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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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108 偵 007507 賭博 東港分局 李○榮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7507 賭博 東港分局 洪○田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7507 賭博 東港分局 黃○榮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7507 賭博 東港分局 劉○每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7507 賭博 東港分局 蔡○進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7507 賭博 東港分局 蘇○安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7507 賭博 東港分局 蘇林○梅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調偵 00065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張○蘭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 009516 妨害名譽 簽○ 李○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調偵 000700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鄭○欽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2336 偽造文書 屏東分局 杜○科 起訴

水 108 偵 002336 偽造文書 屏東分局 鄭○文 起訴

水 108 偵 002336 營利姦淫猥褻 屏東分局 林○宏 緩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5776 侵占 簽○ 黃○華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7426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H○ANG THI

CHAM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偵 007486 妨害自由 里港分局 郭○國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7506 竊盜 東港分局 吳○山 緩起訴處分

水 108 速偵 00209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李○斌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速偵 002100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蕭○傑 緩起訴處分

水 108 速偵 002101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D○ TRUNG

HIEU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速偵 0021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徐○明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速偵 00210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丰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速偵 00210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胡○慶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速偵 00210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鄭○派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速偵 00210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調偵 000638 傷害 屏東林邊鄉所 鄭○翔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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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08 偵 003188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余○鳳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3188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連○榮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8203 過失傷害 恆春分局 曹○明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00877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蔣○榮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偵 005749 詐欺 枋寮分局 陳○嘉 追加起訴

洪 108 偵 005749 詐欺 枋寮分局 鄭○青 追加起訴

洪 108 偵 007890 傷害 屏東分局 蔡○群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洪 108 偵 008949 重利 屏縣刑大 王○晨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9057 傷害 里港分局 胡○筌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少連偵 000072 傷害 里港分局 葉○廷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206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和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2063 竊盜 屏東分局 黃○原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206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莊○興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206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崇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206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勒○勒斯‧

旮札音嵐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206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王○富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7304 賭博 屏東分局 施○鴦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8672 賭博 簽○ 吳○輝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9403 傷害 屏東分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9614 賭博 東港分局 邱○安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9614 賭博 東港分局 張○源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9614 賭博 東港分局 黃○秀 不起訴處分

誠 108 撤緩 000312 公共危險 檢○官 吳○賜 撤銷緩起訴

儉 108 偵 007186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簡○員 起訴

儉 108 偵 007907 詐欺 屏東分局 林○驊 起訴

儉 108 偵 0088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瑋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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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8 少連偵 000049 竊盜 東港分局 簡○英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軍偵 000005 違反部屬職責－軍高雄憲兵 林○勲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撤緩 00031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張○聖 撤銷緩起訴

篤 108 偵 007541 傷害 屏東分局 藍○豪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0905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龔○荃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撤緩偵 00010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湯○林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毒偵 002022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朋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毒偵 00223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石楊○偉 起訴

篤 108 毒偵 00233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劉○豊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撤緩毒偵 00022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張○閔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撤緩毒偵 00022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趙○基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調偵 00068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邱○雄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調偵 00068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鄭○梅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調偵 000691 業務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全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調偵 000691 業務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黃○榮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調偵 000710 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憲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調偵 000711 竊盜 屏東市公所 陳○憲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00248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李○佳 起訴

麗 108 撤緩 000318 詐欺 檢○官 黃○凱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