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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08 偵 22516 竊盜 小港分局 洪○充 起訴．不起訴處分

大 109 偵 1238 傷害 邱○祐 謝○宗 不起訴處分

大 109 偵 1649 妨害自由 王○華 張簡○煒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9 速偵 109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沈○若 緩起訴處分

大 109 速偵 110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王○智 緩起訴處分

大 109 速偵 110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雄 緩起訴處分

大 109 速偵 110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維 緩起訴處分

大 109 速偵 110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關○文 緩起訴處分

大 109 速偵 110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黃○郡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9 速偵 110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曹○鳳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9 速偵 1107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楊○仁 緩起訴處分

大 109 速偵 110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生 聲請簡易判決

大 109 速偵 110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偵 5911 詐欺 臺灣高檢 李○晏 不起訴處分

玉 109 偵 6838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阮○聰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23317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蘇○忠 起訴

生 108 毒偵 3379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鏱 起訴

生 109 速偵 1113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楊○凱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111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原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111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祥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111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秀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1117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強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1118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許○霖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111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德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112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李○賓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112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歐陽○恭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112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黃○傑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毒偵 2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方○敬 不起訴處分

克 108 偵 2162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王○厚 不起訴處分

克 109 選偵 3 妨害投票等 三民一局 莊○傑 不起訴處分

克 109 選偵 3 妨害投票等 三民一局 莊○德 不起訴處分

辰 108 偵 23315 詐欺 臺灣高檢 劉○義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982 詐欺 三民二局 王○緯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1572 詐欺 臺灣高檢 劉○義 不起訴處分

辰 109 偵 2143 商標法 簽○ 林○如 緩起訴處分

辰 109 偵緝 215 毀棄損壞 高雄保大 李○憲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偵 6061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莊○婷 不起訴處分

律 109 撤緩 19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黃○聖 撤銷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5981 竊盜 前鎮分局 湯○甲 起訴

珍 109 選偵 9 賭博 高市刑大 盧○名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選偵 48 賭博 高市刑大 王○為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選偵 48 賭博 高市刑大 許○雄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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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 109 選偵 48 賭博 高市刑大 劉○雲 聲請簡易判決

珍 109 選偵 48 賭博 高市刑大 盧○名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9 偵 4176 詐欺 鼓山分局 郭○瑄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4267 詐欺 苓雅分局 覃○瑩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4269 詐欺 鳳山分局 林○蓉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4608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偉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4799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黃○傑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5371 詐欺 臺灣高檢 蔡○仁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5595 詐欺 苓雅分局 吳○陽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591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達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9 偵 6333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周○強 緩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7249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葉○揚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9 偵 725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桔 起訴

皇 109 偵 7580 詐欺 簽○ 黃○維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 7595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李○緯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9 偵 7596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鄭○興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9 偵 7859 詐欺 簽○ 吳○琴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偵緝 200 詐欺 鼓山分局 李○華 不起訴處分

皇 109 毒偵 1042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謝○盛 聲請簡易判決

海 109 毒偵 563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瑩 起訴

海 109 撤緩 19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菁 撤銷緩起訴處分

國 108 偵 22887 竊盜 三民二局 方○天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偵 6119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吳○雄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偵 6889 妨害自由等
打○酒業股份有

限公司
王○齡 不起訴處分

國 109 偵 6889 妨害自由等
打○酒業股份有

限公司
李○霖 不起訴處分

國 109 偵 7088 妨害自由 簽○ 朱○文 起訴

國 109 偵 7088 妨害自由 簽○ 莊○淵 不起訴處分

國 109 偵 7091 竊佔等 簽○ 簡○城 不起訴處分

國 109 撤緩偵 129 公共危險 簽○ 黃○韋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速偵 117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速偵 1221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T○IA

AHANO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速偵 1223 公共危險 高港總隊 蔣○倫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速偵 122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曾○南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速偵 1225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良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速偵 122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鄭○松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09 速偵 122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潘○祥 緩起訴處分

康 109 偵 7380 妨害名譽 簽○ 張○壽 不起訴處分

康 109 調偵 413 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尤○堯 不起訴處分

康 109 調偵 413 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彭○謙 不起訴處分

康 109 撤緩 18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郭○廷 撤銷緩起訴處分

張 108 偵緝 1459 竊盜 三民一局 薛○曲 起訴

張 109 偵 2918 竊盜 小港分局 葉○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4016 妨害公務 鼓山分局
K○O

SONGMO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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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108 偵 22466 詐欺 莊○淳 賴○信 不起訴處分

淡 109 偵 758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詮 聲請簡易判決

陶 109 偵 443 竊盜 鳳山分局 李○男 不起訴處分

陶 109 偵 2227 侵占 三民二局 黃○基 不起訴處分

陶 109 偵 4988 妨害自由 林園分局 張○晉 起訴

湯 108 毒偵 3125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何○誠 起訴

湯 109 偵 7042 妨害名譽 簽○ 黃○州 不起訴處分

湯 109 撤緩偵 117 公共危險 簽○ 黃○緯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9 撤緩偵 118 公共危險 簽○ 李○親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9 毒偵 25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梁○翔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9 撤緩毒偵 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梁○翔 聲請簡易判決

湯 109 調偵 346 過失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李○玉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1738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忠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3404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許○耀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127 賭博 湖內分局 呂○峯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127 賭博 湖內分局 徐○甫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127 賭博 湖內分局 劉○昇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1877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張○隆 起訴

黃 109 毒偵 134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許○耀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毒偵 107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隆 起訴

道 109 偵 1043 過失傷害 鹽埕分局 鄭○龍 不起訴處分

靜 109 偵 6876 過失傷害 顏○宇 陳○君 不起訴處分

靜 109 撤緩偵 124 公共危險 簽○ 許○榮 聲請簡易判決

靜 109 撤緩偵 131 公共危險 簽○ 蔡○峯 聲請簡易判決

靜 109 調偵 321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孫○梵 不起訴處分

靜 109 調偵 424 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靜 109 撤緩 19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謝○樺 撤銷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6691 詐欺等 侯○秀 洪○菊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6691 詐欺等 侯○秀 陳○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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