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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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偵 00809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怡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4 毒偵 002137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邏○茂 追加起訴

月 104 調偵 000515 過失傷害 屏東南州鄉所 林○發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毒偵 00217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許○蕾 起訴

水 104 毒偵 00238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祥 起訴

水 104 偵 0081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昌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823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毅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844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偵 00853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詹○雄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4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洪○生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鄭○宗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4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富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4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謝○奉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4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何○廷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4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孫○志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4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5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山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陳○毅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145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周○翔 緩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8108 業務過失致死 簽○ 劉○明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8108 業務過失致死 簽○ 汪○琳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8108 業務過失致死 簽○ 謝○山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8108 業務過失致死 簽○ 吳○智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8108 業務過失致死 簽○ 蔡○榮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003621 詐欺 屏東分局 侯○益 不起訴處分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4.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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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104 偵 004474 業務過失致死 簽○ 吳○潮 起訴

巨 104 毒偵 002148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鄧○勤 起訴

巨 104 毒偵 002104 毒品防制條例 小港分局 黃○淵 起訴

宇 104 毒偵緝 00014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英 不起訴處分

宇 104 偵緝 000419 偽造文書 時○完成 俞○珠 不起訴處分

宇 104 觀執緝 00007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英 不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005787 傷害 恆春分局 陳○桐 起訴

孝 104 偵 006594 侵占 東港分局 陳○芳 不起訴處分

孝 104 偵 00666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黃○臻 起訴

孝 104 偵 006848 竊盜 內埔分局 陳○嘉 起訴

孝 104 偵 006915 竊盜 內埔分局 陳○嘉 起訴

孝 104 偵 007240 竊盜 潮州分局 李○達 不起訴處分

孝 104 偵 007240 贓物 潮州分局 黃○國 不起訴處分

孝 104 偵 007784 竊盜 內埔分局 陳○嘉 起訴

孝 104 偵 007833 竊盜 內埔分局 陳○嘉 起訴

孝 104 偵 008577 竊盜 內埔分局 陳○嘉 起訴

孝 104 偵 008684 過失傷害 簽○ 許○章 不起訴處分

孝 104 偵 008685 遺棄 簽○ 陳○伶 不起訴處分

孝 104 偵 008685 遺棄 簽○ 楊○昕 不起訴處分

孝 104 偵 008685 遺棄 簽○ 楊○昕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緝 000395 偽造文書 時○完成 劉○貞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調偵 000547 侵占 屏東市公所 陳○勳 起訴

昃 104 偵 008112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孫○明 起訴

昃 104 偵 008492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孫○明 起訴

崗 104 偵 00798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穎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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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 104 偵 007481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曾○安 不起訴處分

崗 104 偵 00853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雄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偵 008076 家庭暴力防治 枋寮分局 陳○雄 起訴

愛 104 偵 00853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娟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5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程○民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5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巴○勇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5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洪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何○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5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許○守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5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男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5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鑫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6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年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6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黃○祥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146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張○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調偵 00051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陳○建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撤緩偵 00015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許○勝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毒偵 001987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男 不起訴處分

溫 104 偵 00854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曾○源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4 偵緝 000396 偽造文書 航空刑大 黎○雲 不起訴處分

誠 104 偵緝 000404 偽造文書 時○完成 林○ 不起訴處分

誠 104 偵 008677 妨害自由 簽○ 周○頡 不起訴處分

誠 104 偵 008678 偽造文書 簽○ 郭○慧 不起訴處分

誠 104 偵 008679 偽造文書 簽○ 柯○財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4 偵 008683 妨害名譽 簽○ 潘○茂 不起訴處分

誠 104 調偵 00052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高○枝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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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4 調偵 000554 詐欺 屏東市公所 陳○伍 不起訴處分

誠 104 撤緩 000154 竊盜 檢○官 鐘○謙 撤銷緩起訴

誠 104 調偵 000415 公共危險 屏東恆春鎮所 鄭○豪 起訴．不起訴處分

儉 104 毒偵 00221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方○裕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4 毒偵 00224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許○譯 起訴

儉 104 毒偵緝 00013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毒偵緝 00013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毒偵 00214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不起訴處分

儉 104 偵 00853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福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4 偵 00847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賴○旗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4 偵 00829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簡○松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4 偵 00816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道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4 偵 00801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董○立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00804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玲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796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清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7797 妨害自由 簽○ 郭○正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782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薛○祐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7565 傷害 簽○ 陳○義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7566 傷害 葉○文 潘○林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6064 誣告 中正二局 蘇○忠 緩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8442 賭博 枋寮分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4 偵 008345 偽造文書 東港分局 林○裕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8368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鍾○招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8368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曹○美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毒偵 00212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陳○雄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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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4 毒偵 00217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陳○宏 起訴

謙 104 毒偵 00218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陳○宏 起訴

謙 104 調偵 000467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林○莊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調偵 000467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林○佑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調偵 000467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張○正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調偵 000467 傷害 屏東新園鄉所 許○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調偵 000468 毀棄損壞 屏東新園鄉所 林○莊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撤緩毒偵00000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鄭○燕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撤緩偵 00015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楊○德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撤緩偵 000137 侵占 檢○官 何○豪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 00839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成 起訴

麗 104 偵 00853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全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 00855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發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 008566 竊盜 東港分局 韓○南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毒偵 00147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陳○宏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6226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三大 梁○輝 不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6226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三大 謝○生 緩起訴處分

麗 104 偵 007546 性騷擾防治法 潮州分局 李○餘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4 偵 00823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呂○亭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 00816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景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 007591 業務過失致死 簽○ 歐○毅 不起訴處分

讓 104 偵 007621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郭○美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 00847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章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 00834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鴻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毒偵 00202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傅○傑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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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104 毒偵 00203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顏○芳 不起訴處分

讓 104 毒偵 0021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傅○傑 起訴

讓 104 毒偵緝 00013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顏○芳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