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年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8 毒偵 001741 毒品防制條例 里港分局 鍾○明 起訴

日 108 毒偵 001549 毒品防制條例 東港分局 陳○吉 起訴

日 108 毒偵 001683 毒品防制條例 枋寮分局 陳○吉 起訴

日 108 撤緩毒偵 000200 毒品防制條例 檢○官 楊○雄 聲請簡易判決

月 108 偵 007287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章 聲請簡易判決

月 108 偵 007712 不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蕭○文 起訴

水 108 毒偵 002043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刑大 黃○仁 不起訴處分

水 108 毒偵 002089 毒品防制條例 屏東憲兵 黃○仁 不起訴處分

水 108 調偵 000192 著作權法 屏東市公所 李○勝 不起訴處分

水 108 調偵 000192 著作權法 屏東市公所 邱○霞 不起訴處分

水 108 調偵 000192 著作權法 屏東市公所 張○ 不起訴處分

水 108 調偵 000192 著作權法 屏東市公所 潘○恭 不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5812 賭博 枋寮分局 蕭○雲 聲請簡易判決

生 108 偵 006857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刑大 夏○泓 起訴

生 108 偵 007596 傷害 簽○ 石○文 聲請簡易判決

生 108 偵 007631 傷害 恆春分局 蔣○鴻 聲請簡易判決

生 108 偵 007803 傷害 恆春分局 江○昌 聲請簡易判決

生 108 偵 007804 傷害 恆春分局 顏○生 聲請簡易判決

生 108 調偵 000541 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李○雄 聲請簡易判決

生 108 調偵 000541 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許○川 聲請簡易判決

生 108 調偵 000541 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陳○文 聲請簡易判決

和 108 偵 008009 不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劉○? 聲請簡易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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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8 毒偵 002004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刑大 唐○光 聲請簡易判決

和 108 毒偵 002042 毒品防制條例 里港分局 薛○輝 聲請簡易判決

和 108 毒偵 002053 毒品防制條例 屏東分局 魏○祥 聲請簡易判決

洪 107 毒偵 003350 毒品防制條例 枋寮分局 邱○盟 不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7927 不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張○盛 聲請簡易判決

洪 108 毒偵 000220 毒品防制條例 枋寮分局 邱○盟 不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000221 毒品防制條例 枋寮分局 邱○盟 不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001220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刑大 劉○霞 追加起訴

洪 108 毒偵 001854 毒品防制條例 里港分局 梁○雄 聲請簡易判決

洪 108 毒偵 001883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刑大 林○哲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002133 毒品防制條例 里港分局 楊○益 聲請簡易判決

盈 108 偵 005141 妨害自由 里港分局 程○德 起訴

盈 108 偵 006756 不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李○傳 不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6480 毒品防制條例 潮州分局 陳○佑 起訴

愛 108 偵 006935 毒品防制條例 簽○ 王○勝 不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6935 毒品防制條例 簽○ 陳○佑 起訴

義 108 偵 006990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許○勛 不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7031 不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洪○珠 聲請簡易判決

義 108 偵 007036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豪 起訴

義 108 偵 00703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蘇○勝 不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7083 不能安全駕駛 枋寮分局 林○崙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7240 傷害 內埔分局 馮○華 不起訴處分

義 108 速偵 001703 不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權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速偵 001704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珠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速偵 001705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李○馨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速偵 001706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朱○傑 聲請簡易判決

義 108 速偵 001707 不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徐○郎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速偵 001708 不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洪○育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5501 詐欺 臺灣高檢 黃○雯 不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7119 賭博 里港分局 楊○里 聲請簡易判決

誠 108 偵 007119 賭博 里港分局 鍾○城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7160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黃○鶯 不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7193 賭博 潮州分局 許○智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07501 竊佔 內埔分局 陳○鴻 不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07713 竊盜 里港分局 楊○傑 起訴

篤 108 毒偵 001750 毒品防制條例 潮州分局 李○育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毒偵 001919 毒品防制條例 簽○ 許○倫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毒偵 002008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刑大 鄭○介 聲請簡易判決

篤 108 毒偵 002012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刑大 王○榮 聲請簡易判決

篤 108 毒偵 002050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警局 王○程 聲請簡易判決

篤 108 撤緩毒偵 000188 毒品防制條例 檢○官 陳○文 起訴

篤 108 撤緩毒偵 000189 毒品防制條例 檢○官 陳○文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