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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108 速偵 426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劉○春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速偵 427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S○ELIG

ANDREW

BENJAMIN

緩起訴處分

玄 107 偵 17613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蔡○哲 不起訴處分

玄 107 毒偵 269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闕○智 起訴

玄 107 毒偵 2910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葉○芬 起訴

玄 107 毒偵 3547 毒品防制條例 鹽埕分局 闕○智 起訴

玄 107 毒偵 386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闕○智 起訴

玄 108 偵 287 肇事逃逸等 林園分局 吳○廷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23137 詐欺 曾○民 王○懿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23138 詐欺 黃○正 王○賢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毒偵 2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撤緩 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賴○元 撤銷緩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944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廷 起訴

生 107 偵 9447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廷 起訴

生 107 偵 10458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張○瑋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10458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三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10458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賴○壹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11787 竊盜 三民二局 禹○男 起訴

生 107 偵 20522 誣告 簽○ 郭○麟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 2171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廷 起訴

生 107 偵 21795 公共危險等 三民一局 林○廷 起訴

生 107 偵緝 1039 詐欺 簽○ 李○芬 不起訴處分

生 107 偵緝 1060 詐欺 自動○案 吳○仁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1454 侵占等 張○驥 張○淳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524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李○鵬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52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李○勲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52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丁○倫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527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莊○信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52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曲○英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7 偵 16959 毀棄損壞 小港分局 廖○能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7 偵 18697 詐欺 鳳山分局 謝○祐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7 毒偵 3208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賴○城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2791 毀損債權 簽○ 陳○仁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偵 16492 著作權法 大同分局 張○南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偵 18545 肇事逃逸 三民一局 洪○穎 起訴

盈 108 偵 2527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洪○穎 起訴

海 108 偵 161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李○庭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613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洪○穎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695 肇事逃逸等 鼓山分局 曾○雄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778 竊盜 三民二局 徐○雄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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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108 速偵 508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鄭○芬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50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潘○得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51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許○粧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51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立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51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鄭○雄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41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張○雯 起訴

海 108 調偵 138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楊○茹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調偵 256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林○穎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調偵 257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林○穎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毒偵緝 2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沈○忠 不起訴處分

國 108 速偵 44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簡○雄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調偵續 2 藏匿人犯 雄高分檢 劉○華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撤緩 49 妨害自由 簽○ 葉○均 撤銷緩起訴處分

惟 108 偵 1261 竊盜 鳳山分局 賴○珍 聲請簡易判決

惟 108 偵 1415 妨害自由 簽○ 林○三 不起訴處分

惟 108 偵 1575 肇事逃逸等 朱○智 賴○彬 不起訴處分

惟 108 偵 1576 背信 簽○ 唐○營 不起訴處分

惟 108 偵續 6 過失傷害 雄高分檢 顏○晏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8204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李○善 起訴

淡 107 毒偵 3367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蔡○吟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3393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丁○杰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340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楊○洲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370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蔡○吟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3701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許○玲 起訴

淡 107 毒偵 3768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何○樺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3919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阮○誠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3939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許○玲 起訴

淡 107 毒偵 396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邵○甯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405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陳○為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406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羅○元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409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瑋 起訴

淡 107 毒偵 420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張○勛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4222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侯○良 起訴

淡 107 毒偵 426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蔡○惠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19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朱○平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50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凱 起訴

淡 108 毒偵 115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新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偵 6794 詐欺 臺灣高檢 黃○景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偵 17707 詐欺 林園分局 范○翔 不起訴處分

聖 107 偵 21286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蔡○發 不起訴處分

虞 108 偵 2723 侵占 曾○仁 曾○慧 不起訴處分

道 107 偵 19981 毀棄損壞 汪○儀 蔡○仁 不起訴處分

德 108 撤緩 5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潘○榮 撤銷緩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39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田 緩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03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林○騫 緩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047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鍾○文 緩起訴處分

露 107 偵 14601 詐欺 鹽埕分局 陳○延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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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107 偵 1640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洪○祿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125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賓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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