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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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563 公共危險 簽○ 王○人 不起訴處分

日 105 調偵 00041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東港鎮所 賴○春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毒偵 00199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起訴

水 105 毒偵 00201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周○男 追加起訴

水 105 毒偵 00201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周○男 追加起訴

水 105 毒偵 00037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軒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毒偵 00157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陳○德 起訴

水 105 毒偵 00165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龍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毒偵 00182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江○基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毒偵 001849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周○華 起訴

水 105 毒偵 001878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珠 起訴

水 105 毒偵 00192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池○貞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毒偵 00192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廷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偵 00600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鄧○孝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偵 00616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廖○財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偵 00617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鍾○雄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08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賢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08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劉○元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09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侯○綿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毒偵 00025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盧○國 起訴

玉 104 偵 007610 詐欺 潮州分局 姜○明 起訴

玉 105 偵 000513 詐欺 臺灣高檢 姜○明 起訴

玉 105 偵 002574 偽證 簽○ 劉○洋 起訴

玉 105 偵 003484 性犯罪防治法 簽○ 廖○中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3485 侵占 簽○ 黃○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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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3



第2頁,共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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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3

玉 105 偵 003485 侵占 簽○ 曾○琳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4130 槍砲彈刀條例 簽○ 潘○宗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5778 竊盜 內埔分局 吳○雄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少連偵 000053 竊盜 東港分局 吳○明 起訴

良 105 毒偵 002012 毒品防制條例 前鎮分局 梁○山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毒偵 00190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塗○獻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偵 00586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翰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偵 00595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蔡○宏 緩起訴處分

宙 105 偵 005122 竊佔 簽○ 林○靜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5540 詐欺 東港分局 張○豪 起訴

昃 105 偵 004387 恐嚇取財得利 潮州分局 陳○良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4833 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柯○文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4919 背信 簽○ 楊○玲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4922 誣告 簽○ 王○華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0200 傷害 簽○ 余○儀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0336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余○儀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0336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潘○美 不起訴處分

昃 104 偵 006625 詐欺 內埔分局 陳○茹 起訴

昃 105 調偵 000319 妨害自由 屏東潮州鎮所 許○中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緝 000197 妨害婚姻 自○到案 白○隆 起訴．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緝 000197 妨害婚姻 自○到案 陳○筠 起訴．不起訴處分

厚 104 偵 008563 賭博 恆春分局 羅○娟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3707 賭博 恆春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3708 賭博 恆春分局 田○華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3709 賭博 恆春分局 賴○鍹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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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5 偵 001000 詐欺 屏東分局 洪○仁 起訴

盈 105 偵 003835 竊盜 恆春分局 陳○明 起訴

盈 105 偵 003951 竊盜 恆春分局 黃○得 起訴

盈 105 偵 003990 竊盜 恆春分局 陳○明 起訴

崗 105 偵 00614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蔡○典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619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廖○亮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速偵 00109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杰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速偵 00109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楊○木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速偵 00110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萍 緩起訴處分

崗 105 速偵 0011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祥 緩起訴處分

崗 105 速偵 0011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粱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速偵 00110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曾○芳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速偵 00110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深澤○彥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速偵 00110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徐○新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速偵 00110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益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速偵 00110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P○IOBANG A 緩起訴處分

崗 105 毒偵 00198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潘○偉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198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潘○偉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1854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陳○煌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1670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潘○偉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157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王○誥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083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潘○偉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119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王○誥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136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許○明 起訴

崗 105 毒偵 00144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珍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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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 105 毒偵 0015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誥 起訴

張 105 毒偵 001175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吳○鴻 起訴

張 105 毒偵 00159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李○慈 起訴

張 105 毒偵緝 000113 毒品防制條例 自○到案 陳○翰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612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順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偵 00580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任 緩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566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成 緩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5243 過失傷害 簽○ 陳○軒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37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顏○福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偵 00603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榮 起訴

溫 105 偵 00607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何○元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偵 006176 其他軍事犯罪－軍潮州分局 傅○峰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09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弘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09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賴○志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09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蔡○賢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09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顏○貞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09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鄭○賀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09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蔡○美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09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雄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毒偵 00199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鄭○傑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毒偵 00173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呂○宗 起訴

溫 105 毒偵 00194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張○香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偵 0060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馮○生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偵 0055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顏○勇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偵 00565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周○性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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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5 偵 00574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斌 起訴

篤 105 偵 00452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張○華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002049 竊盜 屏東分局 鄭○明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2049 竊盜 屏東分局 邱○鳳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2049 竊盜 屏東分局 張○郎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2096 毒品防制條例 仁武分局 林○忠 起訴

篤 105 偵 006037 傷害 簽○ 賴○信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6037 傷害 簽○ 賴○忠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緝 000262 詐欺 自○到案 許○瑋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