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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07 偵 18661 公共危險 簽○ 林○廷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7 偵 18661 公共危險 簽○ 顏○韋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15053 詐欺 臺灣高檢 王○霖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6522 詐欺 臺灣高檢 高○雄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6831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檢 蔡○霖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16969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檢 蔡○霖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緝 975 詐欺 前鎮分局 高○雄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偵緝 1000 洗錢防制法等 南市刑大 蔡○霖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緝 1215 詐欺 新興分局 吳○杰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偵 17947 毀棄損壞 鳳山分局 張○鴻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9168 商標法 保二一03 林○廷 緩起訴處分

玉 107 毒偵 2543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王○福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7 毒偵 2698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陳○祥 起訴

玉 107 毒偵 3281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祥 起訴

玉 107 毒偵 3565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祥 起訴

成 107 速偵 4859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張○誠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7 偵 17938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林○鍠 起訴

有 107 偵 17938 槍砲彈刀條例等 苓雅分局 吳○亮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朱○靖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林○瑋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林○鍠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崔○宏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郭○漳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妨害自由 苓雅分局 楊○淯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妨害自由等 苓雅分局 張○雄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詐欺 苓雅分局 王○翰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詐欺 苓雅分局 林○昌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槍砲彈刀條例等 苓雅分局 吳○亮 起訴

有 107 偵 20284 贓物 苓雅分局 戴○言 起訴

有 107 速偵 4809 賭博 苓雅分局 陳○宗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7 速偵 4809 賭博 苓雅分局 陳○祥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7 速偵 4809 賭博 苓雅分局 曾○花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7 速偵 4809 賭博 苓雅分局 趙○榮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7 偵 2284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泰 緩起訴處分

往 107 毒偵 425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王○鴻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7 撤緩 60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瑋 撤銷緩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22922 業務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洪○福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毒偵 385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璋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7 毒偵 398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曾○遠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7 偵 22756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林○賢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毒偵緝 229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陳○慈 不起訴處分

海 107 毒偵緝 230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陳○慈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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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108 撤緩偵 17 公共危險 簽○ 沈○宗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調偵 13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朱○芬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調偵 13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陳○ 不起訴處分

國 107 偵 12293 偽證 簽○ 馬○宣 緩起訴處分

國 107 偵 17611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蔡○男 起訴

國 107 選偵 123 選舉罷免法 鹽埕分局 楊○蓉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22357 妨害自由 小港分局 徐○嬪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戒毒偵 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劉○樣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撤緩 62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東○仁 撤銷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88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牛○松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7 速偵 489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季 緩起訴處分

湯 107 速偵 489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益 聲請簡易判決

翔 107 撤緩 62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吳○怡 撤銷緩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37 恐嚇取財得利等 鳳山分局 王○均 起訴

黃 107 選偵 37 恐嚇取財得利等 鳳山分局 莫○強 起訴

黃 107 選偵 37 恐嚇取財得利等 鳳山分局 黃○雄 起訴

黃 107 選偵 37 恐嚇取財得利等 鳳山分局 楊○才 起訴

聖 107 偵 13092 詐欺等 三民二局 蔡○和 不起訴處分

虞 107 偵 22925 詐欺等 新興分局 羅○妤 起訴

虞 108 偵 109 過失傷害 劉○梅 游○鈞 不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483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楊○茂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483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施○鳳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483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任○智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7 速偵 483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宋○宏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7 速偵 483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呂○全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4837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張○慶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4838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柯○凉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483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李○廷 緩起訴處分

鳳 107 速偵 4840 竊盜 林園分局 邱○連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7 速偵 484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沈○興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7 速偵 484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源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7 速偵 484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周○明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7 速偵 484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黃○德 緩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17957 妨害名譽等 簽○ 陳○住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17957 傷害 簽○ 楊○英 不起訴處分

騰 107 偵 21970 背信 高雄調查處 張○銘 起訴

騰 107 偵 23058 詐欺 三民一局 鍾○澐 不起訴處分

騰 107 毒偵 422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陸○利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7 毒偵 428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和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騰 108 偵 465 竊盜 左營分局 孫○正 起訴

騰 108 偵 784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李○惠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撤緩偵 12 公共危險 簽○ 王○和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撤緩偵 13 公共危險 簽○ 李○勇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安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撤緩毒偵 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發 起訴

露 107 偵 18039 毀棄損壞 鼓山分局 顏○隆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7 毒偵 3076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生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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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108 戒毒偵 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鹿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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