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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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05 偵 001997 強制性交 內埔分局 周○硯 起訴

月 105 偵 002660 槍砲彈刀條例 屏東分局 周○亮 起訴

月 105 偵 004887 強制性交 簽○ 周○硯 起訴

月 105 偵 005846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伍○文 不起訴處分

月 105 調偵 000439 過失致死 屏東市公所 劉○良 不起訴處分

月 105 調偵 000451 過失致死 屏東市公所 劉○良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少連偵 000028 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羅○春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5689 竊盜 潮州分局 陳○遠 起訴

巨 105 偵 005868 藥事法 潮州分局 孔○盛 起訴

巨 105 偵 006074 傷害 檢○官 方○森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4914 詐欺 里港分局 黃○隆 起訴

巨 105 偵 002890 妨害自由 潮州分局 林○章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4000 妨害自由 潮州分局 林○章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4000 妨害自由 潮州分局 李○銘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4629 竊盜 內埔分局 潘○權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4775 非駕業務傷害 枋寮分局 卓○通 起訴

良 105 速偵 00114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盧○山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速偵 00114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李○盛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速偵 00114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俊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速偵 00114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憲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14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彭○文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速偵 00115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吳○達 緩起訴處分

良 105 毒偵 00095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商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毒偵 00186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德 起訴

良 105 毒偵緝 00015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蔡○桂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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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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8.29

金 105 毒偵 00108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白○軒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毒偵 001747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李○川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毒偵 001897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徐○富 起訴

昃 105 毒偵 00194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隆 起訴

昃 105 偵 004217 傷害 潮州分局 蔡○廷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4217 傷害 潮州分局 王○泓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610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馮○泰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57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賢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586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吳○吉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617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邱○斌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542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柯○松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546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段○吟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55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沈○仁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565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凌 緩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4014 傷害 恆春分局 陳○便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617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民 緩起訴處分

盈 105 毒偵 001031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黃○得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07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R○AN PETER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偵 00516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邱○文 起訴

崗 105 偵 00517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馮○朋 起訴

實 104 蒞 003593 恐嚇取財得利 屏東地院 蔡○正 追加起訴

實 105 蒞 004313 竊盜 屏東地院 謝○明 追加起訴

儉 105 毒偵 00130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起訴

儉 105 毒偵 00134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榮 起訴

讓 105 毒偵 001701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李○璋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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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105 毒偵 00120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賢 起訴

讓 105 偵 00617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鄒○龍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5 速偵 00113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棠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5 速偵 00113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柯○忠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5 速偵 00114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豐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5 速偵 00114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5 速偵 00114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張○唐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5 速偵 00114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楊○興 聲請簡易判決

讓 105 速偵 00114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吳○扶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