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出 106 偵 529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田○麟 起訴

出 106 偵 529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蔡○明 起訴

出 106 偵 6810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田○麟 起訴

出 106 偵 6810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德 起訴

出 106 偵 6810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蔡○明 起訴

出 106 毒偵 1829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田○麟 起訴

出 106 毒偵 183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蔡○明 起訴

玄 106 偵 3428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李○桃 起訴

玄 106 偵 4739 詐欺 岡山分局 楊○成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6491 詐欺 楠梓分局 蔡○智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6492 詐欺 楠梓分局 蔡○智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6493 詐欺 楠梓分局 蔡○智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6494 詐欺 楠梓分局 洪○鈴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6494 詐欺 楠梓分局 蔡○智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7117 詐欺 臺灣高檢 王○銘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7815 詐欺 橋頭地院 陳○宏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786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柯○星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8077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毛○源 起訴

玄 106 偵 814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黃○偉 起訴

玄 106 偵 815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鄭○炫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8554 毀損債權 陳○ 黃○桐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8572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歐○來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毒偵 890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歐○翔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毒偵 941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王○進 起訴

玄 106 毒偵 1216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黃○哲 緩起訴處分

玄 106 毒偵 122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進 起訴

玄 106 毒偵 1297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哲 緩起訴處分

玄 106 毒偵 1349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李○桃 起訴

玄 106 毒偵 1383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朱○航 起訴

玄 106 毒偵 1538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黃○貴 起訴

玄 106 毒偵 1639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姜○中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毒偵 1640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何○泰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毒偵 1656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柯○憲 起訴

玄 106 毒偵 1728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何○賢 起訴

玄 106 毒偵 174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鍾○生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毒偵 1773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蘇○豪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毒偵緝 104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林○生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軍毒偵 64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憲兵 張○棠 不起訴處分

玉 106 調偵 538 過失傷害 高市田寮區所 葉○良 不起訴處分

生 106 撤緩偵 105 公共危險 簽○ 陳○林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6 撤緩偵 106 公共危險 簽○ 辜○寶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5 偵 2679 重利 雄高分檢 胡○帆 起訴．不起訴處分

光 105 偵 2679 重利 雄高分檢 許○昌 起訴

光 105 偵 2679 重利 雄高分檢 廖○瑩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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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105 偵 2679 重利 雄高分檢 韓○奇 起訴．不起訴處分

光 105 偵 2679 重利 雄高分檢 韓○濤 起訴．不起訴處分

光 106 偵 8595 竊盜 左營分局 張○誠 起訴

光 106 偵 8631 竊盜 岡山分局 王○偉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6 偵 7578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蓁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6 偵 786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助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6 偵 8546 毀損債權
台○國際商業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
呂○萱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857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蔡○仁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6 毒偵 728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陳○慧 緩起訴處分

地 106 毒偵 91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黃○裕 緩起訴處分

地 106 毒偵 1365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林○喬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毒偵 1674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許○硯 起訴

地 106 毒偵 1847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劉○明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6 毒偵 186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齡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6 軍毒偵 5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蔡○升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撤緩 54 公共危險 簽○ 潘○清 撤銷緩起訴處分

地 106 撤緩 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登 撤銷緩起訴處分

呂 106 偵 6447 肇事逃逸 左營分局 卓○生 不起訴處分

呂 106 偵 6485 肇事逃逸 楠梓分局 宋○惠 不起訴處分

呂 106 偵 6581 傷害 國道五隊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6 偵 6815 業務侵占 仁武分局 黃○鑫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6 偵 6822 肇事逃逸等 仁武分局 謝○興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呂 106 偵 7791 竊盜 岡山分局 王○智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6 偵 8129 妨害名譽 賴○宇 賴○源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6 偵緝 326 槍砲彈刀條例 岡山分局 劉○政 起訴

呂 106 偵緝 385 竊盜 雄高分檢 江○輝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6 撤緩偵 100 公共危險 雄高分檢 江○祥 聲請簡易判決

