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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111 偵 6905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檢 王○益 不起訴處分

玄 111 偵 16042 詐欺 三民二局 高○宣 不起訴處分

克 111 偵 18109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陳○云 不起訴處分

克 111 速偵 2472 公共危險 鹽埕分局 陳○民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2473 竊盜 鼓山分局 陸○芳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247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K○

LANGTHA

ISONG

TANAKOR

N

聲請簡易判決

克 111 速偵 2475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黃○光 緩起訴處分

克 111 毒偵 647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葉○隆 緩起訴處分

良 111 偵 17767 誣告 簽○ 趙○緯 緩起訴處分

良 111 偵 18027 妨害自由等 林園分局 王○堅 不起訴處分

良 111 偵 18027 妨害自由等 林園分局 盧○祥 不起訴處分

良 111 偵 21069 竊盜 鳳山分局 吳○逸 不起訴處分

良 111 偵緝 1317 侵占 旗山分局 林○鈺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21762 過失傷害 三民二局 張○波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21974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劉○吉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23354 公共危險 簽○ 蔡○德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23356 毀棄損壞 簽○ 黃○渝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23618 詐欺 竹三分局 黃○濰 不起訴處分

河 111 偵 2372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黃○民 起訴

河 111 毒偵 2593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陳○水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戒毒偵 78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地院 劉○德 不起訴處分

皇 111 偵 19004 傷害等 鼓山分局 黃○翎 不起訴處分

皇 111 偵 20001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林○穎 不起訴處分

皇 111 偵 22819 公共危險 簽○ 許○海 不起訴處分

皇 111 撤緩偵 59 公共危險 簽○ 吳○國 起訴

惟 110 少連偵 114 詐欺等 前鎮分局 陳○清 起訴

惟 110 少連偵 114 詐欺等 前鎮分局 陳○德 起訴

惟 110 少連偵 182 組織犯罪條例 前鎮分局 吳○智 不起訴處分

惟 110 少連偵 182 詐欺等 前鎮分局 郭○萱 不起訴處分

惟 110 少連偵 182 詐欺等 前鎮分局 陳○清 起訴

惟 110 少連偵 182 詐欺等 前鎮分局 陳○德 起訴

惟 110 少連偵 182 詐欺等 前鎮分局 盧○錡 不起訴處分

惟 110 少連偵 182 詐欺等 前鎮分局 簡○維 不起訴處分

惟 111 偵 12019 妨害自由 鼓山分局 吳○澍 起訴．不起訴處分

淡 111 偵 8282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黃○軍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11 偵 14211 肇事逃逸 苓雅分局 陳○福 不起訴處分

淡 111 偵 14744 過失傷害 苓雅分局 李○霖 不起訴處分

淡 111 偵 18066 詐欺 仁武分局 陳○易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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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111 偵 20613 詐欺 水上分局 胡○喬 不起訴處分

淡 111 偵 20725 詐欺 岡山分局 蔡○揚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11 偵 20971 毀棄損壞 鼓山分局 陳○雀 起訴

淡 111 偵 21094 詐欺 小港分局 許○凡 不起訴處分

淡 111 偵 21121 詐欺 湖內分局 李○琳 不起訴處分

淡 111 偵 21229 過失傷害 鳳山分局 陳○旻 不起訴處分

淡 111 偵 23525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生 聲請簡易判決

淡 111 毒偵 200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吳○川 聲請簡易判決

寒 111 偵 3947 妨害自由 小港分局 張○沛 不起訴處分

寒 111 調偵 96 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尹○泓 起訴

寒 111 調偵 96 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林○文 起訴

朝 110 毒偵 3663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梁○裕 起訴

朝 111 毒偵 887 毒品防制條例 高港總隊 葉○華 不起訴處分

朝 111 毒偵 125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邱○凱 不起訴處分

朝 111 毒偵 2641 毒品防制條例 六龜分局 蔡○輝 起訴

朝 111 毒偵緝 456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楊○凡 不起訴處分

湯 111 偵 22472 妨害名譽 簽○ 施○志 不起訴處分

湯 111 偵 22657 著作權法 簽○ 王○盛 不起訴處分

湯 111 毒偵緝 4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諒 不起訴處分

湯 111 撤緩毒偵緝 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諒 不起訴處分

發 110 偵 15189 詐欺等 苓雅分局 劉○緯 起訴

發 111 偵 12765 詐欺等 苓雅分局 葉○榕 起訴．不起訴處分

發 111 偵 12765 詐欺等 苓雅分局 廖○豪 不起訴處分

發 111 偵 12765 詐欺等 苓雅分局 劉○緯 起訴

發 111 偵 12765 詐欺等 苓雅分局 蔡○祐 不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30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雄 緩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31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郭○旺 緩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32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蔡○盈 緩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33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林○男 緩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34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潘○傑 緩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35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陳○期 緩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36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王○慶 緩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37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楊○龍 緩起訴處分

