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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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105 偵 001135 侵占 臺灣高檢 郭○欣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2493 槍砲彈刀條例 恆春分局 林○葦 起訴

玉 105 偵 00442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巫○龍 起訴

玉 105 速偵 00121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劉○茂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速偵 00121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翰 緩起訴處分

玉 105 速偵 00121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包○榮 緩起訴處分

玉 105 毒偵 00129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鄭○發 起訴

玉 105 毒偵 001332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劉○英 起訴

玉 105 毒偵 00189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謝○聖 起訴

玉 105 毒偵 001971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鄭○發 起訴

玉 105 調偵 000128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曾○彬 起訴

玉 105 調偵 00032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戴○慧 不起訴處分

列 105 偵 006280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陳○璋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5 偵 006924 傷害 東港分局 張○濤 起訴

列 105 偵 000478 賭博 屏東分局 吳○賢 起訴

列 105 偵 000478 賭博 屏東分局 林○錦 不起訴處分

列 105 偵 000478 賭博 屏東分局 葉○瑛 起訴

列 105 偵 000478 賭博 屏東分局 陳○隆 起訴

地 105 偵 005621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林○興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毒偵 00205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章 起訴

宇 105 毒偵 0020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寶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毒偵 00173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林○源 起訴

宇 105 偵 006505 傷害 屏東憲兵 曹○強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1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榮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1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沈○波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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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05 速偵 0012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錦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速偵 00122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潘○諒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2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郭○杰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速偵 00122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潘○雲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2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鄭○捷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2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蕭○文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2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財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2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宋○霞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2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葉○良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22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汪○榮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4199 偽造文書 簽○ 林吳○勤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毒偵 00190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吳○文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少連偵 000032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文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偵 006755 賭博 里港分局 許○花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6755 賭博 里港分局 陳○瓊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6755 賭博 里港分局 張○木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7063 竊盜 枋寮分局 李○承 起訴

盈 105 偵 00703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輝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151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潘○美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2083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照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194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徐○瑞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20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照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174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林○明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175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林○明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1830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明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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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5 毒偵 001892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林○明 起訴

盈 105 偵 00651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曾○記 緩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659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隆 緩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668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氏○華 聲請簡易判決

崑 105 偵 00050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發 不起訴處分

崑 105 毒偵 00021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翁○寶 聲請簡易判決

崑 105 毒偵 00021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發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毒偵 00219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程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3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詳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31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五隊 許○城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3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宗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3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國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3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慶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4 偵 008188 竊盜 屏東分局 梁○傑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4 偵 008188 贓物 屏東分局 陳○來 不起訴處分

義 104 偵 008188 贓物 屏東分局 方○中 不起訴處分

義 104 偵 009144 傷害 簽○ 黃○洲 起訴

義 104 偵 009311 傷害 屏東分局 洪○祥 起訴

義 105 偵 005014 傷害 簽○ 洪○憲 起訴

義 105 偵 005014 傷害 簽○ 洪○廷 起訴

義 105 偵 006350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王○邦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006936 妨害自由 簽○ 陳○明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6937 詐欺 簽○ 鄭○祐 起訴

篤 105 偵 006891 竊盜 屏東分局 李○端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毒偵 00162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李○維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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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5 選偵 000126 妨害名譽 簽○ 鍾○濱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選偵 000126 妨害名譽 簽○ 李○聖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