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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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偵 001379 竊盜 里港分局 盧○榮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1589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林○景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1769 傷害 里港分局 郭○宏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2883 槍砲彈刀條例 枋寮分局 薛○得 起訴

仁 109 偵 003031 侵占 屏東分局 李○良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3324 詐欺 里港分局 吳○紘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4171 侵占 簽○ 陳○輝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毒偵 00015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徐○斌 起訴

生 109 毒偵 000218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徐○斌 起訴

和 108 偵 005951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李○團 起訴

和 108 調偵 00045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朱○嫻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調偵 00045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鍾○鋒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219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鈞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3251 重利 屏東分局 柯○堯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3368 過失傷害 簽○ 林○丞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 00041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莊○福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撤緩偵 00003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石○輝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75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彬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75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過○中 緩起訴處分

金 109 速偵 00075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傅○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75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戴○智 緩起訴處分

金 109 速偵 00075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阮○吉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76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蘇○盛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76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王○屏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76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光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76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許○雄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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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9 速偵 00076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謝○勇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78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78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春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78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謝○昇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78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林○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79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鍾○國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79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蔡○達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363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鍾○濱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388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陳○財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毒偵 00019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鐘○春 起訴

厚 109 毒偵 00077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黃○英 起訴

盈 109 偵 0033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鍾○桓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緝 000034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陳○和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3956 詐欺 潮州分局 鄭○婷 起訴

荒 109 偵 004422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陳○洪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4422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鍾○平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毒偵 00081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江○增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415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袁○富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調偵 000362 毀棄損壞 屏東市公所 李○倉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調偵 000362 毀棄損壞 屏東市公所 鄧○敏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2667 竊盜 內埔分局 蘇○因 起訴

義 109 偵 002668 竊盜 內埔分局 蘇○因 起訴

義 109 偵 004483 竊盜 內埔分局 蘇○因 起訴

義 109 偵 004484 竊盜 內埔分局 蘇○因 起訴

篤 109 偵緝 000151 侵占 田中分局
A○RILIA

PUTRI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