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3頁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4 偵 004904 藥事法 屏東調查站 沈○慶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5193 失火燒燬建物 恆春分局 林○水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毒偵 00068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傅○泉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速偵 00091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珍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091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091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黃○正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091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義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091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曾○男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091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侯○宗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091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徐○鴻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091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任○義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偵 005161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林○源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00477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錢○升 不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00513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宏 緩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00525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田○光 緩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00525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國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偵 00526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廖○盛 緩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00519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蘇○同 起訴

宇 104 偵 00544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龔○元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偵 00546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范○惠 緩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00548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雄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偵 00551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李○星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毒偵 00124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石○萍 起訴

宇 104 戒毒偵 000008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伍○川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調偵 00036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聰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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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4 毒偵 00079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賴○彬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毒偵 001431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伍○靜 起訴

昃 104 偵 005158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王○評 起訴

昃 104 偵緝 000220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王○政 起訴

昃 104 偵緝 000261 侵占 鳳山分局 陳○仁 起訴

昃 104 偵 005086 妨害兵役條例 屏東縣後指部 林○緯 起訴

昃 104 偵 004472 妨害婚姻 簽○ 謝○岡 不起訴處分

昃 103 偵 006753 詐欺 屏東分局 張○文 不起訴處分

昃 103 偵 008332 傷害 屏東分局 林○忠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信 103 偵 004990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一02 張○雄 起訴

信 103 偵 005769 妨害自由 國○畜產股份有限公司 李○和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盈 104 偵 000816 妨害自由 枋寮分局 李○玲 起訴

盈 104 偵 004227 竊盜 屏東分局 李○德 起訴

盈 104 偵 004922 詐欺 臺灣高檢 潘○郎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533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王○凡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518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生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005520 竊盜 簽○ 林○聲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撤緩 00009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王○璋 撤銷緩起訴

宿 104 毒偵 001438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李○豐 起訴

宿 104 毒偵 00129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鍾○明 起訴

宿 104 毒偵 00133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君 起訴

宿 104 毒偵 00137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郭○宗 起訴

宿 104 毒偵 00138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全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005633 竊佔 簽○ 黃○榮 不起訴處分

宿 104 偵 005698 瀆職 簽○ 張○苗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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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4 偵 00514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彭○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00529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劉○郎 起訴

宿 104 偵 00548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賓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0054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昇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00511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譚○博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4 偵 00504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簡○雲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毒偵 00144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傅○傑 起訴

篤 104 毒偵 00120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柯○良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速偵 00090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崑 緩起訴處分

篤 104 速偵 00090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蔡○導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速偵 00091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蔣○妹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531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田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005345 傷害 里港分局 陳○業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005218 妨害性自主罪 里港分局 李○穎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4951 竊盜 枋寮分局 古○玲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2081 性騷擾防治法 潮州分局 曾○庠 起訴

謙 103 偵 003714 竊佔 保七一大 曾○信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3714 竊佔 保七一大 吳○文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緝 000144 詐欺 高市保大 黃○淵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撤緩 00009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程 撤銷緩起訴

謙 104 調偵 000305 駕駛業務致死 屏東潮州鎮所 許○利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