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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108 速偵 3965 妨害公務 鳳山分局 李○虔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撤緩 49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柯○文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撤緩 52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吳○發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玄 108 撤緩 53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桓 撤銷緩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19689 詐欺 鳳山分局 鄭○仁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1689 毀棄損壞 苓雅分局 宋殷○全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11880 詐欺 鼓山分局 蔡○秀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12332 洗錢防制法 小港分局 蘇○丞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12468 洗錢防制法 林園分局 黃○淩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8 偵 14282 毀棄損壞 小港分局 秦○祖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08 偵 17334 殺人未遂 鼓山分局 曾○庭 起訴

服 108 速偵 401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蔡○賢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8 速偵 402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周○銘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8 醫偵 74 業務過失傷害 呂黃○姿 陳○任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9252 毀棄損壞 簽○ 陳○宏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偵 19252 毀棄損壞 簽○ 葉○禮 不起訴處分

河 108 撤緩 46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石○瑋 撤銷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404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邱○騰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404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謝○源 緩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157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翁○瑋 不起訴處分

為 108 毒偵 311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婷 聲請簡易判決

為 108 毒偵 311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蔣○明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8 毒偵 312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何○傑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13781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呂○綸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偵緝 1190 詐欺 仁武分局 黃○淵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毒偵 2267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洪○智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2825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蕭○宏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毒偵 2944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歐○矯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速偵 404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簡○章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2924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周○樂 起訴

珠 108 偵 17872 詐欺 小港分局 陳○招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偵 19144 毀棄損壞 前鎮分局 邱○水 不起訴處分

珠 108 毒偵 304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賴○珍 起訴

珠 108 毒偵 32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蕭○得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08 偵 8647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瑜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速偵 398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紀○智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速偵 3989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方○林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速偵 399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晉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速偵 399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洪○旺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速偵 399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程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速偵 399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速偵 3994 竊盜 高雄保大 陳○黎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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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108 速偵 3995 賭博 前鎮分局 李○斌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8 偵 10653 詐欺 鳳山分局 林○展 不起訴處分

暑 108 偵 10653 詐欺 鳳山分局 劉○松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偵 2012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梁○仁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4062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楊○勝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4063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郭○守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406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許○明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406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禎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調偵 1169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曾○鳳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調偵 1219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王○中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調偵 1219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林○永 不起訴處分

發 108 偵 17154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單○承 不起訴處分

發 108 偵 17159 過失傷害 前鎮分局 許○瑋 不起訴處分

發 108 偵 19987 過失傷害 李○宗 顏○玉 不起訴處分

發 108 偵 19988 過失傷害 潘○枝 張○安 不起訴處分

道 108 偵 7589 偽造文書等 保二總隊 蕭○文 起訴

道 108 軍偵緝 3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

劍 108 撤緩偵 305 公共危險 簽○ 李○苓 聲請簡易判決

劍 108 速偵 389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吉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08 偵 10804 妨害名譽 吳○瑋 洪○民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偵 12308 傷害 鳳山分局 陳○閎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偵 12415 竊盜 苓雅分局 吳○璋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偵 13726 傷害 林園分局 劉○維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偵 13726 傷害等 林園分局 顏○佳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偵 17745 竊盜 新興分局 吳○璋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偵 17794 竊盜 新興分局 吳○璋 不起訴處分

潛 108 調偵 992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林園調委 林○運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0318 洗錢防制法等 小港分局 黃○文 起訴

闕 108 偵 1119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葉○宇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偵 12192 毀棄損壞 新興分局 侯○義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2550 毀棄損壞 新興分局 黃○松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5744 詐欺 鳳山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7812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張○鈞 緩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833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瑲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偵 18577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檢 林○琳 起訴

闕 108 偵 1872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張○乾 緩起訴處分

闕 108 偵 19151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李○發 起訴

闕 108 偵 19253 公共危險 簽○ 賴○吉 不起訴處分

闕 108 毒偵 220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崎分局 劉○言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2442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吳○元 起訴

闕 108 毒偵 2546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謝○谷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275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尚○丞 聲請簡易判決

闕 108 毒偵 2871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黃○惇 起訴

闕 108 毒偵 288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元 起訴

闕 108 毒偵 2903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鄭○喜 起訴

闕 108 毒偵 306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杜○昇 緩起訴處分

闕 108 毒偵 308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齊○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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闕 108 毒偵緝 15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齊○宇 起訴

闕 108 撤緩 48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忠 撤銷緩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8422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曾○穎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8422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龔○婷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940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沈○發 聲請簡易判決

露 108 偵 19521 詐欺 鳳山分局 楊○明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偵 19709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簡○立 不起訴處分

露 108 毒偵 317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簡○宏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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