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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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0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傅○豪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03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昌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0915 其他軍事犯罪－軍內埔分局 孫○廷 緩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13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崙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117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卓○賸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41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1512 賭博 潮州分局 黃○詢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512 賭博 潮州分局 陳○清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512 賭博 潮州分局 林○金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512 賭博 潮州分局 林○海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480 賭博 內埔分局 張○菊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156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黃○順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1642 賭博 枋寮分局 吳張○香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642 賭博 枋寮分局 林○慶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1642 賭博 枋寮分局 潘○明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642 賭博 枋寮分局 盧○紋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72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山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175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政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 001831 賭博 屏東分局 書○煥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831 賭博 屏東分局 吳○英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1831 賭博 屏東分局 王○忠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毒偵 000129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蘇○仁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毒偵 000281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鄧○平 起訴

仁 104 毒偵 00031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方○強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毒偵緝 000001 毒品防制條例 中二分局 洪○婷 不起訴處分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4.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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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104 毒偵 000331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蔡○文 起訴

仁 104 撤緩 00001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湯○傑 撤銷緩起訴

巨 104 偵 00165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祥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偵 0014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羅○生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偵 00147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曨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偵 00132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鄭○婷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00070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祐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毒偵 00188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峰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毒偵 00117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陳○峰 不起訴處分

玉 104 偵 001450 賭博 屏縣刑大 洪○明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65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杰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610 賭博 東港分局 林○治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610 賭博 東港分局 鄭○春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610 賭博 東港分局 許○成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590 賭博 屏東分局 邱○興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590 賭博 屏東分局 李○中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590 賭博 屏東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711 賭博 內埔分局 王○菊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711 賭博 內埔分局 吳李○美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711 賭博 內埔分局 孔○昌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711 賭博 內埔分局 潘○皇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73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雄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177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榮 起訴

玉 104 毒偵 00018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佳 起訴

玉 104 毒偵 00018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孫○隆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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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04 速偵 00026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妹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速偵 00026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輝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速偵 00027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劉○一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速偵 00027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鍾○霞 緩起訴處分

生 104 速偵 00027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謝○凱 緩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00176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莊○城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偵 00179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王○信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偵 00173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焱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偵 00132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吳○山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偵 00139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徐○志 起訴

生 104 偵 00116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文 緩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0010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山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095 選舉罷免法 檢○官 林○生 起訴

生 103 選偵 000142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林○生 起訴

生 103 選偵 000142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劉○蘭 起訴

生 103 選偵 000142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謝○春 起訴

列 103 偵 008556 竊盜 內埔分局 李○富 起訴

列 103 偵 008169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柯○櫻 緩起訴處分

列 103 偵 008233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陳○光 起訴

列 103 偵 008233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黃○毓 起訴

列 103 偵 008309 放火燒燬他物 里港分局 陳○利 不起訴處分

列 104 偵 000595 性騷擾防治法 東港分局 周○昌 起訴

列 104 毒偵 00022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徐○賢 不起訴處分

列 104 調偵 000104 業務過失傷害 屏東萬巒鄉所 覃○承 不起訴處分

列 104 調偵 000104 業務過失傷害 屏東萬巒鄉所 黃○義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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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4 調偵 000108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市公所 陳○姚 起訴

列 104 調偵 00002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芳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毒偵 00012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王○泓 不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001179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鍾○斌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續 000083 侵占 雄高分檢 李○梅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5848 詐欺 里港分局 宋○妮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偵 00665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國 起訴

良 103 偵 007490 竊盜 里港分局 李○宏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7490 誣告 里港分局 梁○文 起訴

良 103 偵 008588 偽造文書 高雄市專勤隊 蘇○桂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8588 偽造文書 高雄市專勤隊 林○菁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8747 詐欺 東港分局 郭○傑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8755 家庭暴力防治 枋寮分局 吳○忠 起訴

良 103 偵 008818 妨害家庭 屏東憲兵 吳○翔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8153 懲治走私條例 岸巡屏緝 張○ 起訴

