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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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 008611 詐欺 簽○ 賴○郎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0684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曾○昌 起訴

仁 104 偵緝 000035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曾○昌 起訴

水 104 偵緝 000019 傷害 屏東分局 陶○英 起訴

水 104 偵 000616 妨害自由 簽○ 張○涵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0617 妨害信用 簽○ 陳○秋 不起訴處分

水 104 偵 000617 妨害信用 簽○ 潘○壽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偵 008301 詐欺 恆春分局 劉○瑄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3 偵 008593 竊盜 潮州分局 周徐○燕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偵 008593 竊盜 潮州分局 潘○木 不起訴處分

水 104 偵 000429 傷害 屏東分局 陶○英 起訴

水 103 偵 008648 詐欺 松山分局 劉○瑄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偵 005802 詐欺 里港分局 楊○如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緝 000333 詐欺 里港分局 張○中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偵 000749 妨害自由 簽○ 莊○帆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000307 妨害婚姻 簽○ 鍾○東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000644 傷害 林○援 李○齡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000645 詐欺 劉○忠 黃○祥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6734 侵占 簽○ 廖○芳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7071 商標法 保二總隊 楊○慧 起訴

信 103 偵 00877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妹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毒偵 001987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謝○仁 起訴

信 104 偵 0004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翁○成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049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進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檢○官 麥○春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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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3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檢○官 張○花 起訴

宿 103 選偵 000119 選舉罷免法 內埔分局 麥○春 起訴

宿 103 選偵 000119 選舉罷免法 內埔分局 張○花 起訴

宿 103 選偵 000119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高○津 緩起訴處分

宿 103 選偵 000119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呂○夫 緩起訴處分

宿 103 選偵 000119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巴○興 緩起訴處分

宿 103 選偵 000187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麥○春 起訴

宿 103 選偵 000187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張○花 起訴

宿 103 選偵 000187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高○津 緩起訴處分

宿 103 選偵 000187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呂○夫 緩起訴處分

宿 103 選偵 000187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巴○興 緩起訴處分

崑 103 偵 006275 著作權法 小港分局 蘇○明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003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方○志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0831 竊盜 內埔分局 黃○霆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偵 000685 竊盜 屏東分局 朱○樹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撤緩偵 000024 詐欺 檢○官 莊○璋 起訴

愛 104 速偵 00010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衛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10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廖盧○花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10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曾○煌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10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蓮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10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110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五隊 曾○方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0444 妨害名譽 簽○ 黃○田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緝 000387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潘○輝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0212 傷害 簽○ 黃○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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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3 偵 007860 非駕業務傷害 簽○ 洪○賜 起訴

讓 103 偵 008793 詐欺 臺灣高檢 簡○宏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緝 000004 詐欺 高港總隊 簡○宏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