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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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553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蕭○霖 起訴

仁 109 偵 004836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蕭○霖 起訴

仁 109 偵 004917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蕭○霖 起訴

仁 109 偵 004926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蕭○霖 起訴

仁 109 偵 005572 藥事法 東港分局 林○帷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緝 000240 竊盜 鹽埕分局 邱○弘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少偵 000014 詐欺 屏東地院 黃○軒 起訴

仁 109 少連偵 000025 詐欺 東港分局 黃○軒 起訴

日 108 偵緝 000522 槍砲彈刀條例 屏縣刑大 王○鎧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緝 000169 竊盜 中壢分局 陳○柱 起訴

日 109 偵緝 000170 竊盜 中壢分局 陳○柱 起訴

日 109 偵緝 000171 竊盜 中壢分局 陳○柱 起訴

日 109 偵緝 000172 竊盜 中壢分局 陳○柱 起訴

月 108 偵 005861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一局 陳○群 起訴

月 108 偵 00634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尹 起訴

月 109 偵 00609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源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6157 傷害 里港分局 林○明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621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顧○彰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665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勇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121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宏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130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潘○順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撤緩毒偵 00009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潘○新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調偵 00041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里港鄉所 徐○霞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調偵 00041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里港鄉所 陳○銘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調偵 00051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九如鄉所 李○維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調偵 00051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九如鄉所 陳○傑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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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9 撤緩 000133 公共危險 檢○官 李○光 撤銷緩起訴

生 109 偵 005506 失火燒燬建物 潮州分局 林○川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 006697 交通過失致死 檢○官 林○財 起訴

列 109 偵 004798 傷害尊親屬 屏東分局 邱○蓁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4798 傷害尊親屬 屏東分局 陳○旭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672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魏○豪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6395 懲治走私條例 簽○ 李○松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調偵 000288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周○成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調偵 000288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郭○莨 起訴

盈 109 調偵 000288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陳○宗 起訴

盈 109 調偵 000288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潘○吉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調偵 000288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潘○慶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346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平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4931 侵占 屏東分局 謝○怡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5687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林○弘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5855 竊盜 東港分局 鄭○浩 起訴

荒 109 偵 005876 妨害風化罪 屏東分局 倪○權 起訴

荒 109 偵 005928 竊盜 屏東分局 張○蘭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664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潘○元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毒偵 00134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江○增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543 傷害 三地門鄉公所 江○峰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543 傷害 三地門鄉公所 江○彬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543 傷害 三地門鄉公所 林○一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543 傷害 三地門鄉公所 張○俊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543 傷害 三地門鄉公所 陳○偉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9684 肇事逃逸 恆春分局 潘○良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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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109 偵 000030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吳○鴻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3839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宜縣刑大 莊○家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4467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馮○勤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4921 毀棄損壞 內埔分局 林○順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5674 竊盜 屏東分局 張○福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調偵 000409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九如鄉所 郭○霆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調偵 000409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九如鄉所 戴○宇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調偵 000432 妨害自由 屏東萬巒鄉所 張○生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麗 109 毒偵 00058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方○强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毒偵 00062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曾○榮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毒偵緝 00003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吳○海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