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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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103 偵 008609 竊盜 簽○ 張○讚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偵 004292 竊盜 屏東分局 王○憶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偵 004461 竊盜 屏東分局 王○憶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4 偵 005384 竊盜 內埔分局 王○憶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速偵 00092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蔡○聰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速偵 00093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石○坤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速偵 00093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高○興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速偵 00093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枝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4 速偵 00093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徐○華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速偵 00093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曾○儒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速偵 00093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昌 緩起訴處分

良 104 速偵 00093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良 緩起訴處分

和 104 速偵 00093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侯○欽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4 速偵 00093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雷○達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4 速偵 00093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方○喜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4 速偵 00094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山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4 速偵 00094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王○山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4 偵 00453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李○緣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偵 00453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朱○輝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偵 00586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柯○達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4 偵 005864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楊○財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毒偵 00138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張○正 起訴

和 104 調偵 000135 毀棄損壞 屏東恆春鎮所 施○政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調偵 000135 毀棄損壞 屏東恆春鎮所 黃○槐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調偵 000135 毀棄損壞 屏東恆春鎮所 林○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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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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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4 調偵 000135 毀棄損壞 屏東恆春鎮所 朱○德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調偵 000135 毀棄損壞 屏東恆春鎮所 曾○銘 不起訴處分

和 104 偵 00579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邱○鳴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032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鄭○炫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毒偵 00043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茂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毒偵 000988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湯○琪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緝 000192 竊盜 潮州分局 張○程 起訴

金 104 偵 00543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李○平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551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105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萱 起訴

金 104 毒偵 00107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劉○徊 起訴

金 104 毒偵 00114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韋○治 起訴

金 104 毒偵 00114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葉○如 起訴

金 104 毒偵 00115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劉○徊 起訴

金 104 毒偵 001167 毒品防制條例 苓雅分局 李○育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1236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李○郎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毒偵 00134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張○程 起訴

金 104 毒偵 00137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劉○徊 起訴

金 104 偵 00460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張○麟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476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葉○銓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496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白○義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504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劉○蘭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452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義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512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平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514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葉○昇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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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4 偵 005307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江○進 緩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4312 侵占 簽○ 鄞○安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435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輝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4 偵 002040 竊盜 潮州分局 黃○祥 起訴

金 104 偵 003960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盧○財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3960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馬○能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3960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盧○發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3960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江○卿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3960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盧○源 不起訴處分

金 104 偵 003960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蕭○妮 不起訴處分

昃 103 偵 008777 妨害名譽 東港分局 林○利 起訴

昃 104 偵 00565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志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4 偵 00566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張○乾 緩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5807 竊盜 東港分局 吳○瑩 起訴

厚 104 偵 005062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曾○玲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94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清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94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儀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94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徐○恩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94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許○進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94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均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94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丘○展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速偵 00094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月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4 速偵 00094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宋○雲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5836 妨害自由 潮州分局 何○娟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毒偵 00103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古○智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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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4 調偵 000367 傷害 屏東春日鄉所 陸○木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調偵 000367 傷害 屏東春日鄉所 白○勇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調偵 000370 竊盜 屏東泰武鄉所 孔○偉 不起訴處分

愛 104 撤緩 000099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賴○明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偵 00547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戴○倉 緩起訴處分

愛 104 撤緩偵 00010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煌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