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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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 104 偵 007276 過失傷害 簽○ 江○若 不起訴處分

玄 104 調偵 00057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劉○明 不起訴處分

地 104 偵 008212 詐欺 簽○ 鍾○能 不起訴處分

宇 104 撤緩偵 00016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張○寶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8467 妨害秩序 簽○ 黃○宸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7007 詐欺 簽○ 慶○事業股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7007 詐欺 簽○ 陳○雲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7007 詐欺 簽○ 王○虹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7007 詐欺 簽○ 楊○勳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2897 偽造文書 屏東地院 鄭○民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3609 傷害 潮州分局 林○豪 起訴．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3609 傷害 潮州分局 林○隆 起訴

昃 104 偵 004048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劉○章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緝 000098 詐欺 鹽埕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毒偵 00222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鍾○恩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調偵 000244 公共危險 屏東市公所 李○祥 起訴

信 104 毒偵 00200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徐○鴻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毒偵 002095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黃○惠 起訴

信 104 毒偵 002151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林○逢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830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鄒○邦 起訴

信 104 偵 008426 過失致死 廖○文 陳○忠 起訴

信 104 偵 00842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鄒○邦 起訴

信 104 偵 005776 詐欺 臺灣高檢 朱○明 追加起訴

信 104 偵 005068 妨害性自主罪 屏東分局 劉○辰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6638 詐欺 臺灣高檢 李○汝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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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4 偵 00776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邱○旺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00805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信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006644 妨害自由 簽○ 鄭○煙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6684 公共危險 簽○ 蔡○潔 起訴

盈 104 偵 005296 公共危險 枋寮分局 蔡○潔 起訴

盈 104 撤緩偵 000164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伍○龍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00887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日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毒偵 0024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丁○成 起訴

盈 104 毒偵 002260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丁○成 起訴

盈 104 少連偵 000050 傷害 內埔分局 潘○霖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調偵 000546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許○興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撤緩 00016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劉○祥 撤銷緩起訴

張 104 調偵 000536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尤○慧 起訴

張 104 偵續 000026 贓物 雄高分檢 黃○偉 緩起訴處分

張 104 偵續 000027 贓物 雄高分檢 郭○林 緩起訴處分

張 104 偵續 000028 贓物 雄高分檢 朱○輝 緩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8720 詐欺 簽○ 范○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偵 008752 竊盜 屏○東山河社區管理委員會袁○麟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7777 竊盜 屏東分局 詹○祥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7185 詐欺 東港分局 林○宏 起訴

愛 104 偵 00548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鍾○祥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820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謙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5886 傷害 潮州分局 邱○瑄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5886 傷害 潮州分局 邱○蓉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6310 電業法 里港分局 楊○慶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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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4 偵 004331 妨害名譽 文山一局 林○慧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撤緩 00015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撤銷緩起訴

溫 104 撤緩 000164 藥事法 檢○官 陳○三 撤銷緩起訴

溫 104 毒偵 00203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鄭○翰 不起訴處分

溫 104 偵 0087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4 毒偵 001305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洪○和 不起訴處分

溫 104 毒偵 00135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周○群 不起訴處分

溫 104 偵 008274 偽造文書 簽○ 張○茹 不起訴處分

溫 104 速偵 00151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祥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4 毒偵 00108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周○群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傷害 鹽埕分局 李○祺 起訴．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妨害自由 鹽埕分局 李○明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傷害 鹽埕分局 郭○琮 起訴．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妨害自由 鹽埕分局 蘇○雄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妨害自由 鹽埕分局 劉○鳳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妨害自由 鹽埕分局 劉○貞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妨害自由 鹽埕分局 李○宏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妨害自由 鹽埕分局 賈○雄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5458 妨害自由 鹽埕分局 李○駿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2237 傷害 簽○ 李○祺 起訴．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2237 傷害 簽○ 郭○琮 起訴．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2237 妨害自由 簽○ 賈○雄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6694 妨害性自主罪 枋寮分局 蔡○強 起訴

儉 104 偵 007115 妨害性自主罪 簽○ 蔡○強 起訴

篤 104 毒偵 00125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陳○立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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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4 毒偵 00152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黃○伊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毒偵 00152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岳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毒偵緝 000134 毒品防制條例 桃市刑大 張○慶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毒偵 00117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松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848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葉○光 起訴

謙 104 速偵 00149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晨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速偵 00149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周○春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速偵 00149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鴻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速偵 00149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雄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速偵 00150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詹○益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速偵 0015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益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速偵 00150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郭○安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速偵 00150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進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速偵 00150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廖○傑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速偵 00150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珊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0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峰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0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楊○梅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0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鄒○成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0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泰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1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南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1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戴○耀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1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興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1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蕭○平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1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洋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速偵 00151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顏○成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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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104 偵 00854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許○仔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 00875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謝○盤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調偵 000543 傷害 屏東東港鎮所 王○煒 不起訴處分

讓 104 毒偵 00242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勻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毒偵 00242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湯○瑞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