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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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104 偵 00335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楊○民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偵 00380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潘○男 緩起訴處分

生 104 毒偵 00072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張○良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毒偵 000899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楊○飛 起訴

生 104 毒偵 0009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豪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毒偵緝 00003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慧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調偵 000253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謝○陸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331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王○東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毒偵 000841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廖○婕 起訴

良 104 毒偵 00085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昌 起訴

良 104 毒偵 00079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彭○基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毒偵 000793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郭○東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毒偵 00079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李○昌 起訴

良 104 偵 00384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方○祥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偵 00402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偵 00372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鄭○萬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偵 00378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巫○欽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391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盛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偵 00355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徐○宗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360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葉○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082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學 起訴

金 104 毒偵 001021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鍾○仁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3625 竊盜 里港分局 吳○珍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偵 003717 竊盜 內埔分局 林○正 起訴

昃 103 偵 007175 強制性交 屏東分局 侯○豪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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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4 偵 002077 侵占 屏東分局 黃○才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偵 003920 竊盜 潮州分局 陳○貴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偵 003920 竊盜 潮州分局 黃○俊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調偵 000153 詐欺 屏東市公所 吳○江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調偵 00023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東港鎮所 謝○麟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毒偵 00182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鳴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4135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王○蘭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撤緩偵 00006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吳○明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撤緩偵 00007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翔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毒偵 00072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吳○憲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偵 00385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巴○偉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偵 007998 詐欺 潮州分局 林○孝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4 偵 003988 詐欺 簽○ 邱○娣 不起訴處分

溫 104 偵 003537 商標法 保二總隊 緩起訴處分

溫 104 調偵 000249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新園鄉所 黎○妮 起訴

溫 104 調偵 000202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佳冬鄉所 莊○淵 起訴

溫 104 少偵 00000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地院 陳○翔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