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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08 毒偵 1976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焦○明 起訴

生 108 毒偵 1977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李○福 起訴

生 108 毒偵 212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芳 起訴

生 108 毒偵 2533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吳○正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毒偵 2534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盧○榮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毒偵 2575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張○雯 起訴

生 108 毒偵 2576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蔡○彰 起訴

列 108 偵 10107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黃○輔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4794 過失傷害 褚洪○英 謝○展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6475 傷害 苓雅分局 黃○恩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調偵 1199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丁○軒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7761 過失傷害 鼓山分局 楊○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8856 偽造文書 簽○ 李○鑾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2455 兒少性剝削 小港分局 陳○融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4820 兒少性剝削 湖內分局 洪○庭 起訴

克 108 偵 14820 兒少性剝削 湖內分局 黃○凱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4820 兒少性剝削 湖內分局 鄧○潔 不起訴處分

往 108 毒偵 294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邱○恩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9905 洗錢防制法 雄高分檢 林○綺 起訴

河 108 偵 15047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林○綺 起訴

河 108 偵 1757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黃○嘉 緩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8333 詐欺 李○慧 李○忠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8556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陳○木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緝 1072 詐欺 簽○ 黃○明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緝 1073 詐欺 簽○ 黃○明 不起訴處分

雨 108 偵緝 1074 詐欺 簽○ 黃○明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撤緩偵 283 公共危險 簽○ 李○韋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偵 12997 過失傷害 小港分局 林○婷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撤緩偵 277 公共危險 簽○ 李○輝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89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祥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131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王○祥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144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德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撤緩毒偵 17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祥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18499 妨害名譽 小港分局 李○萍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調偵 1245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胡○仁 不起訴處分

英 108 偵 15920 兒少性剝削 高雄市專勤隊 阮○談 起訴

英 108 偵 15920 兒少性剝削 高雄市專勤隊 阮○雪 起訴

英 108 偵 16514 兒少性剝削 高雄市專勤隊 阮○雪 起訴

英 108 偵 16514 兒少性剝削 高雄市專勤隊 黃○志 起訴

英 108 偵 16514 兒少性剝削 高雄市專勤隊 黎○翠 起訴

英 108 偵 18882 兒少性剝削 林園分局 阮○談 起訴

英 108 偵 18882 兒少性剝削 林園分局 阮○雪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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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108 偵 18882 兒少性剝削 林園分局 黃○志 起訴

英 108 偵 18882 兒少性剝削 林園分局 黎○翠 起訴

英 108 調偵 959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侯○勳 不起訴處分

英 108 調偵 960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劉○端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撤緩偵 279 公共危險 簽○ 洪○祥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撤緩偵 280 公共危險 簽○ 莊○卿 聲請簡易判決

朝 108 調偵 1285 過失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顏○辰 不起訴處分

萬 108 偵 15762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邱○輝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毒偵 144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黃○維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3707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藍○甯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3708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洪○峯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3709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劉○原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3710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達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3712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李○揚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371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梁○昌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371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傑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3717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莊○春 緩起訴處分

稱 108 速偵 3718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黃○憲 聲請簡易判決

稱 108 速偵 371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萬○忠 聲請簡易判決

鳳 108 速偵 374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胡○興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8 速偵 375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張○順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8 速偵 3752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趙○璽 聲請簡易判決

藏 108 速偵 375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楊○益 緩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818 詐欺 小港分局 吳○榮 起訴

露 108 偵 3000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李○軒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8518 妨害名譽 前鎮分局 洪○克 不起訴處分

麟 108 撤緩 49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喬○ 撤銷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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