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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巨 103 偵 001981 毀棄損壞 方○寶 蔡○雄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1981 毀棄損壞 方○寶 蔡○育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5655 強制猥褻 屏東分局 潘○長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7777 竊盜 內埔分局 黃○銘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調偵 00042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鹽埔鄉所 江○進 起訴

生 103 毒偵 00176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曾○章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3 偵 00792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慶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3 偵 00775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毒偵 00106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李○政 不起訴處分

生 103 毒偵 00107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高○雄 不起訴處分

生 103 毒偵 00107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吳○結 不起訴處分

生 103 毒偵 00113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鍾○傑 不起訴處分

生 103 毒偵 00118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蔡○坤 不起訴處分

和 103 速偵 00165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松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3 速偵 00165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劉○永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3 速偵 00165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謙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3 速偵 00165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榮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3 速偵 00165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金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3 速偵 00166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吳○豐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3 撤緩 000160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許○裕 撤銷緩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88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賢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91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合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92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阮○興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93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李○生 起訴

金 103 毒偵緝 000098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黃○玲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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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3 毒偵 00161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李○生 起訴

金 103 偵 00815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材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偵 00825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薛○枝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撤緩偵 000181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張○清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偵 00805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偉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偵 00805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方○春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偵 00814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濱 緩起訴處分

昃 103 撤緩偵 00018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劉○興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毒偵 00187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賴○傑 起訴

信 103 毒偵 00165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張○文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814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鍾○玲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5872 竊盜 東港分局 王○文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00753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育 起訴

張 103 撤緩偵 00018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富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3 撤緩偵 000184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春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3 毒偵 00181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孫○佐 起訴

張 103 毒偵 0018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黃○欽 起訴

張 103 調偵 000412 著作權法 屏東內埔鄉所 李○鈴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少偵 000010 強制性交 屏東地院 劉○祥 起訴

愛 103 偵 007730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塗○智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007794 偽造印文 臺灣高檢 鄞○智 起訴

愛 103 偵 006370 妨害自由 簽○ 陳丘○春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005832 性犯罪防治法 屏東縣政府 李○昌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002611 妨害性自主罪 潮州分局 黃李○芬 起訴

愛 103 偵 005211 妨害自由 顏○華 陳丘○春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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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3 偵 007455 竊盜 屏東分局 趙○臺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偵 00816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泰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毒偵 00181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蘇○嘉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