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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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毒偵 0019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軒 不起訴處分

日 105 偵 003244 強制性交 簽○ 不起訴處分

日 105 偵 004621 殺人未遂 東港分局 李○利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03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劉○傑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068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林○盛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12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銘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14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昌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17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鎮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19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志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24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沈○逢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556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余○育 起訴

日 105 毒偵 001977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遊○官 起訴

地 105 偵 005629 商標法 保二一03 蔡○娥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5 偵 003746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林○君 追加起訴

良 105 偵 002746 過失致死 雄高分檢 張王○鳳 起訴

良 105 偵 005888 詐欺 簽○ 李○誼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偵 005888 詐欺 簽○ 林○峰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偵 006200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陳○勝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偵緝 000250 傷害 嘉一分局 李○紳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調偵 00042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謝○伊 起訴

良 105 調偵 00044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蘇○正 起訴

金 105 偵 00618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忠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5 毒偵 00198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照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164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照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178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董○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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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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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5 撤緩 00009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昌 撤銷緩起訴

誠 105 撤緩 00009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梁○國 撤銷緩起訴

誠 105 偵 003586 妨害公務 里港分局 林○建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偵 003354 毒品防制條例 中四分局 張○誌 起訴

儉 105 偵 003423 毒品防制條例 岸巡中局 張○誌 起訴

儉 105 毒偵 00110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黃○得 起訴

儉 105 毒偵 00124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劉○祥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毒偵 00124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曾○元 起訴

謙 105 偵 000020 重利 里港分局 劉○武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1093 重利 里港分局 劉○武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4050 公司法 南部機動站 陳○菊 緩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4050 公司法 南部機動站 徐○銘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