呂 106 調偵 617 竊盜 高市橋頭區所 黃○正 不起訴處分

呂 106 調偵 668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吳○億 不起訴處分

來 106 撤緩偵 96 公共危險 簽○ 張○煌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6 速偵 1722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林○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6 偵 7943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雅麗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6 毒偵 887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陳○宇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6 毒偵 1796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陳○同 起訴

果 106 偵 6765 過失傷害 旗山分局 吳○樺 不起訴處分

果 106 偵 6905 竊盜 湖內分局 洪○祥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偵 7093 違反森林法 六龜分局 鄭○臣 起訴

果 106 偵 7540 竊盜 楠梓分局 謝○芳 緩起訴處分

果 106 偵 7889 詐欺 簽○ 郭○宏 緩起訴處分

果 106 偵 8233 公共危險等 岡山分局 洪○ 起訴

果 106 偵 8544 竊盜 仁武分局 陳○雲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偵緝 470 竊盜 新興分局 曾○昇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撤緩偵 98 公共危險 簽○ 謝○通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調偵 729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黃○娥 不起訴處分

雨 106 偵 4532 業務過失致死 楊○欽 起訴

雨 106 偵 4794 業務過失致死 仁武分局 楊○欽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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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106 偵 7523 業務過失致死 旗山分局 劉○華 起訴

雨 106 速偵 176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峯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速偵 176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徐○成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速偵 176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江○賢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速偵 176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田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速偵 176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速偵 176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峻 緩起訴處分

雨 106 速偵 177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許○福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速偵 1771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劉○明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少連偵 24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余○文 不起訴處分

雨 106 少連偵 24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李○憲 不起訴處分

律 106 偵 8353 肇事逃逸 岡山分局 林○ 緩起訴處分

律 106 偵 8401 肇事逃逸 湖內分局 陳○光 緩起訴處分

秋 106 速偵 167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6 速偵 167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呂○賢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6 速偵 1678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温德○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6 速偵 167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辛○祥 緩起訴處分

秋 106 速偵 172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崔○順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5456 過失傷害 雄高分檢 吳○義 緩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6867 妨害名譽等 楠梓分局 歐○妤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7312 竊盜 仁武分局 葉○豪 起訴

張 106 偵 7951 竊盜 左營分局 周○玲 起訴

張 106 偵 7997 竊盜 楠梓分局 黃○卿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8440 侵占
遠○國際資融股份

有限公司
盧○宇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8466 竊盜 仁武分局 周○珠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8466 竊盜 仁武分局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8523 著作權法 智財分署 黃○弘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8542 竊盜 仁武分局 黃○駒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8596 竊盜 左營分局 施○貴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8596 竊盜 左營分局 黃○金環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調偵 595 公共危險等 高市大樹區所 王○銀春 不起訴處分

黃 106 毒偵 504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王○富 緩起訴處分

黃 106 毒偵 1776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蔡○銘 起訴

黃 106 毒偵 188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吳○陽 起訴

黃 106
撤緩毒

偵
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偉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偵 5290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奇 起訴

歲 106 偵 7585 過失傷害 仁武分局 沈○辰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偵 7743 過失致死 旗山分局 陳○興 緩起訴處分

歲 106 偵 8527 傷害 黃○明 陳○頡 不起訴處分

歲 106 偵緝 43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吳○華 起訴

歲 106 毒偵 623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吳○哲 起訴

歲 106 毒偵 1069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黃○齡 起訴

歲 106 毒偵 1070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沈○頡 起訴

歲 106 毒偵 1074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林○清 起訴

歲 106 毒偵 1075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余○龍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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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106 毒偵 1256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黃○貴 聲請簡易判決

歲 106 毒偵 1450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沈○頡 起訴

歲 106 毒偵 1451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黃○齡 起訴

歲 106 毒偵 171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張○平 起訴

歲 106 毒偵 171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張○銘 起訴

歲 106 毒偵 192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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