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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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偵 00121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張○軍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023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張○漢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064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辛○福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068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仁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074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083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雄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086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簡○益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毒偵 00001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許○瑋 起訴

仁 104 毒偵 00004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許○瑋 起訴

仁 104 調偵 000027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許○財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調偵 000027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潘○財 不起訴處分

水 104 撤緩偵 00002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黃○煌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撤緩偵 00002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葉○豪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3 偵 00829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施○來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偵 007547 傷害 枋寮分局 余○輝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557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隆 起訴

巨 103 偵 006621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鄭○隆 起訴

巨 104 偵 00067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周○章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偵 00086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程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毒偵 00017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隆 起訴

生 104 調偵 000007 傷害 屏東市公所 張○和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00059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順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偵 00034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康○淵 緩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00047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龍○芩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4 偵 00080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李○雄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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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4 偵 00070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益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4 速偵 00012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林○宸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4 速偵 00012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蔡○忠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4 毒偵 00000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文 起訴

列 104 撤緩 000005 詐欺 檢○官 田○娟 撤銷緩起訴

列 104 偵 00086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那○志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4 偵 00090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蘇○章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000841 詐欺 簽○ 高○姬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0841 詐欺 簽○ 凌○明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0841 詐欺 簽○ 凌○海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0842 侵占 簽○ 李○淇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速偵 00011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少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00011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潘○源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00011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古○欽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速偵 00011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貞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速偵 00012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黎○堉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速偵 00012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湯○清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速偵 00012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發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0376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曾○義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3 偵 004982 侵占 李○淇 黃○萍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4983 詐欺 李○淇 周○誼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4984 背信 李○淇 丘○瑄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5031 侵占 黃○萍 李○淇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8587 妨害性自主罪 里港分局 巫○芳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8758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維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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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4 毒偵 000108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盧○佑 起訴

溫 104 偵 00086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蕭○家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4 偵 00083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蘇○道 起訴

溫 104 偵 000627 公共危險 內埔分局 潘○發 緩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056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王○云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57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和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24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億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24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郭○首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24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李○忠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3 偵緝 000239 贓物 恆春分局 高○筌 起訴

篤 103 毒偵 00202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蘇○嘉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篤 103 偵 008746 詐欺 東港分局 郭○論 起訴

篤 103 偵 008586 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蔡○榮 起訴

篤 103 偵 00764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潘○芳 起訴

篤 104 偵緝 000034 傷害 鼓山分局 陳○才 起訴

篤 104 毒偵 00002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柳○秋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調偵 000018 公共危險 屏東市公所 陸○芃 起訴

篤 104 毒偵 00008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徐○森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