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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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105 調偵 000606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郭○宏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5 偵續 000010 背信 雄高分檢 黃○恩 不起訴處分

地 105 毒偵 00141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鍾○餘 不起訴處分

地 105 毒偵 00183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順 不起訴處分

宇 105 速偵 00167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傅○庭 緩起訴處分

宇 105 速偵 00167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包○龍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速偵 00167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生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速偵 00167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昌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速偵 00167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速偵 00167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楊○龍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速偵 00168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貴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5 速偵 00168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昌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5 偵 008318 詐欺 屏東分局 蔡○富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8385 傷害 屏東分局 黃○民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8385 傷害 屏東分局 張○宣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8489 非駕業務傷害 里港分局 陳○玫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8498 傷害 東港分局 周○雄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8516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法○業 起訴

金 105 偵 00866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吳蘇○軒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偵 00876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曾○星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毒偵 002370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江○政 起訴

金 105 毒偵 00255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潘○芳 起訴

信 105 毒偵 00267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劉○昌 起訴

信 105 毒偵 00267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劉○昌 起訴

信 105 毒偵 0025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鄭○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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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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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5 毒偵 00250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陳○昌 起訴

信 105 偵 0081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如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毒偵 00263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阮○宏 起訴

厚 105 調偵 000447 肇事逃逸 屏東市公所 孫○育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071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龔○豪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10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詹○茗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109 業務過失傷害 潮州分局 林○源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8138 賭博 簽○ 柯○裕 起訴

厚 105 偵 007336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黃○誼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厚 105 偵 007515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王○孟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7992 賭博 東港分局 陳○淵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609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王○雯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631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陳○芳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6546 非駕業務傷害 里港分局 楊○宗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6890 賭博 屏東分局 廖○蘋 起訴

厚 105 偵 006890 賭博 屏東分局 邱○華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6890 賭博 屏東分局 劉○華 起訴

厚 105 偵 007049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林○逸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7271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賴○明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6000 竊盜 屏東分局 陳○佑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3204 詐欺 北市刑大 邱○美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8806 偽造文書 簽○ 陳○平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881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凱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5 偵 008629 竊盜 簽○ 陳○緣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調偵 000609 業務過失致死 屏東市公所 何○銘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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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105 調偵 000535 偽造文書 屏東高樹鄉所 張○涯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溫 105 調偵 000563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崁頂鄉所 黃○誠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調偵 000564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崁頂鄉所 黃○誠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調偵 000112 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君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調偵 000112 傷害 屏東市公所 張○菱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偵 008538 竊盜 內埔分局 唐○生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偵 005386 人口販運防制 嘉義縣專勤隊 劉○英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偵 001266 槍砲彈刀條例 高市刑大 姚○議 起訴

溫 105 偵 00197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甘○彬 起訴

溫 105 偵 00228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甘○彬 起訴

溫 105 偵 007295 妨害公務 簽○ 曾○揚 起訴

溫 104 偵 009507 槍砲彈刀條例 高市刑大 姚○議 起訴

誠 105 毒偵緝 00021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呂○恩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緝 00022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呂○恩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緝 00022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呂○恩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毒偵 002655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蘇○菖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偵緝 000122 毀損債權 里港分局 陳○汶 起訴

儉 105 偵緝 000426 詐欺 鼓山分局 賴○明 緩起訴處分

儉 105 撤緩偵 00014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黃○雄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000815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陳○成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0815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彭○德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0815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許○獎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7100 偽造文書 保三一隊 彭○德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7102 偽造文書 保三一隊 彭○德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7103 偽造文書 保三一隊 彭○德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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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4 偵 007103 偽造文書 保三一隊 許○獎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008862 偽造文書 保三二隊 陳○成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2845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袁○惠 不起訴處分

麗 105 偵 00800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風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5 毒偵 00258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李○賢 起訴

麗 105 偵 00876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何○蘭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5 偵 00866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文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