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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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103 速偵 00136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聰 緩起訴處分

仁 103 速偵 00136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顏○珍 緩起訴處分

仁 103 速偵 00136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文 緩起訴處分

仁 103 速偵 00136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35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方○強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35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喻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35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丁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35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潘○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36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楨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36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銘 緩起訴處分

月 103 毒偵 00129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銘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6085 竊盜 屏東分局 王○纓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6131 傷害 屏東分局 蕭○嶧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戒毒偵 00002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古○平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調偵 00043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蕭○惠 不起訴處分

和 103 偵緝 000208 竊盜 里港分局 郭○孟 起訴

金 103 偵 004571 強制性交 游○芳 廖○燦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偵 006171 竊佔 簽○ 劉○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偵 006171 竊佔 簽○ 劉○芳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少偵 000004 強制性交 屏東地院 鍾○軒 起訴．不起訴處分

金 103 調偵 000406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林○城 起訴

厚 103 調偵 000420 公共危險 屏東潮州鎮所 宋○財 不起訴處分

崗 103 毒偵 00145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蔡○章 不起訴處分

崗 103 毒偵緝 000061 毒品防制條例 自○到案 林○松 不起訴處分

崗 103 毒偵 00120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利○明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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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 103 毒偵 00057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王○疄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溫 103 毒偵 00069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邱○文 不起訴處分

溫 103 毒偵 00072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宏 不起訴處分

溫 103 毒偵 00073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宏 不起訴處分

溫 103 偵 00628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金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撤緩偵 000144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李○山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3 偵 006629 妨害性自主罪 屏東分局 江○清 追加起訴

篤 103 偵 003297 強制性交 屏縣婦隊 邱○祥 起訴

謙 103 偵 00481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宗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撤緩偵 00012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薛○貴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撤緩偵 00013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張○泉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34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莊○威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速偵 00135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國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速偵 00135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梁○根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35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張○詮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35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莊○文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35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得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35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歐○銘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