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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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104 偵 00061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忠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21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蕭○財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32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穎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631 賭博 枋寮分局 柳○原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631 賭博 枋寮分局 林○敬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631 賭博 枋寮分局 李○信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631 賭博 枋寮分局 鄭○義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710 賭博 內埔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710 賭博 內埔分局 陳○松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710 賭博 內埔分局 利○忠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4 偵 001710 賭博 內埔分局 鍾○松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撤緩偵 00003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倫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4 速偵 00023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建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選偵 00010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林○恭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10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盧○興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10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林○川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10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莊○珍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10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楊○尊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10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黃○是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10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林○偵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10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白○秈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3453 偽證 屏東地院 董○寮 起訴

巨 103 偵 003453 偽證 屏東地院 陳○志 起訴

巨 103 偵 003453 偽證 屏東地院 張○禎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3453 偽證 屏東地院 王○進 起訴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4.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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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103 偵 003453 偽證 屏東地院 王○勝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2 選舉罷免法 檢○官 莊○珍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2 選舉罷免法 檢○官 盧○興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洪○哲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陳○鳳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鄭○章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吳○吉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吳○龍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黃○貞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余○萍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75 妨害投票 里港分局 曾○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87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林○恭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87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盧○興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87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林○川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87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莊○珍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87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黃○是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87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林○偵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3 選偵 000087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白○秈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092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董○興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092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張○誠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092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呂○強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096 妨害投票 簽○ 董○興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01 選舉罷免法 枋寮分局 曾○振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01 選舉罷免法 枋寮分局 曾○瑛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01 選舉罷免法 枋寮分局 曾○羚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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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3 選偵 000101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鄭○子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102 選舉罷免法 枋寮分局 曾○振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02 選舉罷免法 枋寮分局 曾○瑛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02 選舉罷免法 枋寮分局 曾○羚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02 選舉罷免法 枋寮分局 陳○美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102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鄭○子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192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曾○振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92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曾○瑛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92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曾○羚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92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鄭○子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193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曾○振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93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曾○瑛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93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曾○羚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93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陳○美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193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鄭○子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198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董○興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198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張○誠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198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呂○強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選偵 000025 選舉罷免法 檢○官 曾○瑛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025 選舉罷免法 檢○官 曾○振 起訴

宇 103 選偵 000025 選舉罷免法 檢○官 曾○羚 起訴

宇 104 偵 001248 遺棄 簽○ 黃○蓮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114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唐○永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毒偵 00014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真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偵 00068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憲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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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04 偵 00075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柱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偵 00087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廖○娟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偵 00103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惠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3 選偵 000114 選舉罷免法 恆春分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和 103 選偵 000114 選舉罷免法 恆春分局 王○祥 起訴

和 103 選偵 000114 妨害投票 恆春分局 盧○源 起訴

和 103 選偵 000114 妨害投票 恆春分局 張○裕 起訴

和 103 選偵 000114 妨害投票 恆春分局 張尤○琴 起訴

和 103 選偵 000114 妨害投票 恆春分局 曾○米 不起訴處分

和 103 選偵 000114 妨害投票 恆春分局 張○波 不起訴處分

和 103 偵 007555 傷害 恆春分局 宋○明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偵 001118 詐欺 簽○ 曾○興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139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宗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15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147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芳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0171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黃○輝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024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楊○賜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574 賭博 屏東分局 游○蘭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45 贓物 屏東分局 逢○俊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56 竊盜 東港分局 林○憲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22 賭博 枋寮分局 林○福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22 賭博 枋寮分局 曾○助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22 賭博 枋寮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622 賭博 枋寮分局 林吳○螺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594 賭博 屏東分局 徐○貴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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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4 偵 001594 賭博 屏東分局 陳○田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1182 強制性交 東港分局 劉○田 起訴

信 104 偵 000983 傷害 屏東分局 洪○祥 不起訴處分

厚 104 毒偵緝 0000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維 不起訴處分

厚 104 撤緩 000016 贓物 檢○官 蕭○裕 撤銷緩起訴

盈 104 調偵 000102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房○儒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毒偵 00004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億 起訴

盈 104 撤緩偵 00003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葉○信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00080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元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121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州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109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周○屏 起訴

盈 104 偵 00147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柯○松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偵 00100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徐○興 緩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5954 偽造文書 邱○良 林○彥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8399 偽造文書 簽○ 蔡○勇 不起訴處分

盈 103 偵 008607 詐欺 簽○ 廖○銘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006535 重利 簽○ 陳○富 起訴

張 103 偵 008138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吳○義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008168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柯○琪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003706 妨害名譽 曾○芳 黃○玲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003706 妨害名譽 曾○芳 黃○賢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003706 妨害名譽 曾○芳 黃○弘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續 000001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邱○聰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毒偵 00184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李○頡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毒偵 00185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韓○樺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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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3 毒偵 00185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洪○文 起訴

張 104 偵 001485 賭博 內埔分局 張○梅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485 賭博 內埔分局 陳○西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485 賭博 內埔分局 李○弟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485 賭博 內埔分局 張○鴦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485 賭博 內埔分局 魯○華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121 傷害 簽○ 王○生 起訴

張 104 調偵 000028 妨害自由 屏東新埤鄉所 杜○薇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調偵 000028 妨害自由 屏東新埤鄉所 祁○龍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撤緩 000019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何○清 撤銷緩起訴

愛 104 毒偵 00021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鍾○彬 起訴

愛 104 調偵 000103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簡王○梅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調偵 000103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邱○化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撤緩 00001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發 撤銷緩起訴

愛 104 速偵 00023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政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23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豐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24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祥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24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君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24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孫○中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24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許○勝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2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喜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撤緩偵 00003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張○豪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續 000006 漁業法 雄高分檢 方○英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緝 000027 竊盜 中五分局 林○河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毒偵 00013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徐○文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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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4 毒偵 000175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榮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29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郭○原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112 妨害名譽 簽○ 王○華 起訴

篤 104 偵 001113 竊佔 簽○ 蕭鄭○英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1113 竊佔 簽○ 蕭○文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1113 竊佔 簽○ 蕭○雄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114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謝○昌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14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許○如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14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茂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56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賀○全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62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郭○原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39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然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40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劉○和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46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曾○成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46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葉○發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46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628 電遊場業管理 恆春分局 巫郭○妹 起訴

篤 104 偵 00105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宋○銀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107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明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95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杰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98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黃○峰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76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莊○涵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4 偵 000529 妨害兵役條例 屏東縣後指部 黃○宏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3 偵 008804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吳林○儷 起訴

篤 103 偵 008563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薛○欣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