 楠梓分局 陳○祥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11 速偵 3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劉○城 緩起訴處分

歲 110 毒偵緝 217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呂○緯 不起訴處分

歲 111 撤緩速偵 2 公共危險 簽○ 陳○光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11 撤緩速偵 5 公共危險 簽○ 薛○蒲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11 撤緩速偵 6 公共危險 簽○ 許○離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10 偵 14289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王○嘉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1558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李○儒 起訴

調 110 偵 15648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葉○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10 偵 15654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楊○源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10 偵 15749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劉○成 起訴

調 110 偵 15753 傷害 楠梓分局 趙○堯 起訴

調 110 偵 15753 傷害 楠梓分局 陳○和 起訴

第 2 頁，共 3 頁



調 110 偵 15755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康○田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10 偵 15756 過失傷害等 湖內分局 洪○輝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15758 傷害 旗山分局 柯○仁 起訴

調 110 偵 15760 過失傷害 旗山分局 林○龍 起訴

調 110 偵 15966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吳○龍 起訴

調 110 偵 15971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朱○潔 聲請簡易判決

調 110 偵 15973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林○勝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15973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劉○建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偵 15975 過失傷害 簽○ 吳○緯 起訴

調 110 調偵 531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黃○霞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調偵 531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劉○元 不起訴處分

調 110 軍偵 191 過失傷害 高雄憲兵 孔○𩑹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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