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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108 偵 613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王○綢 起訴

巨 108 偵 13984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莊○志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15801 過失傷害 程○崇 雷○儀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315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富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315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葉○賢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3160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劉○倫 緩起訴處分

巨 108 速偵 316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安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8 調偵 968 過失傷害 高市小港區所 洪○孟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5934 竊盜 高港總隊 呂○倫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11202 傷害 簽○ 鄭○坤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317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興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速偵 318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徐○祥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毒偵 2064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李○孝 緩起訴處分

光 108 速偵 311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鄧○成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1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廷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1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L○M

TRONG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1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謝○雄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15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林○彤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1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鄭○傑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1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蔡○佑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18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郭○森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2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鍾○佶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2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莊○卿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2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龍 聲請簡易判決

光 108 速偵 312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吳○彥 緩起訴處分

光 108 速偵 312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志 緩起訴處分

光 108 速偵 312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親 緩起訴處分

光 108 速偵 312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楊○ 緩起訴處分

成 108 偵 14635 妨害風化罪 鼓山分局 吳○忠 聲請簡易判決

成 108 偵 14665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卓○譽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1040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寶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辰 108 偵 12397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吳○君 不起訴處分

河 107 偵 20878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郭○嘉 起訴

河 108 偵 457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劉○芯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8106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鄭○傑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210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桐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338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林○笙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3576 詐欺 臺灣高檢 楊○金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3860 詐欺 雄高分檢 洪○翔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428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張○寶 起訴

河 108 偵 14891 詐欺 鼓山分局 范○禎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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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108 偵 1505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雄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5425 詐欺 妙○居家護理所 孫○娟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5523 詐欺 林○惠 李○翰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5523 詐欺 林○惠 鄭○山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5523 詐欺 林○惠 黎○梅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毒偵 2084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鄭○傑 起訴

河 108 毒偵 208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鐘○綸 緩起訴處分

河 108 毒偵 2149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吳○明 起訴

河 108 毒偵 216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曾○勝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毒偵 2181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周○進 起訴

河 108 毒偵 2245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呂○雲 起訴

河 108 毒偵 2301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吳○志 起訴

河 108 毒偵 232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劉○全 起訴

河 108 毒偵 236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鄭○豐 起訴

河 108 毒偵 244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琦 聲請簡易判決

河 108 毒偵 245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周○進 起訴

雨 108 偵 14955 竊盜 簽○ 黃○能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13427 妨害名譽等 小港分局 蔡○修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133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呂○祥 起訴

洪 108 毒偵 1871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李○興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偵 270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郭○良 起訴

為 108 毒偵 1059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181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施○圖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1820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林○峰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1840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陳○祥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199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宋○華 起訴

為 108 毒偵 1998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于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2124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陳○秀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2212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宋○華 起訴

為 108 毒偵 235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王○銘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244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24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244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張○雯 起訴

為 108 毒偵 245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宋○華 起訴

為 108 毒偵 245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全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245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趙○蛟 起訴

皇 108 毒偵 1750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江○璟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20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泰 起訴

荒 108 偵 14736 侵占 蘇○德 夏○妍 不起訴處分

康 107 偵 15543 醫師法 新興分局 黃○淵 緩起訴處分

康 107 偵 15543 醫師法 新興分局 龔○鐘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8726 就業服務法 高雄市專勤隊 傅○枝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13415 過失傷害 薛○財 吳○殷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毒偵 2019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林○鍾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毒偵 2189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戴○國 起訴

張 108 毒偵 2293 毒品防制條例 岡山分局 王○頴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毒偵 2295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許○光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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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8 毒偵 2508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莊○雋 起訴

張 108 調偵 852 過失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林○禎 不起訴處分

淡 107 偵 19067 詐欺 臺灣高檢 王○芬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7652 詐欺 林園分局
L○ THI

THOAN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509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洪○婷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509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楊○宏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4330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呂○華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14727 過失傷害 簽○ 張○章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速偵 3039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黃○禕 緩起訴處分

朝 108 偵 10764 竊盜 前鎮分局 郭○雄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毒偵 1404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振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毒偵 195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梁○翔 緩起訴處分

翔 108 撤緩 38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 撤銷緩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13384 商標法 保二一03 高○鍇 緩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14145 贓物 臺灣高檢 鄭○丞 不起訴處分

雲 108 偵 14883 詐欺 許○惠 凌○ 不起訴處分

虞 108 速偵 3175 竊盜 鼓山分局 廖○義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毒偵 169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蔡○富 起訴

稱 108 偵緝 593 傷害 中二分局 張○全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3861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檢 戴○丹 起訴

騰 108 偵 14028 洗錢防制法等 新興分局 方○瀛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4892 詐欺 鼓山分局 李○鴻 不起訴處分

騰 108 偵 15524 毀棄損壞 魏○冰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190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李○偉 起訴

騰 108 毒偵 232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堂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08 毒偵 2405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陳○清 起訴

騰 108 毒偵 243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彰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11391 洗錢防制法等 鳳山分局 陳○任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13560 公共危險 簽○ 吳○發 緩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221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高○婷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毒偵 2511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陳○慶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8 偵 11346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謝○希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2567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張○忠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2980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陳○男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3539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李○誠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4969 過失傷害 國道五隊 劉○發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偵 15544 妨害名譽 苓雅分局 吳○穎 不起訴處分

讓 108 撤緩偵 236 公共危險 簽○ 王○興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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