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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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105 偵 004458 偽造文書 枋寮分局 王○文 起訴．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 00480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徐○日 起訴

水 105 偵 004902 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許○榮 起訴

水 105 偵 00493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邱○江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 005069 非駕業務傷害 里港分局 宋○珠 起訴

水 105 偵 005298 非駕業務傷害 里港分局 孫○顯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 005474 竊盜 屏東分局 莊○益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偵 005774 竊盜 屏東分局 吳○倚 起訴．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 00622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福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偵 00667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柱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偵 00674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謙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偵 006836 侵占 簽○ 孫○倫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 007002 賭博 潮州分局 徐○忻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偵 007011 傷害 簽○ 胡○文 起訴

水 105 醫偵 000005 業務過失致死 簽○ 謝○思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毒偵 00089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張○沙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毒偵 00205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謝○仰 起訴

水 105 毒偵 00208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祥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毒偵 00220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王○凱 起訴

巨 105 毒偵 00211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聰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撤緩 000118 公共危險 檢○官 林○民 撤銷緩起訴

巨 105 偵 00709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顏○堂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偵 006883 竊盜 枋寮分局 謝洪○珍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偵 00677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黃○寰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速偵 00126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評 聲請簡易判決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5.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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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105 速偵 00126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郭○城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6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柯○正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6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高○德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溫○倫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南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張○綜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邵○維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虔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亭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阮○霞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梁○欽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速偵 00127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邱○賢 緩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5919 殺人未遂 屏東分局 王○芳 起訴

巨 105 偵 005828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曾○仁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5 偵 00634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薛○光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6415 竊盜 東港分局 郭○屏 起訴

巨 105 偵 005196 非駕業務傷害 枋寮分局 林○銘 起訴

巨 105 偵 005210 傷害 屏東分局 林○元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4710 傷害 屏東分局 黃○義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4391 竊盜 枋寮分局 許○芳 起訴

玉 105 偵 002090 竊盜 屏東分局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2399 竊盜 臺灣高檢 李○山 起訴

玉 105 偵 002405 過失傷害 枋寮分局 錢○花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 003481 侵占 張○民 陳○屏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647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尤○茹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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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105 偵 005679 竊盜 枋寮分局 許○芳 起訴

玉 105 速偵 001264 賭博 東港分局 吳○足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速偵 001265 賭博 東港分局 張○月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調偵 00050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東港鎮所 黃○芬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調偵 000322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何○元 起訴

玉 105 調偵 000270 過失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謝○希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調偵 000270 過失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廖○妤 不起訴處分

列 105 毒偵 00221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伍○宏 起訴

列 105 毒偵 00227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德 起訴

列 105 毒偵 00202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曾○傑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5 偵 00569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 不起訴處分

列 105 偵 005923 不能安全駕駛 雄高分檢 黃○明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4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涂○書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5 速偵 00124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戴○成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華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5 速偵 0012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陳○賜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5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賢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5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吳○林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5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蘇○坤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5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5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涂○賢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5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許○義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5 速偵 0012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呂○聰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速偵 00125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謝○輝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5 偵 0070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吳○和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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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05 毒偵 00026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羅○威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撤緩偵 000114 肇事逃逸 檢○官 陳○誠 起訴

宇 105 偵緝 000267 肇事逃逸 竹一分局 王○臣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5 調偵 00029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宏 起訴

宇 105 調偵 000229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華 起訴

宇 105 調偵 000229 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林○冊 起訴

宇 105 調偵 000376 妨害名譽 高市鳳山區所 黃○讓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調偵 000376 傷害 高市鳳山區所 徐○鍾 起訴

宇 105 調偵 000406 傷害 屏東市公所 徐○立 起訴

宇 105 調偵 000406 傷害 屏東市公所 吳○宏 起訴

宇 105 調偵 00043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楊○隆 起訴

宇 105 調偵 00043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曾○偉 起訴

宇 105 撤緩 000109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蔡○強 撤銷緩起訴

宇 105 撤緩 00011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農 撤銷緩起訴

宇 105 調偵 00049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市公所 郭○華 起訴

宇 105 偵 006749 飼料管理法 簽○ 劉○貴 緩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6781 竊盜 屏東分局 徐○超 起訴

宇 105 偵 004761 妨害自由 臺灣高檢 劉○宏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5690 詐欺 內埔分局 珥○恩‧吉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6562 槍砲彈刀條例 簽○ 洪○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4361 性騷擾防治法 東港分局 吳○生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偵 005382 過失傷害 枋寮分局 黃○芬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5382 過失傷害 枋寮分局 王○龍 起訴

良 105 撤緩 000121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余○隆 撤銷緩起訴

良 105 毒偵緝 00017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顏○呈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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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05 毒偵緝 00017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辛○琴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毒偵 00204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黃○源 起訴

