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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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440 賭博 中山分局 張○邦 緩起訴處分

巨 106 毒偵 00036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源 起訴

巨 106 戒毒偵 00000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楊○龍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000503 妨害自由 簽○ 陳○育 起訴

宇 105 偵緝 000462 竊盜 中和分局 Z○NAINI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偵 001890 賭博 東港分局 黎○釧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偵 002356 竊盜 東港分局 蘇○欽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毒偵 00033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吳○陞 緩起訴處分

厚 106 毒偵 00045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黎○堅 起訴

厚 106 毒偵 00067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黎○堅 起訴

厚 106 毒偵 00071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鍾○琨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6 偵 0023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楨 緩起訴處分

厚 106 偵 00246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和 起訴

厚 106 偵 00205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榮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6 偵 00218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標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偵 002050 竊盜 恆春分局 余○微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毒偵 00075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許○耀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毒偵 00019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不起訴處分

荒 105 偵 008970 肇事逃逸 潮州分局 黃郭○香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0112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萬○嬌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少連偵 000012 竊盜 恆春分局 黃○承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124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吳○宸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173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池○存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13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倫 緩起訴處分

崗 105 毒偵 00206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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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 105 毒偵 002225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張○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191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宇 起訴

黃 106 毒偵 00066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鄭○雲 緩起訴處分

黃 106 毒偵緝 000009 毒品防制條例 航空刑大 范○凡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偵 00195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朱○錦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213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郭○霖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225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水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262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宋○龍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265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盈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237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周○恩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毒偵 00271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葉○裕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偵 00177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曾○娥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159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瑄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6 偵 001328 竊盜 東港分局 李○華 起訴

溫 105 毒偵 00307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賢 不起訴處分

溫 106 少連偵 000002 竊盜 東港分局 李○華 起訴

義 106 偵 00128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基 起訴

義 105 偵 005732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陳○文 起訴

義 105 偵 007208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簡○珠 不起訴處分

義 105 偵 008086 藥事法 屏縣刑大 蔡○潔 起訴

義 105 偵 008176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陳○泰 不起訴處分

義 105 偵 008896 肇事逃逸 恆春分局 王○崴 起訴

義 106 偵 00218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黃○輝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毒偵 00066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沈○逢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毒偵 00070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顏○宏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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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6 毒偵 00033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在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毒偵 00034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林○福 起訴

誠 106 毒偵 00035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潘○文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毒偵 00003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芬 起訴

誠 106 毒偵 00005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吳○芬 起訴

誠 105 毒偵 00292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楊○泰 起訴

誠 105 毒偵 00297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茂 起訴

誠 105 偵 00919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趙○雲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947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韓蘇○花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 00270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茂 起訴

誠 106 偵 00126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在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偵 00049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勳 緩起訴處分

誠 106 偵 00068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廖○亮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偵 00071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廖○亮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偵 00100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石○璽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偵 00114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洪○權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偵 00118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偵 00122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鄭○明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6 偵 00236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趙○宏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6 偵 00219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廖○翔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6 毒偵 00077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倫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6 調偵 000080 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霖 不起訴處分

篤 106 調偵 000080 傷害 屏東市公所 許○鈴 不起訴處分

篤 106 調偵 000080 傷害 屏東市公所 許○菁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5018 偽造文書 簽○ 李○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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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5 偵 005018 偽造文書 簽○ 李○羚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5020 誣告 簽○ 簡○玲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5020 誣告 簽○ 黃○雄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