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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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偵 00189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夏○欣 緩起訴處分

日 109 速偵 001932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潘○忠 緩起訴處分

日 109 速偵 0019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黃○傑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速偵 00193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尤○杰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速偵 00193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蘇○發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速偵 00193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黨○利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速偵 00193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速偵 00193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生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速偵 00193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水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速偵 00194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賴○忠 緩起訴處分

日 109 速偵 00194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虔 緩起訴處分

日 109 速偵 00194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尚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 002924 過失傷害 東港分局 黃○勇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毒偵 000207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甘○峰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毒偵 000805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張○程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8936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簡○欽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006850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李○翰 起訴

宇 109 偵 007149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李○翰 起訴

宇 109 偵 009778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李○翰 起訴

良 109 偵 009769 毀損債權 簽○ 謝○輝 不起訴處分

良 109 偵 009937 竊盜 東港分局 賴○義 起訴

良 109 速偵 0019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賢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速偵 00190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盧○安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速偵 00190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潘○女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速偵 00190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源 緩起訴處分

良 109 速偵 00190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楊○龍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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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09 速偵 00190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孫○成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9 速偵 00190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龍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9166 妨害名譽 枋寮分局 吳○源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9166 妨害名譽 枋寮分局 楊○豐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9255 傷害 東港分局 陳○達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969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甘○強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緝 00007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汪○智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毒偵緝 00007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汪○智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毒偵 00206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傅○美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毒偵 00207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蔡○文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毒偵緝 00007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徐○佐 不起訴處分

崑 109 偵 00891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戴○明 起訴

崑 109 偵 00950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男 緩起訴處分

崑 109 偵 00970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達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毒偵 00051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邱○榮 不起訴處分

崗 109 毒偵 00054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邱○榮 不起訴處分

崗 109 毒偵 00073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劉○光 不起訴處分

崗 109 毒偵 00129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劉○光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190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陳○郎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191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玲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191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蔡○義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191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婷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191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丁○崇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191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森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191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乾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191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陶○和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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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9 偵 001200 交通過失傷害 潮州分局 洪○瑄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1200 肇事逃逸 潮州分局 謝○蒨 起訴．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3971 交通過失傷害 枋寮分局 潘○如 起訴

篤 109 偵 005225 竊盜 里港分局 卓○德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5282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林○峰 起訴

篤 109 偵 005282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張○蘭 起訴

篤 109 偵 005290 交通過失傷害 潮州分局 李○財 起訴．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5505 肇事逃逸 潮州分局 王○花 起訴

篤 109 偵 005952 交通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張○雄 起訴

篤 109 偵 007662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邱○忠 起訴

篤 109 偵 007755 交通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陳○生 起訴

篤 109 偵 007799 交通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陳○仁 起訴

篤 109 偵 007851 詐欺 臺灣高檢 蘇○輝 起訴

篤 109 偵 007910 竊盜 內埔分局 何○松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7950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王○翔 緩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7957 竊盜 東港分局 郭○其 起訴

篤 109 偵 007963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賴○全 緩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8100 詐欺 臺灣高檢 王○菁 起訴

篤 109 偵 008669 竊盜 鐵警高雄 林○燦 起訴

篤 109 偵 00876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琮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9064 竊盜 屏東分局 李○芳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922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胡○璿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970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黃○霖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