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2頁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巨 104 偵 00321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薛○庚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偵 003290 傷害 簽○ 江○淵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毒偵 0007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瑋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毒偵 000701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王○源 起訴

玉 104 調偵 00018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黃○珠 不起訴處分

玉 104 毒偵 00046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張○豐 起訴

玉 104 毒偵 00048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陳○勤 起訴．不起訴處分

玉 104 毒偵 00053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林○挺 起訴

玉 104 毒偵 00061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許○生 起訴

玉 104 毒偵 00061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吳○霖 起訴

玉 104 偵 00291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銘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298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郭○發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317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吳○義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257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榮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偵 00262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全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偵 0027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羅○文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偵 002814 妨害名譽 簽○ 朱○男 不起訴處分

地 104 偵 001895 竊盜 鐵警高雄 林○昌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0811 槍砲彈刀條例 臺灣高檢 陳○慶 起訴．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0811 槍砲彈刀條例 臺灣高檢 戴○志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7508 槍砲彈刀條例 大安分局 陳○慶 起訴．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7872 槍砲彈刀條例 大安分局 陳○慶 起訴．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7872 槍砲彈刀條例 大安分局 戴○志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278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穎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266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周○星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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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04 偵 00262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賴○鳳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偵 00314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雄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毒偵 00054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黃○和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毒偵 00052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周○軒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調偵 000203 過失傷害 屏東里港鄉所 曾○鳳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調偵 000203 過失傷害 屏東里港鄉所 宋○霆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調偵 000125 過失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蔡○華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調偵 000125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利○智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調偵 000207 業務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巴○芳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調偵 000207 業務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怡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調偵 000207 業務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池○娟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毒偵 00061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譚○蒨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063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張○軍 起訴

昃 104 偵 003213 竊盜 屏東分局 郭○芬 起訴

宿 103 毒偵 00194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誠 不起訴處分

宿 104 偵 00123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洪○廷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崑 104 偵 001933 竊盜 東港分局 鄭○傳 不起訴處分

崑 104 偵 003204 偽造文書 簽○ 鄭○泰 不起訴處分

崑 104 偵 003204 偽造文書 簽○ 鄭○蓉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316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宋○旺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偵 002892 竊盜 潮州分局 利○雨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3142 殺人未遂 屏東分局 馬○和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