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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08 偵 10320 毀棄損壞 林園分局 姜○利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偵 1065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仁 起訴

大 108 偵 11168 毀棄損壞 簽○ 齊○娟 不起訴處分

大 108 速偵 2391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葉○杰 緩起訴處分

大 108 毒偵 1701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蕭○宏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8 毒偵 172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徐○財 起訴

大 108 撤緩毒偵 10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歐○貴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9464 詐欺 自動○舉 林○辰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緝 617 毀棄損壞 高雄保大 黃○香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2338 不能安全駕駛 鳳山分局 魏○瑞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調偵 380 過失傷害 高市大寮區所 林○明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0703 誣告等 郭○蕙 方○珠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0703 誣告等 郭○蕙 洪○閔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1433 竊盜 簽○ 李○義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1434 詐欺等 謝○原 蔡○坤 起訴

列 108 偵緝 530 毀棄損壞 龜山分局 蕭○豪 追加起訴

列 108 速偵 235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錢○厚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撤緩 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志 撤銷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撤緩 2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源 撤銷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撤緩 2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源 撤銷緩起訴處分

列 108 撤緩 24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源 撤銷緩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5613 傷害等 鹽埕分局 楊○宗 不起訴處分

成 108 速偵 238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鄭○德 緩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9649 詐欺等 保三二隊 林○鈴 起訴

有 107 偵 18071 詐欺等 高雄國稅局 黃○家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18071 詐欺等 高雄國稅局 蔡○和 不起訴處分

有 107 偵 20842 詐欺等 保三一隊 林○鈴 起訴

有 107 偵 20842 詐欺等 保三一隊 張○娟 起訴

有 107 偵 20842 詐欺等 保三一隊 陳○裕 起訴

有 107 偵 20842 詐欺等 保三一隊 黃○治 起訴

有 107 偵 20842 詐欺等 保三一隊 遲○華 起訴

有 107 偵 20842 詐欺等 保三一隊 戴○鴻 起訴

有 107 偵 20842 詐欺等 保三一隊 謝○雄 起訴

有 107 偵 20842 詐欺等 保三一隊 温○賢 起訴

有 108 偵 837 詐欺 歐陽○美 沈○旭 不起訴處分

有 108 偵緝 646 詐欺 簽○ 吳○娟 不起訴處分

有 108 調偵 41 詐欺 高市新興區所 劉○中 起訴

有 108 調偵 42 詐欺 高市新興區所 楊○欽 起訴

有 108 調偵 42 詐欺 高市新興區所 劉○中 起訴

羽 108 速偵 236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宇 聲請簡易判決

育 108 速偵 236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呂○成 緩起訴處分

育 108 撤緩毒偵 7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富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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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 108 撤緩毒偵 1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呂○祥 起訴

服 107 偵 20042 公共危險等 苓雅分局 鄭○明 不起訴處分

服 107 偵 21400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張○惠 起訴

服 107 偵 22040 著作權法 保二一03 陳○旬 起訴

服 108 偵 9850 公共危險等 新興分局 洪○興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偵 10695 過失傷害 薛○強 李○雲 起訴

服 108 偵 10696 妨害名譽等 孫○軒 黃○媚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偵 10697 妨害名譽等 孫○軒 黃○媚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偵 10698 妨害名譽等 孫○軒 黃○媚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偵 10699 妨害名譽等 孫○軒 黃○媚 不起訴處分

服 108 偵 10700 妨害名譽等 孫○軒 黃○媚 不起訴處分

律 108 撤緩偵 176 公共危險 簽○ 向○俊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11055 詐欺 黃○全 盧○任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 11057 詐欺 吳○興 陳○彬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5463 誣告 鳳山分局 陳○福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5463 竊盜等 鳳山分局 林○群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1076 妨害自由 簽○ 陳○仲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偵 11525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顏○上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71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岳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1682 毒品防制條例 保三二隊 李○庭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調偵 485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林楊○蘭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調偵 485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黃林○華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調偵 486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黃林○華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撤緩 29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歐○富 撤銷緩起訴處分

國 108 速偵 236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勝 聲請簡易判決

康 108 偵 1503 傷害 新興分局 施顏○修 不起訴處分

康 108 撤緩 29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王○成 撤銷緩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3401 搶奪等 鳳山分局 黃○松 起訴

張 108 偵 4694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蔣○宸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偵 5179 搶奪等 三民二局 黃○松 起訴

張 108 偵 6475 搶奪等 新興分局 黃○松 起訴

張 108 偵 7614 竊佔 簽○ 歐○月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9932 竊佔 宋○芳 魏○容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毒偵 70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蔣○宸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毒偵 1069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蔣○宸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7 偵 20616 詐欺 黃○英 林○芳 不起訴處分

暑 107 偵 21979 詐欺 前鎮分局 畢○嘉 不起訴處分

暑 108 偵 3425 詐欺 前鎮分局 吳○榛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偵 11446 妨害秘密 新興分局 鄭○鴻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2427 傷害等 鳳山分局 王○成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2428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黃○霖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調偵 737 傷害等 高市前鎮區所 高○勇 不起訴處分

翔 107 毒偵 318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康○郎 不起訴處分

翔 108 偵 9631 傷害等 前鎮分局 李○晉 不起訴處分

聖 108 速偵 235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胡○文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239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龍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239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郭○霖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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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108 速偵 239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黃○祥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2419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林○聿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242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蔡○憲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242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林○鐘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速偵 236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楊○剛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速偵 2383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郭○裕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調偵 733 過失傷害 高市旗津調委 吳○政 起訴

道 108 毒偵 1379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王○雄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1472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林○誠 起訴

道 108 毒偵 1494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陳○千 聲請簡易判決

道 108 毒偵 182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蕭○鈿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8 偵 2390 妨害風化罪 鳳山分局 黃○郎 起訴

鳳 108 偵 7768 竊盜 苓雅分局 莊○智 起訴

鳳 108 偵 7768 竊盜 苓雅分局 蔡○晟 起訴

鳳 108 偵 7837 槍砲彈刀條例 林園分局 唐○瑞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8 速偵 2210 竊盜 鳳山分局 吳○憲 緩起訴處分

鳳 108 少連偵 79 竊盜 林園分局 黃○翔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8 撤緩 28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昌 撤銷緩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008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曾○福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10555 毀棄損壞 前鎮分局 曹○蘋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10644 詐欺 小港分局 龔○綾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1558 毀棄損壞 鳳山分局 陳○昇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122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黃○忠 起訴

露 108 毒偵 175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撤緩 25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杰 撤銷緩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10507 妨害名譽 前鎮分局 陳○興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偵 11228 侵占 簽○ 呂○庭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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