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地 108 偵 78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曾○豐 起訴

列 107 偵 8191 傷害等 左營分局 陳○金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8304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李○珊 起訴

列 107 偵緝 199 詐欺等 高市刑大 方○庭 起訴．不起訴處分

列 107 調偵 721 傷害 高市燕巢區所 嚴○萍 起訴

列 107 調偵 721 傷害 高市燕巢區所 林○宏 起訴

列 107 調偵 726 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羅○洋 起訴

列 108 速偵 1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鄭○旭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3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沈○辰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8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廖○鈞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99 公共危險 國道四隊 陳○華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撤緩 6 公共危險 簽○ 林○勇 撤銷緩起訴處分

地 107 毒偵 2141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謝○富 起訴

來 105 偵 4439 組織犯罪條例等 雄高分檢 許○程 起訴．不起訴處分

來 105 少連偵 47 組織犯罪條例等 雄高分檢 謝○宸 不起訴處分

來 105 少連偵 47 組織犯罪條例等 雄高分檢 許○程 起訴．不起訴處分

來 105 少連偵 47 組織犯罪條例等 雄高分檢 鄭○原 不起訴處分

來 105 少連偵 47 組織犯罪條例等 雄高分檢 鄭○維 不起訴處分

來 105 少連偵 47 組織犯罪條例等 雄高分檢 黃○諭 不起訴處分

來 105 少連偵 47 組織犯罪條例等 雄高分檢 吳○勳 不起訴處分

果 107 偵 12326 槍砲彈刀條例 南市刑大 鄭○澤 不起訴處分

果 107 偵 12865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蔡○成 起訴

果 108 偵 21 傷害 簽○ 王○霖 起訴

果 108 偵 22 傷害 簽○ 黎○政 不起訴處分

果 108 偵 69 妨害公務 仁武分局 𡍼○新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8 撤緩偵 5 公共危險 簽○

L○M 

TIEN 

CONG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偵 7923 詐欺 邱鄭○原 陳○栽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10891 詐欺 旗山分局 傅○豪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偵 12996 詐欺 旗山分局 連○筑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13022 詐欺 仁武分局 廖○廷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 13055 詐欺 仁武分局 周○婷 起訴

金 107 毒偵 2717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恒 起訴

金 108 偵 771 侵占等 簽○ 陳○旺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撤緩毒偵 1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錢○池 起訴

洪 107 偵 8467 竊盜 左營分局 林○濤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1475 詐欺 簽○ 李○緯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2198 竊盜 左營分局 余○慶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2206 竊盜 旗山分局 鍾○光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2214 竊盜 左營分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2496 竊盜 左營分局 胡○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2501 竊盜 左營分局 鄭○瑋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偵 1298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飛 起訴

洪 107 偵 13124 傷害 左營分局 田○義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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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7 偵 13125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黃○澐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3127 傷害 高市刑大 何○國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3130 傷害 左營分局 陳○潭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3134 竊盜 左營分局 蘇○村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13137 毀棄損壞 左營分局 陳○達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1711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華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1805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霖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28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蘇○文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35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林○華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毒偵 2438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梁○成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毒偵 252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順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529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蕭○穎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614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謝○儀 起訴

洪 107 毒偵 261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謝○儀 起訴

洪 107 毒偵 2651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許○鴻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65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許○鴻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65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呂○紘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785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蔣○煇 起訴

洪 107 毒偵 2786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林○堅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毒偵 287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蘇○文 緩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296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儀 起訴

洪 107 毒偵 297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吳○瑞 起訴

洪 108 偵緝 35 公共危險 三重分局 張○民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撤緩偵 19 公共危險 簽○ 吳○正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偵 743 賭博 湖內分局 鄭○葉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4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余○華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4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潘○三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48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許○華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4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蔣○成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速偵 150 竊盜 仁武分局 李○樺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51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廷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5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楊○偉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速偵 15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石○慧 緩起訴處分

秋 108 速偵 15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臧○文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8 速偵 15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寬 緩起訴處分

結 107 偵 4954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黃○倫 起訴．不起訴處分

結 107 偵 4954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劉○魁 不起訴處分

結 107 偵 9236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翁○涵 起訴

結 107 毒偵 1989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郭○溪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偵 634 詐欺等 簽○ 蘇○福 不起訴處分

結 108 撤緩 36 公共危險 簽○ 蔡○成 撤銷緩起訴處分

陽 107 偵 4253 詐欺 仁武分局 朱○群 不起訴處分

陽 107 偵 4253 詐欺 仁武分局 葉○遠 不起訴處分

陽 107 偵 11830 過失傷害 湖內分局 賴○澤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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