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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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103 偵 00605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孫○州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3 偵 00612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賢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速偵 00130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偉 緩起訴處分

宇 103 速偵 0013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峰 緩起訴處分

宇 103 速偵 0013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灃 緩起訴處分

宇 103 速偵 00130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賢 緩起訴處分

宇 103 速偵 00130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和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速偵 00130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涂○書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速偵 00130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鵬 緩起訴處分

宇 103 速偵 001307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彭○江 緩起訴處分

宇 103 速偵 00130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月 緩起訴處分

宇 103 速偵 00130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王○奇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毒偵 00077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煌 起訴

良 103 偵續 000053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鍾○堯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53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鍾○舜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撤緩 00014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林○正 撤銷緩起訴

良 103 偵 00598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儒 起訴

良 103 偵 006439 傷害 簽○ 林○承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3 偵 006440 詐欺 簽○ 許○衫 不起訴處分

良 102 偵 007739 偽造文書 江○峰 陳○霖 起訴．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4867 贓物 屏東分局 吳○雲 緩起訴處分

金 103 偵 001517 強制性交 內埔分局 陳○翔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偵 006318 偽造文書 簽○ 劉○龍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偵 006065 妨害自由 恆春分局 江○靜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偵 002715 野生動物保育 高市刑大 王○男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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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3 偵 002715 野生動物保育 高市刑大 巴○福 起訴

昃 103 偵 002715 野生動物保育 高市刑大 江○成 起訴

昃 103 偵 004148 傷害 潮州分局 林○娟 不起訴處分

昃 103 偵 004148 傷害 潮州分局 許○德 不起訴處分

昃 103 偵 004148 傷害 潮州分局 翁○雲 起訴．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5138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楊○豪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偵 006400 背信 簽○ 林○和 起訴

盈 103 偵 00616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許○勝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628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董○瑞 起訴

盈 103 偵 005213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潘○輝 起訴

黃 103 偵 004708 偽證 辜○郎 鄞○予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4708 偽證 辜○郎 沈○錦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5494 妨害名譽 中和一局 林○柔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621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宋○輝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偵 006447 竊盜 簽○ 林○敏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 00651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蘇○明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偵 005282 竊盜 屏東分局 蕭○成 起訴

愛 103 撤緩 00014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莊○賢 撤銷緩起訴

溫 103 速偵 00131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福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速偵 00131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憲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速偵 00131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尤○鈞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速偵 00131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祥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速偵 00131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高○雄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速偵 00131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龍○勇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速偵 00131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全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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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103 速偵 00131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莊○銘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速偵 00131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文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速偵 00131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洪○龍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3 偵 005571 家庭暴力防治 枋寮分局 王○良 起訴

篤 103 偵 00482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潘○隆 不起訴處分

篤 103 偵 004196 侵占 東港分局 林○祝 不起訴處分

篤 103 偵 006334 傷害 里港分局 王○政 不起訴處分

篤 103 偵 006334 傷害 里港分局 李○廷 不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629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清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偵 00615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鍾○樺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速偵 001320 竊盜 屏東分局 趙○玲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速偵 00132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五隊 林○輝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速偵 00132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彥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速偵 00132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鄭○成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速偵 00132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吳○志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速偵 00132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琮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速偵 00132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翰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速偵 00132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蕭○佩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速偵 00132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坤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速偵 00132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郎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毒偵 00132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林○興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調偵 000421 非駕業務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許○正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