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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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09 毒偵 000173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林○月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1158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一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1159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殷○仁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1160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1161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哲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1162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白○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1320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殷○仁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1322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白○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132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一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1324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1325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哲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142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羅○汧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1461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余○正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1466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白○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緝 00000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林○月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緝 00005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邱○誌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緝 00005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邱○誌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戒毒偵 00002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黃○宗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0951 竊盜 屏東分局 潘○文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3363 重利 屏東分局 楊○憲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4550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里港分局 莊○永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緝 000174 詐欺 鐵警高雄 喬○波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緝 000175 竊盜 鐵警高雄 喬○波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緝 000176 竊盜 鐵警高雄 喬○波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緝 000177 竊盜 鐵警高雄 喬○波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緝 000178 竊盜 鐵警高雄 喬○波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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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9 偵 004201 竊盜 屏東分局 李○瑋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6796 傷害 里港分局 潘○賢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偵 006882 藥事法 湖內分局 鄭○庭 緩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608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三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6155 交通過失傷害 枋寮分局 戴○婷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698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賢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 00101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廖○昌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毒偵 00121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陳○華 起訴

和 109 毒偵 00123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修 起訴

和 109 毒偵 001257 肅清煙毒條例 內埔分局 汪○智 起訴

昃 109 偵 00665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潘○朗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毒偵 00133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陳○輝 起訴

昃 109 毒偵 00146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辛○政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調偵 00056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恆春鎮所 黃○禮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調偵 00056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恆春鎮所 潘○誠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4412 偽造文書 南部機動站 方○雄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4412 偽造文書 南部機動站 林○冠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4412 偽造文書 南部機動站 林○英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4412 偽造文書 南部機動站 唐○鐘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4412 偽造文書 南部機動站 陳○妃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4412 偽造文書 南部機動站 陳○花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4714 偽造文書 簽○ 王陳○娥 起訴

厚 109 偵 005351 稅捐稽徵法 簽○ 張○婷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5711 詐欺 簽○ 莊○宏 起訴

盈 109 毒偵 00088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銘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 001270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鍾○興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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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9 軍偵 000004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王○棠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3054 傷害 屏東分局 王○容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646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賴○仁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偵 010956 賭博 屏縣刑大 王○祥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1978 傷害 東港分局 劉○菊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2464 賭博 屏縣警局 吳○軒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3799 詐欺 林○妹 劉○玉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速偵 00130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N○UYEN VAN

HAI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速偵 00130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武○龍 緩起訴處分

溫 109 速偵 00132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助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調偵 000564 性騷擾防治法 屏東恆春鎮所 吳○勇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偵 001554 賭博 屏東分局 陳○芬 起訴

儉 109 偵 001554 賭博 屏東分局 黃○芹 起訴

儉 109 偵 005161 竊盜 恆春分局 許○崴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217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洪○興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77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廖○弘 緩起訴處分

儉 109 毒偵 001121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戴○光 緩起訴處分

儉 109 毒偵 00112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少隊 楊○瑜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1055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黃○亭 起訴．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3263 交通過失傷害 東港分局 許○龍 起訴

篤 109 偵 003768 竊盜 屏東分局 林○德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軍偵 000065 交通過失傷害 枋寮分局 申○台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軍偵 000065 交通過失傷害 枋寮分局 洪○能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