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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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偵 00072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庭 緩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0832 妨害自由 簽○ 蘇○泉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215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賴○珍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毒偵 000166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朱○融 起訴

日 109 毒偵 00037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朱○融 起訴

月 108 偵 009920 詐欺 里港分局 郭○村 起訴

月 108 偵 010476 詐欺 檢○官 蔡○恬 起訴

月 108 偵 010928 詐欺 簽○ 蔡○恬 起訴

月 109 偵 002120 營利姦淫猥褻 東港分局 林○榮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2229 詐欺 屏東分局 郭○村 起訴

月 109 偵 002229 詐欺 屏東分局 蔡○恬 起訴

月 109 偵 002314 詐欺 里港分局 郭○村 起訴

月 109 偵 002314 詐欺 里港分局 蔡○恬 起訴

月 109 速偵 000373 賭博 屏東分局 李○來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速偵 000373 賭博 屏東分局 邱○春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速偵 000373 賭博 屏東分局 廖○神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速偵 000373 賭博 屏東分局 薛○發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速偵 00037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祐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00037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曾○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00037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黃○福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調偵 000130 妨害自由 屏東恆春鎮所 楊○民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水 108 偵 004196 商業會計法 簽○ 吳○城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偵 010390 對未成年性交 屏東分局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偵 010598 詐欺 臺灣高檢
J○CA JULIE

LUNA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緝 000579 詐欺 航高分局
J○CA JULIE

LUNA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續一 000004 詐欺 雄高分檢 郭○民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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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09 偵 000008 期貨交易法 簽○ 林○名 起訴

水 109 偵 000009 期貨交易法 簽○ 林○名 起訴

水 109 偵 000670 對未成年性交 簽○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選偵 000001 賭博 里港分局 林○村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選偵 000001 賭博 里港分局 陳○順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選偵 000001 賭博 里港分局 曾○明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偵 010791 詐欺 臺灣高檢 陳○苙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偵 010792 詐欺 臺灣高檢 汪○宗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162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陳○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 00034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高○澤 追加起訴

盈 109 調偵 000198 傷害 三地門鄉公所 鍾○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毒偵 00267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邱○璋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09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鄭○豐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248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余○順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