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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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偵 004500 傷害 屏東分局 劉○程 起訴．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5023 詐欺 潮州分局 王○毅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5023 詐欺 潮州分局 鄞林○釵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偵 00507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培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偵緝 000134 妨害性自主罪 恆春分局 陳○中 不起訴處分

仁 104 速偵 00085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偉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速偵 00085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郭○富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4 速偵 00085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成 緩起訴處分

巨 104 偵 003748 過失傷害 林○揚 劉○雄 不起訴處分

生 104 速偵 0008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任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速偵 00084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丞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速偵 00084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4 速偵 00084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田○凱 緩起訴處分

生 104 速偵 00084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石○銘 緩起訴處分

宇 104 毒偵 00028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楊○紋 不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00442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蘇○同 起訴

宇 104 毒偵 00109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朱○楠 起訴

宇 104 毒偵 00112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良 起訴

宇 104 毒偵 00127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賴○源 起訴

良 104 選偵 000032 選舉罷免法 簽○ 陳○忠 不起訴處分

良 104 偵 001914 稅捐稽徵法 簽○ 陳○湧 緩起訴處分

和 104 偵 00486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楊○鋒 追加起訴

和 103 偵 006073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一02 鄞○ 起訴

和 103 偵 006073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一02 余○ 不起訴處分

和 103 偵 006366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王○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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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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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4 速偵 00084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安 緩起訴處分

昃 104 速偵 00084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蘇○松 緩起訴處分

厚 104 偵緝 000217 妨害兵役條例 枋寮分局 陳○進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緝 000233 妨害兵役條例 東港分局 鄭○隆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3650 槍砲彈刀條例 雄高分檢 塗○雄 起訴．不起訴處分

厚 104 偵 005036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林○建 不起訴處分

厚 104 偵 000404 妨害自由 枋寮分局 鄭○法 起訴

厚 102 偵 00814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謝○裕 起訴．不起訴處分

厚 102 偵 00814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黃○豐 不起訴處分

厚 102 偵 00814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文 不起訴處分

厚 102 偵 00814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鍾○榮 不起訴處分

厚 104 偵 002994 妨害兵役條例 屏東縣後指部 王○緯 不起訴處分

厚 104 偵 003033 竊盜 屏東分局 呂○賢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4524 竊盜 潮州分局 潘○宏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4587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徐○明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4587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阮○鶯 不起訴處分

厚 104 偵 004587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藍○瑤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4636 妨害自由 簽○ 陳○玲 起訴

厚 104 偵 004728 竊盜 枋寮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4804 竊盜 屏東分局 張○生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4 偵 004822 恐嚇 臺灣高檢 劉○仁 起訴

厚 104 撤緩 000086 贓物 檢○官 周○翔 撤銷緩起訴

厚 104 偵 005071 誣告 鹿港分局 林盧○女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毒偵 00105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李○輝 起訴

盈 104 偵 00505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寶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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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4 速偵 00084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興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4 速偵 0008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宋○杰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速偵 0008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緯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速偵 00085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高○祥 緩起訴處分

盈 104 速偵 00085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柯○明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4 偵 003977 侵占 屏東分局 邱○儒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629 詐欺 枋寮分局 陳○鎮 不起訴處分

張 104 偵 001629 詐欺 枋寮分局 張○蕊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調偵 000314 著作權法 高市新興區所 鄭○南 起訴

張 103 調偵 000573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柳○獻 起訴

張 103 調偵 000573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廖陳○仔 起訴

張 103 偵 006825 著作權法 潮州分局 郭○春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006825 著作權法 潮州分局 莊○珍 不起訴處分

張 103 偵 006825 著作權法 潮州分局 鄭○南 起訴

溫 103 偵 0079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邱○育 起訴

溫 103 偵 00625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邱○育 起訴

篤 104 偵 00322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劉○宗 起訴

篤 104 毒偵 000416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李○誠 起訴

篤 104 偵 00512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李○進 起訴

篤 104 偵 005173 妨害家庭 簽○ 田○萍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5173 妨害家庭 簽○ 余○萍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5174 非駕業務致死 簽○ 劉○忠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續 000015 竊佔 雄高分檢 陳○慶 不起訴處分

讓 104 偵 0051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信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 00492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宸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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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104 偵 00497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榛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 002553 竊盜 屏東分局 馮○瑋 不起訴處分

讓 104 毒偵 00063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鄭○傑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毒偵 00093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鄭○傑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4 偵 003648 竊盜 臺灣高檢 吳○軒 起訴

讓 104 偵 003991 非駕業務致死 簽○ 張○宏 不起訴處分

讓 104 偵 003991 非駕業務致死 簽○ 楊○晴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006353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鍾○在 起訴

讓 103 偵 006353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游○和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006353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李○卿 起訴

讓 103 偵 006353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方○仕 起訴

讓 103 偵 008464 著作權法 簽○ 陳○如 不起訴處分

讓 104 毒偵緝 00007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董○明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