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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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8 偽造文書等 雄高分檢 楊○堤 起訴．不起訴處分

出 106 偵緝 644 保險法 自○到案 吳○芳 起訴

出 106 毒偵 3125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林○生 緩起訴處分

出 107 偵 2061 保險法 簽○ 許○輝 起訴

出 107 速偵 558 不能安全駕駛 仁武分局 黃○成 緩起訴處分

出 107 速偵 559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張○欽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速偵 560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蔡○河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速偵 561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林○雯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速偵 562 公共危險 六龜分局 王○成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速偵 56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戴○仁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速偵 564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劉○霖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速偵 565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林○山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速偵 56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賴○榮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速偵 56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N○UYEN

THE ANH
聲請簡易判決

出 107 毒偵 171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吳○蓉 緩起訴處分

巨 106 偵 10502 殺人未遂等 岡山分局 吳○德 不起訴處分

巨 106 偵 10502 殺人未遂等 岡山分局 呂○文 不起訴處分

巨 106 偵 10502 殺人未遂等 岡山分局 陳○倫 不起訴處分

巨 106 偵 12302 竊盜 湖內分局 吳○順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6 調偵 993 過失傷害 高市橋頭區所 楊○賀 起訴

巨 107 偵 470 竊盜 仁武分局 黃○明 緩起訴處分

巨 107 偵 668 過失傷害等 岡山分局 何○貴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巨 107 偵 678 竊盜 左營分局 謝○明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10579 詐欺 六龜分局 邱○娟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11135 商標法 芳苑分局 謝○羲 緩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11658 詐欺 旗山分局 何○宸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1186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潘○中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12011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梁○賢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偵 12886 詐欺 左營分局 李○玉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12886 詐欺 左營分局 張○強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偵 12886 詐欺 左營分局 張○維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偵緝 670 詐欺 高市刑大 孫○金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6 毒偵 754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李○蓉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毒偵 2160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陳○仁 緩起訴處分

玄 106 毒偵 2838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邱○政 不起訴處分

玄 106 毒偵 2909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陳○明 起訴

玄 106 毒偵 3063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宋○中 起訴

玄 107 偵 22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吳○諺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20 毀棄損壞 左營分局 莊○茹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299 詐欺 枋寮分局 吳○菁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398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劉○耀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596 公共危險 湖內分局 林○麗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780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陳○銘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907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周○賢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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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107 偵 1116 詐欺 湖內分局 吳○菁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1259 毀棄損壞 楠梓分局 李○祥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499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陳○仁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57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古○康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1683 詐欺 簽○ 曾○彥 起訴

玄 107 偵 1684 詐欺 簽○ 曾○彥 起訴

玄 107 偵 1757 詐欺 臺灣高檢 陳○俊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846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卿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2220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平 起訴

玄 107 毒偵 22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吳○逸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毒偵 2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陳○木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毒偵 5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郭○民 起訴

玄 107 毒偵 5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陳○木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毒偵 223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陳○隆 起訴

玄 107 毒偵 304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許○忠 起訴

玄 107 毒偵 319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陳○仁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毒偵 324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陳○壬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毒偵 35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許○忠 起訴

玄 107 毒偵 358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鄭○忠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毒偵 380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李○賓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毒偵 389 毒品防制條例 湖內分局 蔡○芬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撤緩毒偵 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宇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撤緩毒偵 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余○宗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軍毒偵 1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憲兵 呂○芳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撤緩 37 公共危險 簽○ 潘○瑋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6 偵 9951 詐欺 楠梓分局 吳○輝 不起訴處分

玉 106 偵 11545 竊盜 楠梓分局 郭○山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偵 11545 竊盜 楠梓分局 蘇○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偵 1206 偽證 雄高分檢 張○祥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緝 108 過失傷害 簽○ 康○吉 起訴

玉 107 調偵 195 公共危險等 高市楠梓區所 徐○惠 起訴

地 107 偵 222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7 毒偵 116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朱○章 起訴

地 107 毒偵 250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良 起訴

地 107 毒偵 270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應○宇 緩起訴處分

地 107 毒偵 35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易○宇 緩起訴處分

地 107 毒偵 35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易○宇 緩起訴處分

地 107 毒偵 36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吳○忠 起訴

地 107 毒偵 401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黃○德 起訴

地 107 毒偵 455 毒品防制條例 旗山分局 林○棟 起訴

珍 106 偵 9927 竊盜 左營分局 盧○銘 起訴

珍 106 偵 11116 竊盜 湖內分局 王○明 起訴

珍 106 偵 12136 侵占 楠梓分局 曾○勛 不起訴處分

珍 106 偵 12542 過失傷害 國道五隊 陳○展 不起訴處分

珍 107 偵 1015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林○源 不起訴處分

珍 107 偵 1015 過失傷害 左營分局 黃○傳 不起訴處分

珍 107 速偵 473 公共危險 楠梓分局 劉○? 聲請簡易判決

秋 106 偵 12313 傷害 左營分局 梁○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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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107 調偵 168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左營區所 李○城 不起訴處分

秋 107 撤緩 61 公共危險 簽○ 劉○德 撤銷緩起訴處分

淡 106 偵 1077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蕭○楠 起訴

淡 107 偵 509 傷害 岡山分局 林○耀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509 傷害 岡山分局 林○華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509 傷害 岡山分局 黃○翔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509 傷害 岡山分局 蕭○楠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509 傷害 岡山分局 賴○辰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231 恐嚇 仁武分局 龔○桂 起訴

淡 107 偵 1418 過失致死 湖內分局 林○順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調偵 193 傷害 高市旗山區所 黃○霖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1254 公共危險 岡山分局 黃○鋒 緩起訴處分

黃 107 毒偵 3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蘇○哲 起訴

黃 107 毒偵 1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文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毒偵 275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蘇○哲 起訴

歲 107 偵 1269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吳○穎 起訴

歲 107 偵 1270 毒品防制條例 警署保防 高○福 起訴

歲 107 偵 2031 藥事法 保三二隊 高○福 起訴

歲 107 偵 2032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吳○穎 起訴

歲 107 速偵 59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吳○毅 緩起訴處分

稱 106 調偵 1040 妨害性自主罪 高市茄萣區所 莊○煌 不起訴處分

稱 107 偵 2323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財 不起訴處分

稱 107 速偵 569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7 撤緩 60 公共危險 簽○ 鐘○宸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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