良 105 毒偵 00207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甘○鋒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毒偵 00210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真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5 偵 007111 偽證 簽○ 戴○源 不起訴處分

宙 105 偵 007112 毀棄損壞 簽○ 許○安 不起訴處分

宙 105 偵 007112 毀棄損壞 簽○ 曾○慧 不起訴處分

宙 105 偵 005872 肇事逃逸 里港分局 田○程 緩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005238 偽造文書 簽○ 蔡○吉 起訴

金 105 偵 005151 傷害 潮州分局 楊○慶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00497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柯○信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004288 過失傷害 簽○ 張○添 起訴

金 104 偵續 000058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鄭○玲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0067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霖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偵 00680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榮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偵 006923 偽造印文 簽○ 謝○平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006923 偽造印文 簽○ 謝鄭○蓮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毒偵緝 00017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林○甫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調偵 000380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田○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毒偵 00219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福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毒偵 00230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方○志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偵 00711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宋○成 緩起訴處分

昃 105 毒偵 00141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正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708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高○順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偵 006658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蕭○哲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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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5 偵 00671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馬○雄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679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邱○輝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6776 商標法 保二一03 吳○琪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偵 001582 過失傷害 東港分局 潘○城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偵 001582 過失致死 東港分局 林○潔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偵 004843 竊盜 屏東分局 黃○雅 起訴

信 105 偵 00638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方○像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660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煌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658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山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645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彬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毒偵 0021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許○誠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7157 傷害 枋寮分局 陳○堂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偵 00708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謝○煌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7095 竊盜 屏東分局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毒偵 00223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施○杰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撤緩偵 000119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吳○文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6630 非駕業務傷害 枋寮分局 楊○翔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678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傅○銘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6728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林○廷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670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馬○賢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7015 侵占 簽○ 黃○章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7015 侵占 簽○ 林○安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6748 偽造文書 林○意 林○石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9076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熊○明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9076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曾○興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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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4 偵 009076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鍾○眉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4121 偽造文書 枋寮分局 周○煌 聲請簡易判決

崑 105 偵 004541 竊盜 屏東分局 翁○寶 聲請簡易判決

崑 105 偵 00565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劉○印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崑 105 偵 007013 詐欺 簽○ 熊○英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偵 007059 傷害 恆春分局 黃曹○妹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偵 00707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葉○青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679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民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5744 傷害 內埔分局 程○忠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偵 00622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劉○溫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661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謝○雨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656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葉○麗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650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楊尤○敏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偵 006624 傷害 屏東分局 劉○玉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6624 傷害 屏東分局 陳○珍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709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貴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毒偵 00205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齊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毒偵 00202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毒偵 001327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公○春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偵 00708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偵 006837 傷害 李○滿 許邱○貞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速偵 00125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忠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5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宋○德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6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方○文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6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賴○勝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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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105 速偵 00126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郭○發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速偵 00126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傑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7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暄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云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城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羅○信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樹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得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邱○傳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戴○樹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余○緒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速偵 00128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余○興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4 偵 008058 傷害 屏東分局 洪○祥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546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祥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660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汪○花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偵 00655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紀○傑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644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興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6261 業務過失傷害 簽○ 劉○一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632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蔡○文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594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辛○喜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偵 00617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文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撤緩偵 000109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楊○傑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撤緩偵 000110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雲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撤緩偵 000111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王○宏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撤緩偵 00011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塗○忠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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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5 撤緩偵 00011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白○興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 00216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伍○民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 00209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志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調偵 000475 傷害 屏東市公所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調偵 00047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方○鈺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調偵 000476 業務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劉○一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4284 過失致死 簽○ 陳○富 緩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4252 對未成年性交 里港分局 陳○昇 起訴

謙 105 偵 004536 殺人未遂 屏東分局 王○溱 起訴

謙 105 偵 004536 殺人未遂 屏東分局 張○誠 起訴

謙 105 偵 007016 詐欺 簽○ 施○華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撤緩 000119 公共危險 檢○官 潘○芬 撤銷緩起訴

麗 105 毒偵 00217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鍾○田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0064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陳○凱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168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宜○成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1890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陳○安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191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方○風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208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蘇○豪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210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韋○豪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211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韋○昇 起訴

麗 105 偵 0068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鍾○芯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5 偵 006671 槍砲彈刀條例 潮州分局 廖○癸 起訴

麗 105 偵 00672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雲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5 偵 003954 槍砲彈刀條例 中二分局 池○征 起訴

麗 105 偵 003962 槍砲彈刀條例 中二分局 吳○誌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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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5 偵 003963 槍砲彈刀條例 檢○官 潘○澤 起訴

麗 105 偵 004732 槍砲彈刀條例 檢○官 潘○澤 起訴

麗 105 偵 00593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陳○榮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