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玄 106 偵 5733 詐欺 左營分局 陳○意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781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游○琦 緩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7946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劉○榮 緩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8090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意 不起訴處分

生 106 速偵 165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戴○祥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6 速偵 165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蔡○賢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6 速偵 1653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鍾○雄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6 速偵 165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李○森 緩起訴處分

生 106 速偵 1655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黃○惠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偵 5180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蔡○豪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偵 703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許○琳 緩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7770 公共危險等 旗山分局 李○豪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780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吳○明 緩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7940 不能安全駕駛 楠梓分局 丁○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毒偵 1471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潘○成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6 偵 8084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琪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毒偵 85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彭○源 起訴

宙 106 毒偵 1509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陸○豪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毒偵 162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方○庭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毒偵 182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6 毒偵緝 101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方○庭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毒偵緝 102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方○庭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調偵 693 毀棄損壞 高市楠梓區所 黎○梅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6 偵 4593 誣告 雄高分檢 林○萍 不起訴處分

律 106 偵緝 411 竊盜 臺灣高檢 王○禎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6 撤緩偵 102 妨害公務 簽○ 施○宏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6 偵 3062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李○修 起訴

珍 106 偵 4858 竊盜 前鎮分局 曾○華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6 毒偵 152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峯 起訴

致 106 速偵 1620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恩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6 速偵 162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吉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6 速偵 1622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吳○信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6 速偵 162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蘇○丞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6 速偵 1624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張○鈞 緩起訴處分

致 106 速偵 1625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峯 緩起訴處分

致 106 速偵 162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重 緩起訴處分

致 106 速偵 162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張○力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6 速偵 162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梁○正 緩起訴處分

致 106 速偵 1629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羅○富 緩起訴處分

結 106 調偵 399 過失傷害 高市湖內區所 柯○嫻 起訴

陽 106 偵 4185 家庭暴力殺人 旗山分局 黃○彥 起訴

黃 106 偵 7121 詐欺 左營分局 李○瑩 不起訴處分

黃 106 偵 7529 詐欺 左營分局 李○瑩 不起訴處分

黃 106 毒偵 133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蘇○生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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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06 毒偵 1430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郭○均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6 毒偵 147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融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6 毒偵 1682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高○ 起訴

黃 106 撤緩 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沈○泰 撤銷緩起訴處分

歲 106 偵 683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蔡○淇 起訴

歲 106 偵 2926 詐欺 仁武分局 歐○霆 不起訴處分

歲 106 偵 5288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許○硯 起訴

歲 106 偵 6234 詐欺 仁武分局 李○國 不起訴處分

歲 106 偵 6234 詐欺 仁武分局 楊○再 不起訴處分

歲 106 偵 7507 賭博 岡山分局 王○選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偵 7507 賭博 岡山分局 朱○雄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偵 7507 賭博 岡山分局 呂○卿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偵 7507 賭博 岡山分局 郭○月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偵 7592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邵○傑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偵 7599 傷害 左營分局 朱○隆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偵 7881 過失傷害 高市燕巢區所 洪○竣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毒偵 1151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許○硯 起訴

歲 106 毒偵 175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淇 起訴

歲 106 毒偵 175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硯 起訴

歲 106 調偵 609 過失傷害 屏東崁頂鄉所 廖○良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撤緩 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姜○中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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