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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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偵續一 000003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劉○芳 不起訴處分

生 103 偵續一 000003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吳○中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調偵 000289 侵占 屏東市公所 王○禾 不起訴處分

宇 104 毒偵 00170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何○豪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毒偵 00099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柯○璿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毒偵 00120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呈 起訴

宇 104 毒偵 00131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楊○愉 起訴

宇 104 毒偵 001341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黃○建 起訴

宇 104 毒偵 00143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陳○呈 起訴

良 104 偵緝 000237 偽造文書 恆春分局 尤○雯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5964 電業法 屏縣刑大 蘇○得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6156 竊盜 內埔分局 李○彰 起訴

良 104 撤緩 000114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行 撤銷緩起訴

和 104 偵緝 000150 詐欺 高市保大 潘○柔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4 偵 00267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進 起訴

和 104 偵 00030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吳○進 起訴

金 104 偵 006307 妨害性自主罪 雄高分檢 洪○俊 緩起訴處分

金 104 撤緩 000116 家庭暴力防治 檢○官 陳○璋 撤銷緩起訴

昃 104 偵 000424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林○隆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6291 傷害 潮州分局 賴○文 起訴

昃 104 偵 000104 偽造文書 屏東分局 周○崗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0104 竊盜 屏東分局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偵 000217 妨害家庭 簽○ 黃○琳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0217 妨害家庭 簽○ 詹○華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續 000056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潘○美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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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3 偵續 000056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簡○華 起訴

愛 103 偵續 000075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鄭○志 不起訴處分

愛 103 偵續 000075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鄭○鶯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5917 傷害 東港分局 楊○庭 起訴

愛 104 偵 001422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蔡○昌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偵 0063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雄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640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鄭○銘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調偵 000159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榛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調偵 000159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盧○奇 起訴

愛 104 調偵 000272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黃○惠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調偵 000272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君 起訴

愛 104 調偵 000313 著作權法 屏東市公所 王○景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毒偵 00158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邱○忠 起訴

篤 104 毒偵 00147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譚○蒨 起訴

篤 104 毒偵 00147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吳○福 起訴

篤 104 毒偵 00152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李○宣 起訴

麗 104 毒偵 00157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黃○璋 起訴

麗 104 毒偵 00161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毒偵 00162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緝 000243 偽造文書 航高分局 楊○傑 起訴

麗 104 偵 006532 廢棄物清理法 簽○ 盧○德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6532 廢棄物清理法 簽○ 許○俊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6532 廢棄物清理法 簽○ 有○營造股 不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8605 廢棄物清理法 里港分局 杜○龍 不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8605 廢棄物清理法 里港分局 柯○秋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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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4 調偵 000381 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吳○謹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調偵 000382 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林○盛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調偵 000383 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