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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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05 偵 002604 詐欺 簽○ 邱○榮 不起訴處分

日 105 偵 002611 竊盜 簽○ 邱○榮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008944 竊盜 枋寮分局 王○宏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5 偵 00496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豐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5 毒偵 0017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蘇○仁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5 調偵 00042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林○源 不起訴處分

月 105 調偵 000423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童○瑟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調偵 00033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曾○貴 起訴

巨 105 偵 005989 竊盜 枋寮分局 李○承 起訴

巨 105 偵 004313 非駕業務傷害 枋寮分局 葉○家 起訴

宇 105 毒偵 001751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勳 起訴

宇 105 毒偵 001427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傳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調偵 000410 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吳○源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調偵 00036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林○進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調偵 00036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吳○晴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偵 00565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崧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偵 003688 傷害 屏東憲兵 葉○龍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偵 0054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葉○友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偵 00555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王○立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偵 00477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張○周 起訴

昃 105 偵 004042 竊佔 潮州分局 戴○雄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4628 詐欺 內埔分局 林○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偵 001670 詐欺 屏東分局 郭○懿 起訴

昃 105 偵 002476 商標法 保二一03 洪○彬 緩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5988 竊盜 屏東分局 董○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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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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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05 偵 005594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蔡○修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5155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鄧○傑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速偵 0010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發 緩起訴處分

張 105 速偵 00105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速偵 00105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吟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速偵 00105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葉○君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速偵 00106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劉○來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速偵 001061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傅○河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速偵 00106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鍾○冬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速偵 00106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甘○池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速偵 00106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張○泰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速偵 00106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峰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偵 00516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鄭○寶 起訴

儉 105 偵 00478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鄭○寶 起訴

儉 105 偵 001852 妨害兵役條例 屏東縣後指部 張○毓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4695 竊盜 屏東分局 謝○明 起訴

儉 105 偵緝 000186 偽造文書 檢○官 楊○輝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調偵 00037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林邊鄉所 馮○麗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538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五隊 夏○玲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0058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杜○夫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00591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邱○添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毒偵 00184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何○志 起訴

篤 105 毒偵緝 000146 毒品防制條例 自○到案 許○瑋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