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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07 偵 17213 竊盜 三民二局 廖○寬 不起訴處分

大 107 偵 22604 妨害名譽 徐○中 陳○ 不起訴處分

冬 108 偵 4618 過失傷害 陳○義 張○筑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90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許○瑋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毒偵 407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徐○楨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軍毒偵 17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憲兵 劉○麟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軍毒偵緝 1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撤緩 5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德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22378 商標法 保二一03 曹○文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緝 187 詐欺 高雄保大 洪○良 起訴

玉 108 撤緩 9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豪 撤銷緩起訴處分

生 107 毒偵 4100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劉○逢 不起訴處分

列 107 偵 20611 詐欺等 高市刑大 蕭○德 追加起訴

列 107 偵緝 1449 竊盜 苓雅分局 陳○村 起訴

列 107 少連偵 240 詐欺 林園分局 林○志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偵 2389 槍砲彈刀條例等 鳳山分局 宋○元 追加起訴

列 108 偵 2561 竊盜 苓雅分局 陳○村 起訴

列 108 速偵 912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蔡○? 緩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21990 妨害自由等 苓雅分局 吳○珍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21990 妨害自由等 苓雅分局 莊○吉 不起訴處分

有 108 偵 2428 妨害自由等 李○任 魏○ 不起訴處分

羽 108 撤緩 10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千 撤銷緩起訴處分

育 107 毒偵 182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銀○婷 不起訴處分

育 107 毒偵 2720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張○修 不起訴處分

育 108 偵 1591 傷害 鳳山分局 祝○賢 不起訴處分

育 108 毒偵緝 3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龍 起訴

育 108 毒偵緝 4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龍 起訴

育 108 撤緩毒偵 1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瑤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8 撤緩 8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洪○德 撤銷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97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聰 聲請簡易判決

辰 107 偵 16830 詐欺 臺灣高檢 趙○隆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43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周○清 起訴

辰 108 調偵緝 3 詐欺 高市小港區所 王○平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 1210 性騷擾防治法 B1080312-1 許○重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2276 偽造文書 小港分局 王○權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2276 偽造文書 小港分局 許○祥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3146 偽造文書等 唐○華 胡○寔 起訴

洪 108 速偵 908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鍾○陽 緩起訴處分

皇 107 偵 23139 詐欺 衡○德 衡○誌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3381 竊盜 潮州分局 潘○明 起訴

皇 108 偵 4012 竊盜 林園分局 潘○明 起訴

皇 108 偵 4493 竊盜 鼓山分局 郭○雄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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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108 偵 4686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鄭○寶 起訴

皇 108 偵緝 99 竊盜 林園分局 潘○明 起訴

皇 108 毒偵 59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方○棻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604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黃○駿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偵 2675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方○印 起訴

海 108 偵 2680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黃○龍 起訴

國 108 速偵 97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蘇○萬 緩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21320 賭博 松山分局 潘○伶 不起訴處分

宿 107 偵 22598 妨害名譽 吳○璇 莊○富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4629 侵占
遠○國際資融股

份有限公司
吳○廷 不起訴處分

康 107 偵 22663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趙○盛 不起訴處分

康 107 調偵 1441 過失傷害 高市旗津調委 李○倫 不起訴處分

康 107 調偵 1441 過失傷害 高市旗津調委 陳○ 不起訴處分

康 108 偵 595 詐欺
德○造船有限公

司等
張○文 不起訴處分

康 108 偵 596 詐欺 許○煜 洪○來 不起訴處分

康 108 偵 1622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陳○義 不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1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曾○華 聲請簡易判決

康 108 速偵 91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劉○誠 聲請簡易判決

康 108 速偵 915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許○進 聲請簡易判決

康 108 速偵 91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韓○智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17 不能安全駕駛 鳳山分局 吳○嚴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18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雄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1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葉○昀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2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曹○耀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2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萱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2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楊○勝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2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柱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2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鍾○惠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2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黃○安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2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隆 聲請簡易判決

康 108 速偵 92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邱○鵬 緩起訴處分

康 108 速偵 94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薛○賢 聲請簡易判決

康 108 調偵 97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林○環 不起訴處分

康 108 調偵 178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周○閔 不起訴處分

康 108 選偵 16 毀棄損壞 簽○ 蔡○桂 不起訴處分

惟 108 速偵 971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福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21978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張○蓁 緩起訴處分