發 111 速偵 2441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李○輝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11 速偵 2442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林○男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11 速偵 2443 竊盜 林園分局 蕭○文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11 速偵 2445 竊盜 鳳山分局 汝○平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11 速偵 2446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高○右 聲請簡易判決

發 111 速偵 244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勝 緩起訴處分

結 111 撤緩 34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林○進 撤銷緩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4668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林○豪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6831 肇事逃逸 林園分局 林○龍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6834 肇事逃逸等 苓雅分局 吳○ 起訴

雲 111 偵 18898 竊盜 前鎮分局 顏○丰 緩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891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黃簡○女 緩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9039 公共危險等 三民一局 鄧○論 起訴

雲 111 偵 19160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曾○雄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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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111 偵 19487 過失傷害 三民一局 胡○雲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雲 111 偵 19488 妨害名譽 三民一局 吳○文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9488 妨害名譽 三民一局 洪○蓁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9488 妨害名譽 三民一局 洪○綸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9681 肇事逃逸 鳳山分局 陳○環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9683 竊盜 鳳山分局 黃○和 緩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19684 竊盜 鳳山分局 謝○庭 緩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0224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林邱○琴 緩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0227 竊盜 小港分局 陳○龍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1314 肇事逃逸 簽○ 張○旦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2100 妨害名譽 鼓山分局 林○勳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偵 22100 妨害名譽 鼓山分局 陳○杰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調偵 466 過失傷害 高市鼓山區所 王○凱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雲 111 調偵 559 過失傷害 高市三民區所 林○惠 不起訴處分

雲 111 調偵 569 過失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邵○琳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23478 傷害等 三民二局 吳○嘉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23478 傷害等 三民二局 洪○祐 起訴

黃 110 偵 23478 傷害等 三民二局 莊○樺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23478 傷害等 三民二局 謝○天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23478 傷害等 三民二局 魏○祐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偵 19745 竊盜 前鎮分局 何○榮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偵 19745 竊盜 前鎮分局 李○倫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偵 19745 竊盜 前鎮分局 林○豪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偵 22562 竊盜 林園分局 羅○文 起訴

黃 111 偵 22622 妨害自由等 簽○ 劉○平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偵 22623 侵占 簽○ 鄭○珠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調偵 537 侵占 高市三民區所 陳○榮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調偵 538 侵占 高市三民區所 陳○榮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調偵 585 侵占 高市三民區所 黃○輝 不起訴處分

楨 111 偵 23480 偽造文書 自動○舉 林○伶 聲請簡易判決

楨 111 撤緩偵 61 公共危險 簽○ 林○宇 聲請簡易判決

楨 111 毒偵 2658 毒品防制條例 自動○舉 林○伶 不起訴處分

號 111 撤緩 30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展 撤銷緩起訴處分

潛 110 偵 23430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葉○良 起訴

潛 111 速偵 2448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吳○林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49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劉○育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50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吳○財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51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52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陳○宗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53 竊盜 三民一局 羅○霆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54 公共危險 前鎮分局 鄭○賜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55 竊盜 苓雅分局 鍾○虎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56 公共危險 新興分局 吳○婷 聲請簡易判決

潛 111 速偵 2457 公共危險 三民二局 李○華 緩起訴處分

潛 111 速偵 2458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張○國 緩起訴處分

潛 111 速偵 2459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簡○深 緩起訴處分

潛 111 速偵 2460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陳○雲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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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111 毒偵 8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葉○良 起訴

潛 111 毒偵 262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葉○良 起訴

潛 111 毒偵 2014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葉○良 起訴

闕 111 偵 22847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曹○鳳 起訴

騰 111 偵 19141 詐欺等 高雄地院 潘○璋 不起訴處分

騰 111 偵 22564 公共危險 簽○ 陳○宏 不起訴處分

騰 111 毒偵 1624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陳○瑩 緩起訴處分

騰 111 軍偵 123 詐欺 文山二局 陳○慈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11 軍偵 124 詐欺 北港分局 陳○慈 聲請簡易判決

騰 111 軍偵 155 詐欺 頭份分局 朱○平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偵 18698 侵占 許○君 許○羽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偵 18698 侵占 許○君 楊○涵 不起訴處分

麟 111 速偵 2422 公共危險 三民一局 吳○宗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1 速偵 2423 公共危險 小港分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1 速偵 2425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李○程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1 速偵 2426 公共危險 林園分局 余○興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1 速偵 2427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麟 111 速偵 2428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陳○偉 緩起訴處分

麟 111 速偵 2429 公共危險 鼓山分局 張○霆 緩起訴處分

麟 111 速偵 2438 公共危險 鳳山分局 林○輝 緩起訴處分

麟 111 速偵 2439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盧○泉 緩起訴處分

麟 111 速偵 2440 公共危險 苓雅分局 劉○松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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