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巨 106 偵 8429 竊盜 岡山分局 郭○基 起訴

光 106 偵 9615 竊盜 仁武分局 陳○昌 起訴

光 106 偵 9826 竊盜 湖內分局 蕭○毅 起訴

光 106 調偵 835 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許○豐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毒偵 217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蘇○彰 起訴

宇 106 偵 898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洪○青 緩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9549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范○遠 緩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9569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羅○輝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毒偵 687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黃○元 起訴

宇 106 毒偵 1164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許○娜 緩起訴處分

宇 106 毒偵 1241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黃○元 起訴

宇 106 毒偵 1379 毒品防制條例 航高分局 黃○琴 緩起訴處分

宇 106 毒偵 1788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毛○仁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毒偵 2032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潘○欣 起訴

宇 106 毒偵 2042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王○雄 起訴

宇 106 毒偵 2048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柯○勇 起訴

宇 106 毒偵 2072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李○洲 起訴

宇 106 毒偵 216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豐 起訴

宇 106 毒偵 2203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陳○鵬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毒偵 2217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劉○宏 起訴

宇 106 毒偵 2235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張○騰 起訴

宇 106 毒偵 2270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鬆○建 起訴

收 106 偵 894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梁○明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6 偵 5344 妨害風化 湖內分局 謝○斌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6 偵 7005 傷害 楠梓分局 姚○鵬 起訴

來 106 偵 7005 傷害 楠梓分局 蔣○堅 起訴

來 106 偵 7856 妨害公務 仁武分局 盛○豪 聲請簡易判決

來 106 偵 9795 過失傷害 岡山分局 李○婷 不起訴處分

來 106 軍偵 8 偽造文書 高雄憲兵 詹○倫 緩起訴處分

宙 106 偵 9955 詐欺 楠梓分局 張○宏 不起訴處分

果 106 速偵 205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鄭○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速偵 205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廖○仁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速偵 205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賢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速偵 2053 竊盜 楠梓分局 鍾○宗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速偵 2054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林○雄 聲請簡易判決

果 106 速偵 2055 妨害公務等 左營分局 朱○台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6 偵 4580 詐欺等 雄高分檢 許○毅 起訴．不起訴處分

河 106 偵 8712
家庭暴力之公

共危險等
楠梓分局 陳○忠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河 106 偵 9235 竊盜 岡山分局 李○春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6 偵緝 459 詐欺 臺西分局 李○晨 起訴

河 106 偵緝 460 詐欺 臺西分局 李○晨 起訴

河 106 調偵 808 偽造文書等 高市左營區所 陳○花 不起訴處分

河 106 調偵 845 過失傷害 高市仁武調委 孫○恩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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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106 偵 9975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余○奇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速偵 190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雨 106 戒毒偵 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裕 不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6732 詐欺 臺灣高檢 李○文 不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7710 詐欺 湖內分局 高○豐 不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8651 商標法 保二一03 陳○惠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6 偵 8957 毀棄損壞 楠梓分局 余○博 不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9011 詐欺 仁武分局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6 偵 9024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林○名 緩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957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石○明 緩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9587 詐欺 雄高分院 潘○升 不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9866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柯○翰 起訴

洪 106 毒偵 852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劉○品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6 毒偵 1800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李○聰 緩起訴處分

洪 106 毒偵 220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 起訴

為 106 速偵 200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王○宏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6 速偵 200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李○芳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6 速偵 201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程○賢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6 速偵 2011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黃○祥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6 速偵 201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史○慧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6 速偵 2013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陳○強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6 速偵 201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楊○基 緩起訴處分

為 106 速偵 2040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邱○泉 緩起訴處分

珍 106 偵 4782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張○源 起訴

珍 106 偵 7534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鍾○上 起訴

珍 106 偵 7695 竊盜 岡山分局 洪○成 起訴

珍 106 偵 9118 過失傷害 林○慧 楊○文 不起訴處分

珍 106 偵 9453 偽造文書等 岡山分局 柯○?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6 偵 1020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張○源 起訴

珍 106 偵 1020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鍾○上 起訴

珍 106 毒偵 2290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古○維 起訴

秋 106 速偵 2049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楊○志 聲請簡易判決

致 106 速偵 2036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李○裕 緩起訴處分

張 106 速偵 2034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 緩起訴處分

結 106 速偵 2066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王○璋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6 速偵 2067 公共危險 旗山分局 林○輝 聲請簡易判決

結 106 速偵 2068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顏○榮 聲請簡易判決

陽 106 速偵 2037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如 緩起訴處分

黃 106 偵 8335 詐欺 仁武分局 黃○琪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6 偵 8559 侵占 孫○豪 陳○玟 不起訴處分

黃 106 偵緝 529 詐欺 航空刑大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6 毒偵 1298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郭○淑 緩起訴處分

黃 106 毒偵 1809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黃○慧 緩起訴處分

黃 106 毒偵 182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林○延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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