良 103 偵 008153 懲治走私條例 岸巡屏緝 蕭○霖 起訴

良 103 偵 008153 懲治走私條例 岸巡屏緝 鄭○澤 起訴

良 103 偵 008153 懲治走私條例 岸巡屏緝 蔡○民 起訴

良 103 偵 008153 懲治走私條例 岸巡屏緝 吳○吉 起訴

良 103 偵 008153 懲治走私條例 岸巡屏緝 吳○丞 起訴

良 103 偵 008153 懲治走私條例 岸巡屏緝 曾○清 起訴

良 103 偵 008153 懲治走私條例 岸巡屏緝 陳○忠 起訴

良 103 調偵 000583 不能安全駕駛 高市仁武區所 蕭○偉 起訴

良 104 偵 00155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白○文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155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儒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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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04 偵 001527 電遊場業管理 里港分局 林○釵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調偵 000046 過失傷害 屏東里港鄉所 張○亮 起訴

良 104 調偵 000046 過失傷害 屏東里港鄉所 洪○凱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許○中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馮○麗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童○祥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黃○燕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葛○君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潘○琴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張○芳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許○富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許林○庭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陳楊○雲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江○聖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周○珠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周○麟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林○蘭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胡○君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選偵 000018 妨害投票 簽○ 張○梅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撤緩 00001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林○佑 撤銷緩起訴

和 103 偵 003451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大 黃○戊 不起訴處分

和 103 偵 003451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一大 曾○展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偵 00458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李○雲 起訴

金 103 偵 00680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雲 起訴

金 103 偵 00683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李○雲 起訴．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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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3 偵 00683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彩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179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菘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0307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羅○汧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續 000010 侵占 雄高分檢 黃○宗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續 000010 侵占 雄高分檢 辛○如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緝 000042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潘○緯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197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方○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調偵 000109 詐欺 屏東東港鎮所 洪○吉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1131 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蔡○杰 起訴

昃 103 偵 001643 妨害自由 黃○鴻 陳○裕 不起訴處分

昃 103 偵 001643 妨害自由 黃○鴻 張○生 起訴．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1656 偽證 屏東地院 章○源 起訴

信 103 偵 002648 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簡○勝 起訴

信 103 偵 003184 偽證 檢○官 許○琴 起訴

信 103 偵 003184 偽證 檢○官 黃○絹 起訴

信 103 偵 006714 侵占 內埔分局 林○忠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7040 竊佔 里港分局 王○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7312 詐欺 里港分局 葉○儒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8159 著作權法 簽○ 亞○影音視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8159 著作權法 簽○ 陳○毅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8443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鍾○達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8443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吳○嶙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8466 過失致死 簽○ 羅○宏 起訴

信 103 偵 008253 竊盜 枋寮分局 洪○志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8285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朱○凱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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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3 偵 008285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陳○珍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8216 竊佔 保七一大 楊○璞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8216 竊佔 保七一大 林○福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緝 000236 竊盜 左營分局 莫○慈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186 臺灣大陸條例 屏東縣專勤隊 呂○夫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186 臺灣大陸條例 屏東縣專勤隊 錢○仙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263 詐欺 里港分局 康○煒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423 竊盜 屏東分局 簡○誼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379 贓物 枋寮分局 黃潘○景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379 贓物 枋寮分局 陳○萍 緩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276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柯○宇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298 竊盜 內埔分局 林○英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298 竊盜 內埔分局 丘○生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調偵 000591 侵占 屏東市公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0888 妨害自由 潮州分局 洪○傑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0753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洪○龍 起訴

信 103 調偵 00054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高樹鄉所 吳○貞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76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趙○智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78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508 偽造文書 屏東分局 林○忠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741 賭博 潮州分局 陳王○惠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741 賭博 潮州分局 郭楊○柑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72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梅氏○樂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73 賭博 枋寮分局 林○珠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73 賭博 枋寮分局 簡○花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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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4 偵 001673 賭博 枋寮分局 劉○傳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73 賭博 枋寮分局 曾○屏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529 電遊場業管理 里港分局 鍾○涵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500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陳○援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56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張○達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調偵 000117 恐嚇 屏東市公所 陸○升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少連偵 000009 賭博 內埔分局 蘇○超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少連偵 000009 賭博 內埔分局 林○佑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毒偵緝 000007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張○姿 不起訴處分

