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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105 偵 007989 傷害 屏東分局 鄭○華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緝 000286 肇事逃逸 玉里分局 劉○發 起訴．不起訴處分

玉 106 偵 000779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王○凱 不起訴處分

玉 106 偵 001761 詐欺 里港分局 張○豐 不起訴處分

玉 106 偵 002261 妨害自由 簽○ 林○龍 不起訴處分

孝 106 毒偵 00094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榮 起訴

孝 106 毒偵 0009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榮 起訴

孝 106 毒偵 0009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榮 起訴

孝 106 毒偵 00094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榮 起訴

孝 106 毒偵 00094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榮 起訴

孝 106 調偵 000182 傷害 屏東麟洛調委 利○慶 不起訴處分

孝 106 調偵 000182 傷害 屏東麟洛調委 邱○貞 不起訴處分

孝 106 偵 001736 傷害 東港分局 蘇○山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9352 侵占 東港分局 鄭○天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5 偵 003317 詐欺 臺灣高檢 王○娸 不起訴處分

宙 105 偵 003317 詐欺 臺灣高檢 吳○玲 不起訴處分

宙 105 偵 003318 詐欺 臺灣高檢 黃○木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偵 001800 肇事逃逸 潮州分局 曹○英 緩起訴處分

金 106 偵 002590 妨害公務 潮州分局 陳○嶸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偵 00263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淳 起訴

昃 106 偵 00268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謝○昌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毒偵 00042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施○印 起訴

昃 106 毒偵 00084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李○津 起訴

昃 106 毒偵 000928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林○元 起訴

昃 106 調偵 00007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里港鄉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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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6 調偵 000122 妨害婚姻 屏東市公所 黃○世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調偵 000122 妨害婚姻 屏東市公所 周○鳳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偵 00208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杜○彤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偵 002105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楊○貞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偵 00060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紀○仁 起訴

昃 106 偵 0004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明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毒偵 00299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李○津 起訴

盈 106 偵 001683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義 起訴

盈 106 毒偵 00095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郭○和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毒偵 00041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郭○和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毒偵 00063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賴○甄 起訴

盈 106 偵 00277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義 起訴．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277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劉○汝 起訴

荒 106 毒偵 00100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如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調偵 00018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史○靜 起訴

荒 106 調偵 00018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張○吉 起訴

荒 106 偵 001882 詐欺 簽○ 林○銘 起訴

荒 106 偵 000449 竊盜 內埔分局 林○全 起訴

荒 106 偵 000449 竊盜 內埔分局 宋○翰 起訴

荒 106 偵 000449 竊盜 內埔分局 賴○傑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0817 竊佔 枋寮分局 李○基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1154 毀棄損壞 里港分局 郭○源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0235 槍砲彈刀條例 屏縣刑大 黃○宏 起訴

荒 105 偵 009346 竊盜 里港分局 張○賢 起訴

荒 105 偵 009346 竊盜 里港分局 陳○木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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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 106 速偵 0005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翔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速偵 00053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揚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速偵 00053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風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速偵 00053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蔡○珍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速偵 00053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成 緩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002792 詐欺 簽○ 李○慶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6744 偽造文書 簽○ 趙○善 起訴

張 106 偵 000412 詐欺 簽○ 陳○安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000057 妨害名譽 簽○ 許○仁 起訴

張 106 偵 002217 竊盜 林園分局 楊○惠 不起訴處分

黃 105 調偵 000366 詐欺 屏東市公所 許○真 不起訴處分

義 106 撤緩 000038 公共危險 檢○官 林○智 撤銷緩起訴

誠 105 偵 007366 竊盜 里港分局 彭○斌 起訴

誠 106 偵 002099 肇事逃逸 里港分局 黃○農 緩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5418 竊佔 恆春分局 謝○清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5481 竊盜 屏東分局 蕭○庭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5481 竊盜 屏東分局 郭○德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302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戴○津 追加起訴

麗 106 偵 000431 毀棄損壞 簽○ 蔡○展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000431 毀棄損壞 簽○ 郭○顯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000431 毀棄損壞 簽○ 劉○宏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002226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陳○全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00056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戴○津 追加起訴

麗 106 調偵 00015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蔡○城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002436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黃○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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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6 偵 002436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林○妙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毒偵 00088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吉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