淡 107 毒偵 402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黃○益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4109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曾○瑋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7 毒偵 4110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蔡○忠 起訴

淡 108 偵 289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鳳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298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仁 起訴

淡 108 偵 362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周○瑄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386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翎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3979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鄭○明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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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108 偵 417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進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420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弘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420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許○麗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4361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黃○木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468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武 起訴

淡 108 偵 469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君 起訴

淡 108 毒偵 10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黃○益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20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楊○洲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414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謝○玲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54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蔡○宗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59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周○文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毒偵 69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郭○和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7 偵 12210 電遊場業管理 三民一局 謝○充 不起訴處分

寒 107 偵 22867 妨害名譽等 苓雅分局 洪○斐 不起訴處分

寒 107 偵 22942 賭博 鳳山分局 陳○允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7 偵 22942 賭博 鳳山分局 羅○南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7 調偵 1134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朱○義 起訴

寒 108 偵 1810 入出國移民法 鳳山分局
T○AN VAN

DINH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2188 妨害農工商 航業調查處 董○芬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毒偵 60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明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毒偵 620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李○澤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調偵 22 肇事逃逸等 高市苓雅區所 陳○晨 起訴

朝 108 偵 2296 傷害 小港分局 李○君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偵 2403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辛○睿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偵 2866 業務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施○丞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調偵 262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任○君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調偵 262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洪○為 不起訴處分

朝 108 調偵 262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鍾○諺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90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安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98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吳○泉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98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魏○明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98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許○曄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08 撤緩偵 70 公共危險 簽○ 古○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08 速偵 846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鄭○仁 緩起訴處分

發 108 速偵 85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顏○坪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08 速偵 859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邱○發 緩起訴處分

發 108 速偵 86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林○幣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08 速偵 861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宏 緩起訴處分

發 108 速偵 862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陳○銘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08 速偵 86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夏○信 緩起訴處分

發 108 速偵 864 竊盜 鼓山分局 黃○芳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08 速偵 86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聰 緩起訴處分

發 108 速偵 86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沈○正 緩起訴處分

發 108 速偵 868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沈○智 緩起訴處分

發 108 速偵 86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廖○嵐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08 速偵 87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宗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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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108 撤緩 93 誣告 簽○ 梁○弘 撤銷緩起訴處分

結 108 撤緩 10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鄭○偉 撤銷緩起訴處分

雲 107 偵 13609 商標法 保二一03 蕭○中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雲 107 偵 13609 商標法 保二一03 蕭○妤 不起訴處分

雲 107 偵 19692 詐欺 臺灣高檢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7 偵 21687 詐欺 臺灣高檢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雲 108 偵 3900 過失傷害 謝○安 吳○華 不起訴處分

聖 107 偵 4725 詐欺等 楊○華 許○境 不起訴處分

虞 108 偵 39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李○洋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虞 108 速偵 97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彭○峰 緩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421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張○周 起訴

道 108 偵 468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高○明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51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黃○松 起訴

道 108 毒偵 590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鍾○龍 起訴

德 108 撤緩偵 73 公共危險 簽○ 潘○榮 聲請簡易判決

德 108 速偵 929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林○蓉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7 偵 19863 洗錢防制法等 鼓山分局 許○婷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21047 洗錢防制法等 大安分局 許○麗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21823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檢 許○麗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22264 詐欺 劉○萍 沈○蓁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22709 洗錢防制法等 林園分局 許○麗 不起訴處分

闕 107 偵 23147 洗錢防制法等 淡水分局 許○婷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2800 洗錢防制法等 鼓山分局 許○婷 不起訴處分

騰 107 偵 19761 傷害 小港分局 張○和 起訴

騰 107 偵 19761 傷害 小港分局 陳○竹 起訴

騰 108 偵 128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偵 4447 竊盜 林園分局 黃○宏 起訴

騰 108 偵 4673 公共危險 簽○ 蔡○次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毒偵 27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胡○華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351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潘○罧 緩起訴處分

騰 108 毒偵 531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邱○修 起訴

騰 108 毒偵 587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梁○長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少連偵 27 毀棄損壞 鼓山分局 林○維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241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傑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312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霖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85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梁○靜 起訴

露 108 毒偵 9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翔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336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劉○沅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406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吳○真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毒偵 535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方○平 起訴

露 108 毒偵 59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吳○真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毒偵緝 16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劉○強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戒毒偵 1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章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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