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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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03 偵 00522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運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偵 00533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結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毒偵 00120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黃○誠 起訴

水 103 偵 003437 著作權法 屏東分局 黎氏○仙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偵 003437 著作權法 屏東分局 高○福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撤緩偵 00013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郭○榮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偵 006208 駕駛業務傷害 簽○ 李○輝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毒偵 00121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胡○鏜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毒偵 00102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邱○升 起訴

金 103 調偵 00040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牡丹鄉所 潘○財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調偵 000408 傷害 屏東恆春調委 詹○祥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毒偵 00130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高○澤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309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吳○文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310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許○耀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42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邱○升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45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吳○文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146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高○澤 起訴

金 103 毒偵緝 000062 毒品防制條例 自○到案 盧○源 不起訴處分

昃 103 偵 005903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朱○平 起訴

昃 103 偵 004061 公共危險 東港分局 蔣○麗 不起訴處分

厚 103 偵 006451 傷害 簽○ 阮○玲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偵 006451 傷害 簽○ 李○霖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偵緝 000265 詐欺 東港分局 孔○傑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調偵 000383 詐欺 屏東市公所 方○雄 不起訴處分

厚 103 毒偵 00126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阮○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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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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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03 偵 005536 傷害 簽○ 阮○玲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00125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舜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00125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柯○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00125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徐○韓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速偵 00125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潘○卿 聲請簡易判決

崑 103 偵 006385 妨害秘密 簽○ 李○元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5531 誣告 尹○鵬 尹○翼 不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605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許○文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611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巴○龍 緩起訴處分

麗 103 撤緩偵 00012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毒偵 00124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阮○凡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