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出 107 偵 11023 毒品防制條例等 南市刑大 鄭○賢 起訴

出 108 偵 39 毒品防制條例等 南市刑大 鄭○賢 起訴

巨 108 速偵 4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李○益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13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賴○祥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速偵 357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速偵 358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廖○尉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速偵 358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蓮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速偵 358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曾○益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速偵 3583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劉○虔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速偵 3584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司徒○德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速偵 3585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張○彬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速偵 358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村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速偵 358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楊○龍 緩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605 詐欺 簽○ 洪○睿 不起訴處分

光 107 偵 12607 傷害 簽○ 趙○杉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7 偵 10238 詐欺 簽○ 歐○翔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7 偵 13002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吳○桂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7 偵 1304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祝○貴 不起訴處分

地 107 毒偵 2515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吳○承 起訴

地 107 毒偵 2625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周○國 緩起訴處分

地 107 毒偵 288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謝○基 起訴

地 107 毒偵緝 140 毒品防制條例 金湖分局 林○豐 起訴

地 107 軍偵 88 過失傷害 簽○ 莊○勳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7 軍偵 90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紀○裕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10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鍏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12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羅○傑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8 偵 12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益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7 偵 1135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李○豪 不起訴處分

宙 107 偵 12143 洗錢防制法等 仁武分局 李○倢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7 偵 12144 洗錢防制法等 仁武分局 李○倢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7 偵 13053 洗錢防制法等 仁武分局 李○倢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7 偵 11065 贓物 仁武分局 柏○廷 追加起訴

雨 107 偵 11444 過失傷害 簽○ 陳○山 起訴

雨 107 偵 12287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顏蘇○雲 不起訴處分

雨 107 偵 12407 過失傷害 黃○偉 顏蘇○雲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速偵 5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翁○聰 緩起訴處分

律 107 偵 12551 過失致死 雄高分檢 楊○元 起訴

律 107 偵 12638 過失傷害 楠梓分局 陳○婷 不起訴處分

律 107 偵 12778 傷害 岡山分局 童○弘 起訴

律 107 偵緝 670 傷害 湖內分局 蘇○萱 起訴

律 107 毒偵 2491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邱○萩 起訴

結 107 偵緝 680 竊盜等 新興分局 林○煌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62 竊盜 岡山分局 蔡○銀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8 偵 68 竊盜 湖內分局 蔡○君 聲請簡易判決

實際偵查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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