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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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279 重利 內埔分局 林○逸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1355 偽造文書 簽○ 唐○平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1355 偽造文書 簽○ 莊○銘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2632 妨害自由 枋寮分局 黃○雄 起訴

水 107 偵 008086 廢棄物清理法 里港分局 林○煇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偵 008086 廢棄物清理法 里港分局 彭○釗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2608 妨害自由 恆春分局 王○晟 起訴

水 108 偵 002608 妨害自由 恆春分局 錢○木 起訴

水 108 偵 008102 廢棄物清理法 簽○ 陳○仁 緩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10345 詐欺 屏東分局 許○雪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0478 妨害自由 簽○ 蘇○益 起訴

水 109 偵 001252 妨害公務 內埔分局 連○銘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 00126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聰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1899 傷害 屏東分局 徐○勝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調偵 000257 傷害 屏東恆春鎮所 趙○順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調偵 000258 過失傷害 屏東恆春鎮所 潘○蘭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42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龍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42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誦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43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月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43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志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43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謝○雄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43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43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曾○章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43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張○華 緩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0161 傷害 恆春分局 洪○旗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274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勳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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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9 毒偵 00044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朱○佳 起訴

昃 109 撤緩 00005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李○亨 撤銷緩起訴

厚 109 偵 002017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劉○麟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215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許○鈴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240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謝○智 起訴

厚 109 偵 00256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吳○欽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毒偵 000119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劉○珠 起訴

厚 109 毒偵 00031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孔○澤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軍偵 000019 其他軍事犯罪－軍里港分局 張○勳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撤緩 00005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曾○屹 撤銷緩起訴

盈 108 偵 008465 強制猥褻 東港分局 黃○益 起訴

盈 109 偵 002099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羅○誌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選偵 000112 賭博 檢○官 陳○政 起訴

荒 108 選偵 000112 賭博 檢○官 黃○程 起訴

荒 108 選偵 000125 賭博 屏縣刑大 陳○政 起訴

荒 108 選偵 000127 賭博 屏東調查站 陳○政 起訴

荒 108 選偵 000127 賭博 屏東調查站 蔡○吉 起訴

荒 108 選偵 000127 賭博 屏東調查站 謝○雄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278 賭博 屏東調查站 黃○程 起訴

荒 109 偵 000545 賭博 屏縣刑大 陳○政 起訴

荒 109 偵 000545 賭博 屏縣刑大 蔡○吉 起訴

荒 109 偵 000573 賭博 鼓山分局 黃○程 起訴

荒 109 偵 001286 野生動物保育 保七九大 鳳○枝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2008 詐欺 東港分局 陳○娟 起訴

荒 109 偵 00256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傅○輝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205 妨害自由 屏東高樹鄉所 王○中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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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9 調偵 000205 妨害自由 屏東高樹鄉所 周○賢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205 妨害自由 屏東高樹鄉所 高○聿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少連偵續 000001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吳○明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