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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04 偵 009194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張○龍 起訴．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 000037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分局 薛○睿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 008519 妨害自由 蔡○君 黃○安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8376 詐欺 三星分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孝 106 偵 000986 傷害 屏東分局 葉○叡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撤緩 00002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榮 撤銷緩起訴

良 106 偵 001611 賭博 內埔分局 黃○山 緩起訴處分

良 106 偵 001611 賭博 內埔分局 張○文 緩起訴處分

良 106 偵 001611 賭博 內埔分局 曾○傑 緩起訴處分

宙 105 偵 007116 偽造有價證券 簽○ 王○湘 起訴

金 105 偵 008798 著作權法 保二一02 黃○瑄 起訴

金 106 毒偵緝 000031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黃○男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撤緩 00002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林○強 撤銷緩起訴

盈 106 偵 002019 非駕業務傷害 簽○ 林○弘 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173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吳○達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177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江○輝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21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國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偵 000858 竊盜 屏東分局 邱○隆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205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雄 起訴

荒 106 偵 00207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麟 起訴

荒 106 偵 001491 竊盜 東港分局 湯○正 起訴

荒 106 毒偵 000464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許○耀 起訴

荒 106 調偵 00013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王○榜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調偵 00013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霞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調偵 000151 過失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田○鈞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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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5 偵 008743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田○鈞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8743 藏匿人犯 內埔分局 田○仁 緩起訴處分

黃 106 偵 002178 妨害家庭 簽○ 吳○宏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調偵 000491 著作權法 屏東長治鄉所 黃○羚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調偵 000491 著作權法 屏東長治鄉所 張○菱 起訴

愛 106 調偵 00014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鹽埔鄉所 陳○欣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毒偵 00055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邱○富 不起訴處分

義 106 偵 001925 恐嚇取財得利 屏東分局 劉○君 起訴

義 106 毒偵 0007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沈○逢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偵 000827 恐嚇取財得利 屏東分局 劉○君 起訴

義 106 偵 000827 恐嚇取財得利 屏東分局 羅○偉 起訴

義 106 偵 000827 恐嚇取財得利 屏東分局 徐○明 起訴

義 105 偵 001323 詐欺 臺灣高檢 潘○婷 不起訴處分

義 106 偵 002230 恐嚇取財得利 簽○ 劉○君 起訴

義 106 偵 002230 恐嚇取財得利 簽○ 徐○明 起訴

義 106 偵 002230 恐嚇取財得利 簽○ 羅○偉 起訴

義 106 偵 002230 恐嚇取財得利 簽○ 陳○偉 起訴

義 106 偵 002230 恐嚇取財得利 簽○ 李○璋 起訴

義 105 毒偵 00301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沈○逢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毒偵 00307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郭○宗 起訴

儉 106 毒偵 00028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朱○楠 起訴

儉 105 偵 008461 竊盜 恆春分局 白○和 起訴

儉 105 偵 008692 傷害 臺灣高檢 黃○欣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緝 000467 傷害 恆春分局 古○和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毒偵 00286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鍾○明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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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5 毒偵 00288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朱○楠 起訴

麗 106 偵 00189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董○在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毒偵 00065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鍾○義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