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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109 偵 6247 妨害名譽 前鎮分局 陳○強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偵 11323 詐欺 簽○ 魏○耘 起訴

冬 109 調偵 846 重利等 高市前鎮區所 許○舫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調偵 846 重利等 高市前鎮區所 陳○鑫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調偵 846 重利等 高市前鎮區所 戴○順 不起訴處分

冬 109 撤緩 337 賭博 簽○ 陳○志 撤銷緩起訴處分

巨 109 偵 5711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李○將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毒偵 19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將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撤緩 31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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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230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張○玲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230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鄭○輝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2305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姚○振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230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安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偵 13952 詐欺 簽○ 張○謙 起訴．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3954 妨害婚姻家庭 簽○ 葉○蘋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3955 誣告 王○緯 吳○潔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3956 偽證 自動○舉 林○能 起訴

列 109 偵 13956 偽證 自動○舉 夏○欽 起訴

列 109 偵 13956 偽證 自動○舉 孫○常 起訴

列 109 偵 13956 偽證 自動○舉 陳○秀 起訴

列 109 偵 13956 偽證 自動○舉 謝○聰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4137 個人資料保護 臺灣高檢 葉○蘋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4282 過失傷害 黃○亮 侯○宏 起訴

列 109 偵 14283 詐欺 文○來 朱○城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14283 誣告 文○來 朱蕭○花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列 109 調偵續 10 詐欺 高市前金區所 孔○巧 起訴．不起訴處分

有 109 偵 4668 詐欺 鳳山分局 林○圻 不起訴處分

有 109 偵 7683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圻 不起訴處分

有 109 偵 9378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圻 不起訴處分

有 109 偵 11071 妨害名譽等 臺灣高檢 曾○樺 不起訴處分

有 109 偵 14236 搶奪等 前鎮分局 王○文 起訴

有 109 偵緝 266 侵占 鳳山分局 陳○名 不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3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華 緩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3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李○達 緩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36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9 速偵 243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意 緩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3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劉○佑 緩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3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9 速偵 244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張○富 緩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41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黃○潮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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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9 速偵 244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9 速偵 244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郭○宏 緩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4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楊○名 緩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4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袁○智 緩起訴處分

有 109 速偵 244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蕭○碩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9 速偵 244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鐘○權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9 速偵 244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蔡○明 聲請簡易判決

有 109 少連偵 152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圻 不起訴處分

往 109 偵 11550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簡○誠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09 偵 13412 詐欺 苓雅分局 蔡○敏 不起訴處分

往 109 毒偵 1778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歐○杶 起訴

往 109 毒偵 18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鐘○德 緩起訴處分

往 109 毒偵 199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簡○誠 聲請簡易判決

服 109 速偵 2426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汪○蔚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09 偵 11883 商標法 簽○ 陳○洋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宿 109 速偵 2454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仁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222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袁○立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12974 過失傷害 蔣○蓉 葉○成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撤緩偵 220 公共危險 簽○ 劉○霖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速偵 2221 公共危險 仁武分局 潘○明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毒偵 354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紀○德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調偵 177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吳○如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調偵 177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陳○良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調偵 288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蔣○蓉 不起訴處分

虞 109 偵 12328 竊盜 三民二局 夏○惠 不起訴處分

龍 109 偵 1418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吳○琳 不起訴處分

闕 109 偵 8253 毀棄損壞 前鎮分局 胡○豪 不起訴處分

闕 109 偵 9567 竊盜 新興分局 楊○璋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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