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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108 偵 22233 竊盜 新興分局 黃○淩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21325 詐欺 陳○賢 王○彬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毒偵 3221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曾○豪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14416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曾○倫 起訴

列 108 偵 14427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曾○倫 起訴

列 108 偵 16618 竊盜 鹽埕分局 江○珅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偵 17823 毒品防制條例 楠梓分局 曾○倫 起訴

列 108 偵 18230 竊盜 鼓山分局 江○珅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21851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侯○華 起訴

列 108 毒偵 376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政 追加起訴

列 108 毒偵 376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倫 起訴

列 108 戒毒偵 40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王○鴻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撤緩毒偵 21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智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調偵 1524 過失傷害 高市前金區所 曾○順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撤緩 64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謝○泰 撤銷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1185 偽造文書等 龔○俊 龔○綾 起訴

宇 108 偵緝 1449 傷害 新興分局 鄭○豹 起訴

克 108 偵 10008 傷害 林園分局 林○發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0008 傷害等 林園分局 林○麗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10008 傷害等 林園分局 洪○翔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醫偵 8 醫師法 張○雪 沈○榮 起訴

克 108 醫偵 8 醫師法 張○雪 郭○旺 起訴

克 108 醫偵 8 醫師法等 張○雪 黃○文 起訴

克 108 醫偵 8 醫師法等 張○雪 鄭○仁 起訴

金 108 速偵 482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佑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25 賭博 鳳山分局 馮○英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26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周○勇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速偵 4827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李○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28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蔡○泰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29 妨害風化罪 新興分局 李○庭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3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侯○豐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3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魯○彬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3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張○昇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33 侵占 三民一局 黃○暖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速偵 483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侯○宗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8 偵 22809 詐欺 臺灣高檢 劉○良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毒偵 3358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陳○鳳 起訴

皇 108 毒偵 3408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吳○鋒 不起訴處分

皇 108 毒偵 3703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黃○鋐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偵 20279 毀棄損壞 新興分局 賈○豪 不起訴處分

海 108 速偵 487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洪○原 緩起訴處分

海 108 毒偵 369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龍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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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108 毒偵 3747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曾○傑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8 撤緩 65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麥○忠 撤銷緩起訴處分

珠 108 毒偵 3608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周○勇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18893 過失傷害 鹽埕分局 李○忠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80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廷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速偵 480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蔡○文 緩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19258 詐欺 新興分局 程○嫻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22567 詐欺 陳○琤 王○民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22568 詐欺 陳○琤 王○民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偵 22569 詐欺 陳○琤 王○民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2145 毒品防制條例 左營分局 許○敏 不起訴處分

淡 108 毒偵 242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許○敏 不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13886 公共危險等 小港分局 黃○禕 起訴

陶 108 偵 18775 妨害自由等 苓雅分局 曾○鐘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陶 108 偵 22418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龔○元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陶 108 偵 23365 傷害 三民二局 吳○廷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偵 23365 傷害 三民二局 莊○宇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8 偵 23365 傷害 三民二局 黃○紘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陶 108 調偵 1367 傷害 高市苓雅區所 蔡○先 起訴

寒 108 偵 12019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歐○清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3240 傷害 三民一局 劉○安 起訴．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714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華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7959 竊盜 新興分局 李○勲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08 偵 18892 侵占 鹽埕分局 林○輝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19768 傷害 林園分局 鄭○德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20526 妨害自由 前鎮分局 董○隆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 20526 妨害自由等 前鎮分局 文○來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偵緝 745 侵占 苓雅分局 曾○皓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1311 公共危險等 高市大寮區所 黃○訓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1316 公共危險等 高市前金區所 李○鳳 不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1344 公共危險 高市鼓山區所 曾○民 緩起訴處分

寒 108 調偵 1500 妨害自由 高市前鎮區所 董○隆 不起訴處分

暑 108 偵 22717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洪○宗 緩起訴處分

朝 109 調偵 49 過失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宮○弘 不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4838 公共危險 國道五隊 楊○嘉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483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蔡○貴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484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劉○芳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4841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傅○程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484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段○元 緩起訴處分

湯 108 速偵 4843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周○伍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8 速偵 484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李○恕 緩起訴處分

聖 108 速偵 487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葉○榮 聲請簡易判決

聖 108 速偵 4875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范○民 聲請簡易判決

虞 108 偵 2492 詐欺等 苓雅分局 張○鴻 起訴．不起訴處分

虞 108 偵 7423 詐欺等 三民二局 張○鴻 起訴

虞 108 偵 15710 公共危險等 鼓山分局 姚○妤 不起訴處分

虞 108 偵 15710 妨害名譽 鼓山分局 楊○宏 起訴．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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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108 偵 19520 詐欺 鳳山分局 王○毅 不起訴處分

潛 109 撤緩偵 4 公共危險 簽○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09 撤緩偵 14 公共危險 簽○ 李○國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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