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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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66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許○文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偵 008727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陳○明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 008728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陳○旺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緝 000421 臺灣大陸條例 簽○ 陳○平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偵緝 000427 偽造文書 檢○官 陳○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毒偵 00138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白○永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毒偵 00240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毒偵 00250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地院 潘○裕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毒偵 00264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昇 起訴

巨 105 偵 005175 詐欺 內埔分局 林○龍 起訴

列 105 偵 0082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簡○奇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偵 008296 傷害 東港分局 蘇○煌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819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輝 緩起訴處分

宇 105 撤緩偵 00013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農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撤緩偵 000134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翰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偵 003943 竊佔 國道五隊 起訴

宇 104 偵 008420 強制性交 屏東分局 董○得 起訴

宇 105 偵 005416 傷害 恆春分局 李○成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5416 傷害 恆春分局 周○珩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5700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宋○利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641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龍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偵 00708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忠 起訴

宇 105 偵 00794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何○雄 緩起訴處分

宇 105 毒偵 00272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淋 起訴

宇 105 毒偵緝 00016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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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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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5 毒偵 00242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黃○德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毒偵 00209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徐○雄 起訴

宇 105 毒偵 00215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曾○賢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毒偵 00231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高○揚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調偵 000568 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陳○靖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調偵 000568 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陳○春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調偵 000568 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陳○奇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少偵 000008 詐欺 臺南地院 郭○廷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少偵 000008 詐欺 臺南地院 蕭○澔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毒偵緝 000216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廖○輝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毒偵 00278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銦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毒偵 0027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銦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偵 00875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宙 105 偵 007009 偽造文書 簽○ 許○峰 追加起訴

宙 105 偵 007009 偽造文書 簽○ 王○文 追加起訴

宙 105 偵 007009 偽造文書 簽○ 周○平 追加起訴

宙 105 偵 007009 偽造文書 簽○ 郭○佑 追加起訴

金 105 偵 008051 詐欺 簽○ 鍾○翰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007685 傷害 東港分局 李○龍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偵 006725 對未成年性交 屏東分局 王○傑 起訴

金 105 偵 006858 失火燒燬建物 屏東分局 林○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005304 傷害 潮州分局 曾○鈺 起訴

金 105 偵緝 000362 槍砲彈刀條例 東港分局 許○雄 起訴

金 105 偵 008314 家庭暴力防治 內埔分局 潘○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偵 008734 過失傷害 簽○ 洪○敏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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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5 偵 008649 偽證 簽○ 劉○和 起訴

金 105 調偵 000526 侵占 北市大安區所 高○琴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調偵 000612 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吳○堯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毒偵 00267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簡○勳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毒偵 001967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潘○倫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74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吳○德 起訴

厚 105 偵 00820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治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737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韋○豪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5357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張○明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9378 偽造文書 北市刑大 鍾○妤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9378 偽造文書 北市刑大 張○明 不起訴處分

盈 104 偵 009378 偽造文書 北市刑大 曾○維 不起訴處分

荒 105 偵 00783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蔡○美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5 偵 00807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列○德 不起訴處分

荒 105 偵 0078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庭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5 毒偵 00246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林○凱 起訴

荒 105 毒偵 00247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周○榮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8600 建築法 簽○ 柯○隆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8601 建築法 簽○ 柯○揚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8602 建築法 簽○ 柯○忠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毒偵 00150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張○農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偵 007847 竊盜 恆春分局 陳○凌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5 偵 007657 竊盜 恆春分局 陳○玲 緩起訴處分

崗 105 偵 006015 竊盜 屏東分局 王○義 起訴

崗 105 偵 006015 竊盜 屏東分局 潘○遠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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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5 偵 008432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鄭○芬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866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吳○勝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毒偵 00245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黃○成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毒偵緝 00021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黃○成 不起訴處分

黃 104 偵 008598 詐欺 屏東分局 王○錡 不起訴處分

黃 104 偵 007379 詐欺 潮州分局 孔○勳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6537 詐欺 潮州分局 王○照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6609 竊盜 恆春分局 吳○承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5 偵 007391 詐欺 屏東分局 廖○信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7528 竊盜 屏東分局 施○進 起訴

愛 105 毒偵 002661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葉○佐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毒偵 00250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楊○仁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7678 傷害 屏東分局 董○乾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001665 賭博 東港分局 郭○汶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0016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李○芳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速偵 00166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嘉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毒偵 00193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張○福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撤緩偵 000140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葉○麗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 速偵 00166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 緩起訴處分

謙 105 速偵 00167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鄭○廷 緩起訴處分

謙 105 速偵 00167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文 緩起訴處分

謙 105 速偵 00167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薛○庭 緩起訴處分

謙 105 速偵 00167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黃○蓉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 偵 0087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廖○明 起訴

謙 105 偵 00809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仁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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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5 偵 00794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洋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 毒偵 00252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黃○宏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毒偵 00255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邱○鋐 起訴

麗 105 毒偵 00227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進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