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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9 偵 23324 妨害名譽 三民二局 蔡○陽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3644 妨害名譽 甘○強 馬○家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3987 公共危險等 三民二局
N○UYEN

THAI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560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呂○成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25790 過失傷害 小港分局 黃○忠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緝 1174 公共危險等 高雄保大 彭○偉 起訴

月 110 偵 3613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王○婷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3620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林○德 起訴

月 110 偵 3621 竊盜 三民二局 張○銘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10 偵 3630 竊盜 三民二局 譚○華 起訴

月 110 偵 3632 妨害名譽 新興分局 陳○得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4596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莊○泰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4597 過失傷害 新興分局 鄭○德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4598 傷害 三民二局 詹○成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4599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王○井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4750 傷害 三民二局 陳○智 不起訴處分

玉 109 偵 20766 詐欺 臺灣高檢 陳○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偵 23977 詐欺 臺灣高檢 鍾○杰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9 偵 25457 詐欺 田中分局 邵○川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 819 詐欺 三民二局 黃鄭○珠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 871 詐欺 臺灣高檢 邵○川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 2027 詐欺 三峽分局 陳○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10 偵 2485 詐欺 三民二局 黃鄭○珠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 3202 詐欺 鳳山分局 許○云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 3489 詐欺 南一分局 馮○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 4404 詐欺 鳳山分局 許○云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 4639 詐欺 簽○ 陳○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10 偵 4732 詐欺 臺灣高檢 陳○勲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10 偵 5044 詐欺 枋寮分局 許○云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 5121 詐欺 簽○ 馮○ 不起訴處分

玉 110 偵緝 112 詐欺 航空刑大 蘇○正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10 毒偵 609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余○杏 聲請簡易判決

往 110 調偵 106 公共危險 高市鼓山區所 高○利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3679 傷害 鳳山分局 郭○閎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3679 傷害 鳳山分局 劉○昌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4143 妨害秘密 徐○怡 楊○存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4144 妨害自由 楊○存 徐○怡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緝 210 過失傷害 林園分局 余○儒 起訴

洪 110 速偵 830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陳○中 緩起訴處分

珍 109 偵 20042 過失致死 鼓山分局 周○躍 起訴

皇 109 偵 24377 詐欺 湖內分局 陳○翰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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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110 偵 3298 毀棄損壞 鼓山分局 鄭○武 不起訴處分

皇 110 撤緩毒偵 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宋○祥 聲請簡易判決

皇 110 撤緩 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賓 撤銷緩起訴處分

珠 110 偵 51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許○偉 不起訴處分

珠 110 毒偵 305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憲兵 張○晴 不起訴處分

荒 110 速偵 73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魏○真 緩起訴處分

荒 110 速偵 757 竊盜 鼓山分局 張○儀 聲請簡易判決

問 110 偵 5831 公共危險 簽○ 歐○琳 起訴

國 110 偵 345 傷害 仁武分局 楊○郎 不起訴處分

國 110 速偵 74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陳○立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46 公共危險 左營分局 陳○輝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47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洪○嘉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4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清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4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伍○毓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5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姚○欽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5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楊○強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52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楊○君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53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村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5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姜○男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5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梁○輝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56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許○顯 聲請簡易判決

國 110 速偵 75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王○瑋 緩起訴處分

國 110 速偵 75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黃○維 緩起訴處分

國 110 速偵 760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陳○翔 緩起訴處分

張 110 偵 278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彬 起訴

淡 109 偵 17476 詐欺 臺灣高檢 陳○錡 不起訴處分

淡 109 偵 25555 詐欺 簽○ 陳○錡 不起訴處分

淡 110 偵 212 詐欺 簽○ 胡○芳 不起訴處分

淡 110 偵 749 詐欺 中六分局 陳○錡 不起訴處分

淡 110 偵 2150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蔡○光 起訴

淡 110 偵 3124 詐欺 竹北分局 孫○花 不起訴處分

淡 110 偵 401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高○慶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10 偵 424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信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10 偵 4899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葉○融 緩起訴處分

淡 110 偵 5212 詐欺 簽○ 黃○軒 不起訴處分

淡 110 偵緝 215 詐欺 屏東分局 陳○慈 聲請簡易判決

暑 109 毒偵 352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郭○銘 緩起訴處分

暑 110 偵 537 詐欺 臺灣高檢 王○韶 不起訴處分

暑 110 偵 4012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李○輝 緩起訴處分

暑 110 偵 5868 毀棄損壞 簽○ 陳○仁 不起訴處分

暑 110 偵 5889 公共危險 簽○ 涂○男 不起訴處分

發 109 偵 9858 詐欺等
多○客股份有限

公司
楊○頲 不起訴處分

發 109 少連偵 190 詐欺等 苓雅分局 吳○進 起訴．不起訴處分

發 109 少連偵 190 詐欺等 苓雅分局 彭○錡 起訴．不起訴處分

發 109 少連偵 190 詐欺等 苓雅分局 劉○寬 起訴．不起訴處分

發 110 偵 4849 詐欺等 鍾○揚 楊○頲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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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110 偵 4850 詐欺等
多○客股份有限

公司
楊○頲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208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黃○軍 起訴

黃 110 偵 208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蘇○珠 起訴

萬 110 撤緩 7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陸○ 撤銷緩起訴處分

潛 110 速偵 774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吳○康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0 速偵 77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王○一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0 速偵 77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傅○泰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0 速偵 77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魏○泰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0 速偵 779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黃○誠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0 速偵 78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炎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0 速偵 781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林○龍 緩起訴處分

潛 110 速偵 78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蔡○錦 緩起訴處分

潛 110 速偵 78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粮 緩起訴處分

潛 110 速偵 784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鄭○駿 緩起訴處分

潛 110 速偵 785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陳○憲 緩起訴處分

潛 110 速偵 786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蓉 緩起訴處分

潛 110 速偵 787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君 緩起訴處分

潛 110 調少連偵 1 過失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鄭○傑 不起訴處分

麟 110 速偵 80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發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0 速偵 804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蔡○欽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0 速偵 805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男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0 速偵 80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許○欽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0 速偵 80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0 速偵 809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叡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0 速偵 81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蔡○霖 緩起訴處分

麟 110 速偵 81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張○怡 緩起訴處分

麟 110 速偵 812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吳○德 緩起訴處分

麟 110 速偵 813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林○妤 緩起訴處分

麟 110 速偵 814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蕭○嘉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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