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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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 00376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黃○樹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00084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鳳 緩起訴處分

仁 103 速偵 00084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方○清 緩起訴處分

仁 103 速偵 00084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廖○宸 緩起訴處分

仁 103 速偵 00084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淼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00084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曹○好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00084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清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0008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玹 緩起訴處分

仁 103 速偵 0008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明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00085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呂○福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3 速偵 00085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鄭○平 緩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1732 搶奪 屏東分局 涂○強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3555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盧○皇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偵 003581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鄭○福 緩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0302 毒品防制條例
調○局航業調查處高

雄調查站
蔡○鄉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4084 竊盜 簽○ 謝○昌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緝 000132 侵占 屏東分局 馬○財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毒偵 00088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曾○惠 起訴

巨 103 毒偵 00088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蘇○玉 起訴

巨 103 毒偵 00089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邱○升 起訴

巨 103 毒偵 0009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涂○豐 起訴

巨 103 偵 00407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顏○川 不起訴處分

列 103 偵 004269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陳○志 起訴

列 103 偵 004335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陳○志 起訴

列 103 偵 003915 竊盜 屏東分局 陳○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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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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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3 偵緝 00013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水 起訴

昃 103 偵緝 00013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水 起訴

昃 103 毒偵 000662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南 不起訴處分

昃 103 毒偵 0007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南 不起訴處分

崗 103 偵 00143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曾○源 起訴

崗 102 偵 00640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源 起訴

崗 102 偵 00781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霖 起訴

崗 102 偵 00796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霖 起訴

崗 103 毒偵 00005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揚 不起訴處分

崗 103 毒偵 0000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潘○倫 不起訴處分

崗 103 毒偵 00010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鄭○揚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