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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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08 偵 001928 駕駛業務致死 簽○ 陳○顯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004884 對未成年性交 高市婦隊 葉○祐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緝 000384 詐欺 檢○官 林○鈺 起訴

日 109 偵 0002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屹 緩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158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蔗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毒偵 00002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涂○強 起訴

日 109 毒偵 00024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祐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毒偵 00263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施○郎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00145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家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9 撤緩 00002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楊○輔 撤銷緩起訴

金 108 偵 005732 詐欺 屏東調查站 邱○鄉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005732 詐欺 屏東調查站 高○綸 起訴

金 108 偵 005732 詐欺 屏東調查站 謝○仁 起訴

金 108 偵 010250 詐欺 屏東分局 鍾○姍 起訴

金 108 毒偵 00255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潘○松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0179 毀棄損壞 里港分局 余○樺 起訴．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0179 毀棄損壞 里港分局 楊○蓁 起訴．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0389 傷害 屏東分局 賴○雄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551 誣告 簽○ 鄭○桀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7891 賭博 里港分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7891 賭博 里港分局 林○位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7891 賭博 里港分局 郭○成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7891 賭博 里港分局 陳○男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偵 009225 傷害尊親屬 檢○官 陳○友 起訴

盈 108 偵 010283 傷害尊親屬 屏東分局 陳○友 起訴

盈 108 偵 011080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高○澤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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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109.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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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9 偵 000515 竊盜 東港分局 戴○諒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1124 賭博 簽○ 黃○川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112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沈○富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112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莊○忠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145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高○澤 起訴

盈 109 偵緝 000079 毒品防制條例 西螺分局 許○禎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19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隆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19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秦○承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19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簡○柱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20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朱○止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2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進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0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隆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20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信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0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吳○安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0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張○琪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0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紀○妡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0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周○安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0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顏○宗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20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蘇○志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1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婕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1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忠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調偵 000113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吳○賢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1314 竊佔 簽○ 潘○淑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緝 000048 詐欺 屏縣警局 張○豪 起訴

荒 109 速偵 000126 其他軍事犯罪－軍內埔分局 徐○俊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12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簡○生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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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9 速偵 00012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廖○亮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12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馮○源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毒偵 000103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王○慈 起訴

荒 109 撤緩 00002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森 撤銷緩起訴

愛 108 偵 008357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劉○懿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9465 偽造文書 簽○ 黃○嬌 緩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9465 偽造文書 簽○ 劉○平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毒偵 00216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吳○杰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毒偵 00218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俞○來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調偵 000642 毀棄損壞 屏東瑪家鄉所 胡○豪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調偵 000642 毀棄損壞 屏東瑪家鄉所 胡○輝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調偵 000139 毀棄損壞 屏東東港鎮所 蔡○隆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調偵 000141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許○福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103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郎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1039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郎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1087 竊盜 屏東分局 劉○順 起訴

篤 109 偵 000547 竊盜 屏東分局 劉○順 起訴

篤 109 偵 000579 竊盜 屏東分局 劉○順 起訴

麗 109 偵 000394 賭博 東港分局 洪○珠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0394 賭博 東港分局 許○美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0394 賭博 東港分局 許陳○羊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0394 賭博 東港分局 陳林○好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0394 賭博 東港分局 陳洪○金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06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S○TIYEM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毒偵 00009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曾○宏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