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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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 106 偵 00120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何○勝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6 偵 0013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華 起訴

巨 106 偵 00141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鄒○儀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6 毒偵 00031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范○品 起訴

玉 105 毒偵 00210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蕙 起訴

玉 105 毒偵 00215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偉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6 偵 000737 竊盜 東港分局 李○隆 不起訴處分

列 106 毒偵 00032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林○生 起訴

列 106 毒偵 00035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名 起訴

列 106 毒偵 00040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林○豪 起訴

列 106 調偵 000013 偽造有價證券 屏東枋寮鄉所 黃○娟 起訴

列 106 調偵 000013 偽造有價證券 屏東枋寮鄉所 黃○雄 起訴

列 106 調偵 000096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市公所 邱○雋 起訴

良 106 偵 001706 毀損債權 簽○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撤緩偵 000021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 毒偵 00055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慧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偵 00140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偉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毒偵 00227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黃○瑋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毒偵 002453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金○昆 起訴

金 105 毒偵 00245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林○芬 起訴

金 105 偵 009428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侯○祥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毒偵 00205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郭○文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毒偵 00266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王○誥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274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王○誥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281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王○誥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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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 105 毒偵緝 000257 毒品防制條例 鼓山分局 廖○傑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調偵 00062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朱○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調偵 00062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葉○芬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毒偵 00056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誥 起訴

崗 106 毒偵 00057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誥 起訴

崗 106 毒偵 00057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誥 起訴

崗 106 毒偵 00024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王○誥 起訴

崗 106 偵 00151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鄭○豪 起訴

崗 106 毒偵 00054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潘○軒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毒偵 00049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52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胡○輝 起訴

愛 106 偵 001465 非駕業務傷害 簽○ 孔○元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毒偵 00039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林○祥 起訴

愛 106 偵 000549 妨害兵役條例 屏東縣後指部 劉○鑫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毒偵 00226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森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調偵 000642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恆春鎮所 葉○雯 起訴

愛 105 調偵 000665 肇事逃逸 屏東林邊鄉所 許○昌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少連偵 000076 傷害 屏縣少隊 韋○箖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偵 000023 詐欺 臺灣高檢 王○華 起訴

愛 105 偵 009415 妨害名譽 簽○ 楊○宗 起訴

愛 105 偵 008928 誣告 簽○ 李○倉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5501 詐欺 屏東分局 邴○慧 起訴

愛 105 偵 005776 竊盜 枋寮分局 潘○松 起訴

愛 105 偵 005995 竊盜 潮州分局 江○彥 起訴

愛 105 偵 006096 詐欺 屏東分局 邴○慧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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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5 偵 007777 詐欺 屏東分局 王○華 起訴

誠 105 偵 009518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潘○明 起訴

誠 105 偵緝 00047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曾○宏 起訴

誠 105 偵緝 00047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曾○宏 起訴

誠 105 調偵 000622 妨害自由 屏東東港鎮所 潘○明 起訴

篤 106 偵 000119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彭○德 不起訴處分

篤 106 偵 000119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彭○祺 不起訴處分

篤 106 偵 000119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戴○忠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9021 傷害 內埔分局 黃○仁 起訴

篤 105 偵 009021 傷害 內埔分局 黃○禮 起訴．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8687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彭○德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8687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彭○祺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8687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戴○忠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6528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林○忠 起訴

篤 105 偵 006851 商標法 智財分署 林○萍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