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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107 撤緩 41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羊○川 撤銷緩起訴處分

巨 107 撤緩偵 299 公共危險 簽○ 洪○軒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速偵 3478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朱○誠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速偵 3479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蔡○成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速偵 3480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周○航 緩起訴處分

巨 107 速偵 348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顏○益 緩起訴處分

巨 107 毒偵 27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丞 起訴

玉 107 偵 7773 詐欺 臺灣高檢 謝○蘭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0334 詐欺 苓雅分局 賴○發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3043 詐欺 蔡○榮 柯○彬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4165 詐欺 朱○豐 郭○倫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4498 詐欺 臺灣高檢
I○FEREV

DMYTRO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5412 毀棄損壞 前鎮分局 賴○均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緝 1064 詐欺 三民一局 蘇○吉 起訴

玉 107 撤緩偵 221 詐欺 簽○ 吳○娣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撤緩偵 290 公共危險 簽○ 姜○成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毒偵 282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張○恩 緩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12317 公共危險等 三民一局 楊○玉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緝 770 詐欺等 基二分局 陳○美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毒偵 260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許○濱 起訴

光 107 速偵 3423 竊盜 林園分局 蔣○亨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2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吳○杰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25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于○興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2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謝○寶 緩起訴處分

光 107 速偵 3427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鄭○展 緩起訴處分

光 107 速偵 342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N○

NTHIBUT

WUTTHIC

HAI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29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謝○融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3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許○瀚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3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劉○儀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3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呂○義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3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林○毅 緩起訴處分

光 107 速偵 343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清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35 竊盜 前鎮分局 黃○萍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3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許○溢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速偵 343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強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7 撤緩 39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石○源 撤銷緩起訴處分

光 107 撤緩 40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謝○峰 撤銷緩起訴處分

列 107 速偵 340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春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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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7 偵 9508 肇事逃逸 林園分局 林○益 起訴．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11061 槍砲彈刀條例 刑事警局 潘○霖 起訴

有 107 撤緩偵 258 公共危險 簽○ 陳○鴻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7 撤緩偵 292 妨害風化罪 簽○ 黃○軒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7 撤緩偵 307 公共危險 簽○ 張○瑀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7 偵 9878 竊盜 航高分局 高○裕 不起訴處分

育 107 偵 9904 竊盜 苓雅分局 劉○安 起訴

育 107 偵 12297 槍砲彈刀條例 簽○ 許○翰 不起訴處分

育 107 偵緝 375 偽造文書 岡山分局 李○修 起訴

育 107 調偵 410 殺人未遂等 高市前鎮區所 蘇○筠 起訴．不起訴處分

育 107 調偵 410 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王○安 起訴

育 107 調偵 512 業務過失致死 高市前鎮區所 李○萍 緩起訴處分

育 107 調偵 512 職業安全衛生 高市前鎮區所
造○工程

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育 107 撤緩 23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蔡○璋 撤銷緩起訴處分

良 107 偵 10179 偽造文書 顏○正 薛○銓 不起訴處分

良 107 偵 15105 詐欺 林園分局 高○駿 追加起訴

良 107 偵 15105 詐欺 林園分局 蘇○豪 追加起訴

辰 107 毒偵 2792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7 偵 13141 毀棄損壞 新興分局 王○亞 不起訴處分

河 107 偵 13141 毀棄損壞 新興分局 張○ 不起訴處分

珍 106 偵 12595 偽造文書等 簽○ 蘇○文 不起訴處分

珍 106 偵 12595 詐欺 簽○ 李○瑢 不起訴處分

珍 106 偵 12595 詐欺 簽○ 李○聘 不起訴處分

皇 107 軍毒偵 9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憲兵 黃○凱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偵 9605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盧○華 起訴

盈 107 偵 13881 過失傷害 小港分局 郭○玉 起訴

盈 107 偵 13881 過失傷害 小港分局 簡○復 起訴

盈 107 偵 14336 傷害 簽○ 劉○旺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偵緝 942 竊盜 中一分局 周○威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7 偵緝 943 竊盜 中一分局 周○威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7 撤緩偵 301 公共危險 簽○ 許○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7 偵 11365 竊盜 林園分局 羅○清 起訴

張 107 偵 11756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林○全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7 偵續 29 妨害名譽 雄高分檢 周○君 不起訴處分

張 107 偵續 29 妨害名譽 雄高分檢 周○君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505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柯○年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65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冬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6514 公共危險 簽○ 林○福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1914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郭○富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2395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張○冬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撤緩 3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顏○軒 撤銷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撤緩 36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顏○軒 撤銷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撤緩 39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姜○華 撤銷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撤緩 39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周○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翔 107 偵 11781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林○昌 起訴

翔 107 偵 13612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許○雄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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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 107 偵 1421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林○昌 起訴

翔 107 偵 1450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發 起訴

翔 107 偵 1476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發 起訴

翔 107 偵 16460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許○雄 起訴

翔 107 毒偵 2663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許○雄 起訴

雲 107 偵 130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泰 起訴

雲 107 偵 1351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楊○菘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偵 14393 公共危險 陸○蓁 林○淵 不起訴處分

雲 107 偵 16032 業務過失傷害 呂○描 張○忠 不起訴處分

雲 107 偵 16623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謝○峰 不起訴處分

雲 107 偵緝 102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周○嘉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毒偵 166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林○泰 起訴

雲 107 毒偵 17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格 不起訴處分

雲 107 毒偵 2547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張○良 起訴

雲 107 戒毒偵 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憲 不起訴處分

德 107 偵 13988 竊盜 三民一局 林○龍 起訴

潛 107 速偵 345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邱○幃 緩起訴處分

潛 107 速偵 345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蔡○坤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07 速偵 345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李○發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07 速偵 3454 竊盜 苓雅分局 潘○陵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07 速偵 3455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吳○月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07 速偵 345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鄭○發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7 偵 15962 詐欺 雄高分檢 呂○平 不起訴處分

騰 107 毒偵 2877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潘○建 緩起訴處分

讓 107 偵 11425 傷害 新興分局 劉○萬 起訴

讓 107 偵 12096 侵占 三民二局 劉○龍 不起訴處分

讓 107 偵 13025 侵占 新興分局 顏○韋 不起訴處分

讓 107 偵 14123 妨害秩序 莊○貴 郭○彰 起訴

讓 107 偵 15472 妨害名譽 林園分局 林○鈴 起訴

讓 107 偵 15888 竊盜 三民二局 林○玲 起訴

讓 107 速偵 340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王○興 緩起訴處分

讓 107 速偵 340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王○源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7 速偵 340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張○偉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7 速偵 340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7 速偵 3405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林○偉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7 速偵 343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潘○勝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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