信 104 偵 001798 贓物 東港分局 陳○全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撤緩偵 000034 公共危險 檢○官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撤緩偵 00003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康○輝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毒偵 00031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徐○鴻 起訴

厚 104 偵 00156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興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1834 竊盜 潮州分局 汪○國 起訴

厚 104 偵 001854 贓物 簽○ 楊駱○華 緩起訴處分

厚 103 調偵 000572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祥 起訴

厚 104 偵 000350 偽造文書 屏東分局 張○芬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厚 103 選偵 000159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吳○景 起訴

厚 103 選偵 00015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吳○發 起訴

厚 103 選偵 00015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施○梅 緩起訴處分

厚 103 選偵 00015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吳○萬 緩起訴處分

厚 103 選偵 000188 選舉罷免法 檢○官 曾○ 起訴

厚 104 偵 000087 非駕業務致死 簽○ 沈○蘭 起訴

厚 104 偵 000222 竊盜 東港分局 汪○國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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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03 選偵 000037 選舉罷免法 檢○官 吳○景 起訴

厚 104 偵 00138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道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141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道 起訴

厚 104 偵 001249 駕駛業務致死 簽○ 陳○倫 起訴

厚 104 偵 001249 駕駛業務致死 簽○ 林○田 起訴

厚 104 偵 00126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卜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偵 008035 公共危險 恆春分局 陳○河 起訴．不起訴處分

厚 103 偵 007604 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陳楊○雲 起訴

厚 103 偵 007604 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涂○智 不起訴處分

厚 103 偵 007715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陳○紅 不起訴處分

厚 103 偵 007715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段○林 不起訴處分

厚 103 偵 004271 竊佔 枋寮分局 楊○山 不起訴處分

宿 104 偵 00139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00132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仁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000787 妨害兵役條例 屏東縣後指部 鍾○好 不起訴處分

宿 104 偵 001543 竊盜 恆春分局 郭○驊 起訴

宿 104 偵 00146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興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00157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羅○富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毒偵 00032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鍾○傑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毒偵 00030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戒毒偵 000002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郭○瑞 不起訴處分

宿 104 偵緝 000037 竊盜 中六分局 郭○驊 起訴

張 104 偵 001575 賭博 內埔分局 鄞○蘭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575 賭博 內埔分局 潘○芳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575 賭博 內埔分局 楊○連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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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4 偵 001575 賭博 內埔分局 鄞陳○萍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597 賭博 屏東分局 胡○益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597 賭博 屏東分局 陳○助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597 賭博 屏東分局 周○生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597 賭博 屏東分局 辜○瑢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505 竊盜 屏東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3 選偵 000056 選舉罷免法 高市刑大 郭○風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056 妨害投票 高市刑大 郭○炳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056 妨害投票 高市刑大 郭○和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056 妨害投票 高市刑大 郭○泉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056 妨害投票 高市刑大 林○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056 妨害投票 高市刑大 郭○傳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018 選舉罷免法 簽○ 呂○輝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018 選舉罷免法 簽○ 呂○棋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018 選舉罷免法 簽○ 王○順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018 選舉罷免法 簽○ 謝○山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018 選舉罷免法 簽○ 林○貴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018 選舉罷免法 簽○ 呂○道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035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王○順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035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張○輝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035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鄭林○菊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035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蔡○雄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446 賭博 東港分局 李○州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446 賭博 東港分局 李○連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446 賭博 東港分局 陳○田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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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4 偵 001446 賭博 東港分局 陳侯○嬌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265 其他軍事犯罪－軍簽○ 梁○誠 起訴

