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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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偵 00141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許○平 起訴

水 103 毒偵 00145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許○平 起訴

水 103 毒偵 00146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河 起訴

水 103 毒偵 00146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林○安 起訴

水 103 毒偵 0015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平 起訴

水 103 毒偵緝 000067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張○政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毒偵緝 000068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張○政 不起訴處分

列 103 偵 00626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何○從 緩起訴處分

列 103 偵 006543 傷害 屏東分局 許○媜 不起訴處分

列 103 偵 00665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忠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毒偵 00118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莊○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毒偵 001290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洪○明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偵 00681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賴○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偵 0068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朱○平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撤緩偵 00014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黃○典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毒偵 001267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許○蓁 起訴

信 103 偵 006670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邱○凡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6533 妨害自由 簽○ 謝○華 追加起訴

信 103 偵 006533 妨害自由 簽○ 張○誠 追加起訴

信 103 偵 006387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劉○宏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6271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郭○龍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629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良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3636 重利 恆春分局 陳○誠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596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張○利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610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宏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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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3 偵 00621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伍○豪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調偵 000402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甘○生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毒偵 00090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蕭○宏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3 速偵 00136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潘○忠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速偵 00136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輝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速偵 00136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曾○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速偵 00136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姜○彥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速偵 00137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成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3 速偵 00137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義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3 速偵 001372 野生動物保育 保七八大 尤○雄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速偵 00137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呂○仿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偵 00660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世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毒偵 00127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羅○川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偵 00629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莊○義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偵 00648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銘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毒偵 001358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阮○諭 起訴

宿 103 毒偵 00147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鄧○嵩 起訴

張 103 毒偵 00135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甫○漢 起訴

張 103 調偵 000427 傷害 屏東恆春調委 尤○龍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調偵 000435 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清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毒偵 00128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郭○玲 起訴

愛 103 偵 00665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華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3 毒偵 001411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鍾○彬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偵 006603 妨害公務 檢○官 江○雄 起訴

讓 103 偵 001933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陳○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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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103 偵 003632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張○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