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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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撤緩 10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察官 黃○賢 撤銷緩起訴

宇 105 撤緩 101 公共危險 檢察官 陳○誠 撤銷緩起訴

昃 105 偵 1572 詐欺 東港分局 林○葶 起訴

昃 104 偵 6313 詐欺 屏東分局 黃○群 起訴

昃 105 偵 1467 詐欺 內埔分局 林○珍 起訴

昃 105 偵 4684 重利 里港分局 林○鈞 不起訴處分

日 105 偵 6024 詐欺 簽○ 許○美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7432 贓物 東港分局 林○德 起訴

日 104 偵 7432 贓物 東港分局 周黃○山 起訴

日 104 偵 7623 兒少性交易 潮州分局 蔡○安 不起訴處分

日 104 偵 7623 兒少性交易 潮州分局 楊○柏 緩起訴處分

黃 105 偵 4683 竊盜 簽○ 江○煒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5 偵緝 288 恐嚇取財得利 鼓山分局 李○憲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調偵 430 過失傷害 高市新興區所 蕭○山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毒偵 143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毒偵 166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鍾○軒 起訴

張 105 偵 5078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林○軒 不起訴處分

月 105 偵 5902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林○儀 不起訴處分

月 105 偵 5902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陳○發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5377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黃○芬 起訴

張 105 少連偵 4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張○祐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少連偵 48 兒少性交易 枋寮分局 張○祐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緝 294 詐欺 屏東分局 林○怡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5921 非駕業務傷害 黃○成 歐○甄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偵 5471 電遊場業管理 東港分局 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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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15



第2頁,共3頁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5.08.15

儉 105 毒偵 186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謝○明 起訴

儉 105 毒偵 119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洪○發 起訴

儉 105 毒偵 125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元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偵 4884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劉○良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4884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楊○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5792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吳○成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579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守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良 105 偵 5302 竊盜 屏東分局 郭○其 起訴

良 105 偵 4613 竊盜 屏縣刑大 莊○華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偵 5678 竊盜 屏縣刑大 莊○華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撤緩 104 不能安全駕駛 檢察官 鄭○銘 撤銷緩起訴

昃 105 調偵 397 過失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楊○凌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調偵 397 過失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李○慶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毒偵 147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鍾○琨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毒偵 163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謝○雲 起訴

昃 105 偵 597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順 起訴

盈 105 偵 5012 傷害 趙○妹 曾○華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4774 非駕業務傷害 枋寮分局 陳氏○紅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毒偵 1021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翰 起訴

盈 105 毒偵 1814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廖○益 起訴

盈 105 毒偵 177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劉○鑫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毒偵 160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達 起訴

金 105 偵 597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德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偵 590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鍾○榮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 偵 602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李○齊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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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5 偵 602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田○香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毒偵 171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郭○德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撤緩偵 9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察官 曾○能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 毒偵 77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邱○龍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毒偵 181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金○昆 起訴

謙 105 偵 554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蒼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 偵 565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遠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偵 585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余○光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偵 565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農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毒偵 5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劉○余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毒偵 167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胡○瑋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