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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107 偵 19853 傷害 前鎮分局 蔡○成 不起訴處分

巨 107 撤緩偵 376 公共危險 簽○ 徐○富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速偵 4320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楊○雯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速偵 4321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陶○強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速偵 432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蘇○丞 緩起訴處分

巨 107 速偵 432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戴○鋒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速偵 432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洪○圻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7 速偵 432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許○維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1869 詐欺 臺灣高檢 劉○森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2459 詐欺 臺灣高檢 劉○森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4173 洗錢防制法等 白河分局 劉○婷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1775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顏○庭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7797 妨害公務 鼓山分局 張○美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17806 妨害公務 三民二局 劉○博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790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孫○麗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9061 詐欺 鼓山分局 方○宜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9477 洗錢防制法等 左營分局 劉○婷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緝 1069 詐欺 高雄保大 程○紅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9166 商標法 保二一03 朱○心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速偵 4311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曾○聖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7 偵 17990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羅○民 不起訴處分

羽 107 速偵 431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邱○枝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7 毒偵 142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王○欽 不起訴處分

羽 107 毒偵 192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許○銘 不起訴處分

羽 107 毒偵 3314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蔡○琪 緩起訴處分

羽 107 毒偵 393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葉○祿 聲請簡易判決

羽 107 撤緩毒偵 11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良 起訴

育 107 偵 13541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王○鈞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7 偵 19109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王○鈞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7 速偵 434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尤○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7 毒偵 1900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林○雄 不起訴處分

育 107 毒偵 2618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欣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7 毒偵 2619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劉○彤 起訴

育 107 毒偵 2623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洪○宏 起訴

良 107 速偵 434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7 偵 944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韓○聖 起訴

河 107 偵 2030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張○清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7 毒偵 2549 毒品防制條例 鹽埕分局 葛○宏 不起訴處分

河 107 毒偵 3074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翁○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偵 985 業務過失致死 林園分局 黃○鏵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4852 業務過失致死 簽○ 黃○鏵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12500 詐欺 高雄調查處 曾○明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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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7 偵 13945 詐欺 簽○ 杜○瑩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偵 15302 詐欺 三民二局 嚴○彬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16966 詐欺 臺灣高檢 戴○全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17167 毀棄損壞 前鎮分局 葉○裕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調偵 1289 過失致死 高市三民區所 郭○銨 起訴

昃 107 調偵 1300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田○吉 起訴

珍 107 偵 1180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劉○岑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毒偵 3204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姜○昱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毒偵 384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蘇○名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毒偵 384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張○豪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毒偵 393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姜○昱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7 毒偵緝 19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曾○逢 不起訴處分

珍 107 毒偵緝 19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曾○逢 不起訴處分

皇 107 偵 16084 詐欺 高○蓮 林○雄 不起訴處分

皇 107 偵 16084 詐欺 高○蓮 林○福 不起訴處分

皇 107 偵 16084 詐欺 高○蓮 林○蓁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偵 18589 竊盜 鳳山分局 林○芳 緩起訴處分

盈 107 偵 20212 肇事逃逸 陳○衣 翁○懷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撤緩偵 368 公共危險 簽○ 周○宇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430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彭○榮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430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進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速偵 430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劵 緩起訴處分

海 107 調偵 1335 過失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黃○琳 不起訴處分

國 107 毒偵 250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謝○春 起訴

淡 107 偵 18503 詐欺 臺灣高檢 蘇○福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9175 詐欺 馬公分局 洪○倫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9177 詐欺 林園分局 李○廷 不起訴處分

寒 107 偵 15990 竊盜 楊○朱 劉○銖 不起訴處分

寒 107 偵 17078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徐○丞 起訴

寒 107 偵 20721 毀棄損壞 簽○ 駱○鋒 不起訴處分

寒 107 毒偵 268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何○賢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7 毒偵 3165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莊○嘉 緩起訴處分

寒 107 毒偵 3792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華 起訴

寒 107 調偵 553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尤○薇 不起訴處分

寒 107 調偵 553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李○伸 起訴

湯 107 速偵 4326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黃○弘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7 速偵 432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高○山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7 速偵 4328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吳○廷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32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珅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7 速偵 433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恭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33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洪○益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332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郭○翔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33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娜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33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陸○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33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邱○堅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7 速偵 4336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吳○昇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7 速偵 433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曾○輝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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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 107 速偵 433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蔡○丞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33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林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342 妨害公務 鼓山分局 李○祥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偵 15246 妨害自由等 鳳山分局 許○紗 追加起訴

黃 107 偵 17204 個人資料保護 羅○陽 洪○智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18266 賭博 北斗分局 李○賢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18266 賭博 北斗分局 陳○慧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續 60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王○玲 起訴

黃 107 偵續 60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王○英 起訴

黃 107 偵續 60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李○鼎 起訴

黃 107 偵續 60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曾○雪 起訴

黃 107 偵續 111 破產法 雄高分檢 顏○豐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軍偵 29 藥事法 鼓山分局 莊○福 緩起訴處分

黃 107 撤緩 512 肇事逃逸 簽○ 林○婕 撤銷緩起訴處分

虞 107 偵 16631 詐欺 鳳山分局 胡○葳 起訴

虞 107 偵 18916 過失傷害 吳○卿 官○嬅 起訴

虞 107 偵 18966 詐欺 鳳山分局 胡○葳 起訴

虞 107 偵 18966 詐欺 鳳山分局 張○方 起訴

虞 107 偵 19169 詐欺 林園分局 張○方 起訴

道 107 偵 2888 業務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侯○勳 不起訴處分

道 107 偵 19075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吉 緩起訴處分

騰 107 偵 20188 洗錢防制法等 雄高分檢 歐○哲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7 偵緝 1046 洗錢防制法等 高雄保大 蔡○宗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7 毒偵 3592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鄭○耀 起訴

露 107 毒偵緝 19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林○賢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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