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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03 偵 005635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林○妮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偵 005635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楊○禮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偵 005635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朱○豪 不起訴處分

水 103 偵 008096 毀棄損壞 東港分局 吳○龍 起訴

水 103 偵 008380 非駕業務傷害 恆春分局 許○豪 起訴

水 103 偵 008122 詐欺 內埔分局 蔡○玉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3 偵 008584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阮○宜 緩起訴處分

水 104 偵 000769 妨害自由 簽○ 林○妮 不起訴處分

水 104 偵 000769 妨害自由 簽○ 楊○禮 不起訴處分

水 104 偵 000769 妨害自由 簽○ 楊○仙 不起訴處分

水 104 偵 000770 詐欺 臺灣高檢 石○慈 不起訴處分

水 104 偵 000739 詐欺 內埔分局 蔡○玉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偵 007981 傷害 里港分局 吳○松 起訴

巨 103 偵 007981 傷害 里港分局 陳○富 起訴

巨 103 偵 004565 傷害 里港分局 張○柱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偵 004857 竊佔 簽○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4857 竊佔 簽○ 范○杵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000308 誣告 簽○ 莊○漢 不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000367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吳○懷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00012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何○華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00012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徐○信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00012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偉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00012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倫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00012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鄭○財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4 速偵 00013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張○康 緩起訴處分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4.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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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104 速偵 00013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輝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00013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崔○亮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00013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郭○輝 緩起訴處分

玉 104 速偵 00013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傑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17 選舉罷免法 內埔分局 謝○龍 起訴

生 103 選偵 000117 選舉罷免法 內埔分局 潘○香 起訴

生 103 選偵 000117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陳○靜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17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陳○光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17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方○惠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17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潘○菊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17 妨害投票 內埔分局 鄭○琇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81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謝○龍 起訴

生 103 選偵 000181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潘○香 起訴

生 103 選偵 00018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鄭○琇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8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方○惠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8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陳○靜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18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潘○菊 緩起訴處分

生 103 選偵 000019 選舉罷免法 內埔分局 潘○香 起訴

生 103 選偵 000036 選舉罷免法 檢○官 謝○龍 起訴

宇 103 毒偵 00196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張○讚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毒偵 00203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和一局 潘○誼 起訴

宇 104 偵 00000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吳○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偵 0004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起訴

宇 104 偵 00004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楊○純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偵 00012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謝○秀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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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03 選偵 000054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李○ 起訴

良 103 偵 008476 侵占 東港分局 曾○賓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簽○ 陳○忠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簽○ 李○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簽○ 伍○玲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簽○ 葛○琴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簽○ 葛○榮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簽○ 簡○花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簽○ 張○香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10 選舉罷免法 簽○ 沈○花 起訴

良 104 偵 000826 業務過失致死 簽○ 姚○方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0826 業務過失致死 簽○ 劉○秀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0826 業務過失致死 簽○ R○OES ADI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0826 業務過失致死 簽○ P○PIT DHIA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緝 000039 竊盜 屏東分局 鄭○珠 起訴

昃 104 撤緩偵 00002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林○祥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偵 00069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郎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偵 00072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王○晴 不起訴處分

厚 103 選偵 000011 選舉罷免法 檢○官 陳○華 起訴

厚 103 選偵 000084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陳○華 起訴

厚 103 選偵 000084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林○宏 緩起訴處分

厚 103 選偵 000084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李○彬 緩起訴處分

厚 103 偵 008120 竊盜 潮州分局 汪○國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偵 008120 竊盜 潮州分局 陳○恩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選偵 000160 選舉罷免法 屏縣刑大 陳○華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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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03 選偵 000160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林○宏 緩起訴處分

厚 103 選偵 000160 妨害投票 屏縣刑大 李○彬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0124 槍砲彈刀條例 屏東分局 方○忠 起訴

盈 104 偵 00022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汶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06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城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0384 妨害自由 簽○ 張○垚 起訴

盈 103 毒偵 00157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洪○祐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823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梁○卿 起訴

盈 104 毒偵 00007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杰 起訴

盈 104 毒偵 00012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鄭○隆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00067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鄭○慶 起訴

崑 104 偵 000018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黃○妹 起訴

崑 104 偵 000018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葉○惠 起訴

黃 104 偵 000085 侵占 簽○ 吳○珍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8479 傷害 潮州分局 陳○煌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3 偵 008392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謝○和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8392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鄭○華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8392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鄭○雄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8431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顧○梅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022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玉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048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盧○彥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063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張○坤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051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龍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067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榮 起訴

愛 104 偵 00080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蔡○和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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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4 偵 00086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讚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偵 000886 性騷擾防治法 枋寮分局 賴○貴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毒偵 00001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周○發 起訴

愛 104 毒偵 00004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丘○昌 起訴

溫 103 偵 007372 竊盜 內埔分局 徐○賢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8481 妨害性自主罪 恆春分局 黃○雄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5001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江○忠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5725 偽造有價證券 簽○ 洪吉○美 起訴

謙 103 偵 005725 偽造有價證券 簽○ 洪○娘 起訴

謙 104 偵 000091 誣告 簽○ 黃○魁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0091 誣告 簽○ 周○花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0091 誣告 簽○ 黃○勛 不起訴處分

謙 104 偵 000828 偽造有價證券 簽○ 呂○英 起訴

麗 104 偵 0007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朱○珠 起訴

讓 104 偵 000379 竊盜 林園分局 焦○安 起訴

讓 103 偵 007105 詐欺 潮州分局 翁○雅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3 偵 007195 詐欺 臺灣高檢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005495 偽造文書 屏東調查站 許○閎 起訴

讓 103 偵 008034 賭博 北市刑大 曾○耀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008585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鍾○杰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008665 傷害 里港分局 邱○富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008710 傷害 潮州分局 張○信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讓 103 偵 008751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黃鄭○美 起訴

讓 103 偵 008774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邱○妹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008785 竊盜 東港分局 焦○安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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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103 少連偵 000055 傷害 潮州分局 康○祥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