張 103 偵 007890 其他軍事犯罪－軍里港分局 梁○誠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4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呂○輝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4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王○順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4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張○輝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4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呂○棋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4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王○祐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4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洪○興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4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洪蘇○仔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呂○輝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呂○道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6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謝○山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6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林○貴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羅陳○秀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鄭郭○蘭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黃○佐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鄭○謹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郭○香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郭○水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黃○佳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鄭○政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張○明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顏○雄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顏○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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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孫○林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謝○穀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陳○浪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李○良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黃施○娥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蔡○麗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陳○強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馮王○珠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馮○旗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林○圓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林○香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6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林○義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47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郭○風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53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呂○輝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53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趙○茂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22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呂○棋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22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王○祐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22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洪○興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22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洪蘇○仔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24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呂○輝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24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呂○道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24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林○貴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24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林○圓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24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林○義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24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林○香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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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3 選偵 000126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呂○輝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26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呂○道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39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呂○輝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呂○道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39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謝○山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羅陳○秀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鄭郭○蘭 起訴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黃○佐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鄭○謹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郭○香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郭○水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黃○佳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鄭○政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張○明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顏○雄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顏○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孫○林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謝○穀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陳○浪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李○良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黃施○娥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蔡○麗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陳○強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馮王○珠 緩起訴處分

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馮○旗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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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3 選偵 000139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林○淵 緩起訴處分

篤 103 偵 007213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吳○年 起訴

篤 103 偵 007303 傷害 屏東分局 孔○吉 起訴

篤 103 偵 007079 傷害 屏東分局 何○文 起訴．不起訴處分

篤 103 偵 007079 傷害 屏東分局 洪○昇 不起訴處分

篤 103 偵 007822 妨害自由 潮州分局 黃○茵 不起訴處分

篤 103 偵 007850 強盜 屏東分局 王○元 起訴

篤 103 偵 005598 偽造文書 保二一03 張○芬 起訴

篤 103 偵緝 000189 強制性交 里港分局 尤○順 起訴

篤 103 少連偵 000051 贓物 枋寮分局 陳○仁 不起訴處分

篤 103 少連偵 000051 贓物 枋寮分局 趙○惠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0570 偽造文書 鐵警高雄 許○芳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264 非駕業務傷害 恆春分局 陳○發 起訴

篤 104 偵 000265 妨害自由 恆春分局 王○山 起訴

篤 104 偵 000174 妨害自由 簽○ 張○彰 起訴

篤 104 偵 001619 傷害 恆春分局 柯○祥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179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三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78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張○森 起訴

篤 104 偵 00175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胡○君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73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盧○利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73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曾○常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73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潘○發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73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沈○讚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00028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宏 起訴．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1014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蔡○琴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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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3 偵 00883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楊○宏 起訴

謙 103 毒偵 00125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楊○宏 起訴

謙 103 毒偵 00198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宏 起訴

謙 103 毒偵 00179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宏 起訴

謙 103 偵 005487 臺灣大陸條例 屏東縣專勤隊 蔡○慶 起訴

謙 103 偵 005487 臺灣大陸條例 屏東縣專勤隊 洪○龍 起訴

謙 103 偵 005487 臺灣大陸條例 屏東縣專勤隊 李○清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5487 臺灣大陸條例 屏東縣專勤隊 潘○燕 起訴

謙 103 偵 005487 臺灣大陸條例 屏東縣專勤隊 趙○渺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選偵 000157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陳○容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選偵 000157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王○順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緝 000056 妨害兵役條例 屏縣刑大 黃○文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緝 000057 詐欺 屏縣刑大 黃○文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調偵 00001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王○順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毒偵 00033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蘇○嘉 起訴

麗 104 毒偵緝 000009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黃○仲 起訴

麗 104 毒偵緝 000010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黃○仲 起訴．不起訴處分

麗 104 毒偵緝 000011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黃○仲 起訴

麗 104 毒偵緝 00001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黃○仲 起訴

麗 104 毒偵 00026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莊○誠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偵 006673 水土保持法 枋寮分局 李潘○鑾 不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6673 水土保持法 枋寮分局 黃○螢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7185 詐欺 屏東分局 古○媛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1135 家庭暴力防治 內埔分局 沈○乾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122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陳○翰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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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4 偵 000315 毀棄損壞 內埔分局 柏○香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176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簡○寶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 00179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能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 00147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李○進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1519 家庭暴力防治 內埔分局 沈○乾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