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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105 偵 00854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楊○德 起訴

列 105 偵 008756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陳○貴 不起訴處分

列 105 偵 00881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進 緩起訴處分

列 105 偵 00907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5 毒偵 00292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侯○如 起訴

列 105 毒偵 002951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珍 起訴

列 105 毒偵 00299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潘○靜 起訴

列 105 毒偵 00300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潘○靜 起訴

列 105 毒偵緝 000250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林○銘 起訴

地 105 調偵 000537 業務過失致死 屏東枋山鄉所 曾○凱 緩起訴處分

地 105 調偵 000537 業務過失致死 屏東枋山鄉所 楊○駿 不起訴處分

地 105 調偵 000538 業務過失致死 屏東枋山鄉所 曾○凱 緩起訴處分

地 105 偵 004100 偽造文書 簽○ 林○文 不起訴處分

地 105 偵 004100 偽造文書 簽○ 賴○輝 不起訴處分

地 105 偵 004100 偽造文書 簽○ 林○儀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0154 竊盜 簽○ 陳○宏 起訴

地 106 偵 000423 詐欺 簽○ 羅○華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0452 駕駛業務致死 簽○ 張○華 緩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0452 業務過失致死 簽○ 陳○屏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撤緩偵 00001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明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 毒偵 00007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弘 起訴

良 105 偵 006948 槍砲彈刀條例 潮州分局 羅○源 起訴

良 105 偵 006949 槍砲彈刀條例 潮州分局 湯○詩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偵 008102 業務過失傷害 簽○ 沈○慈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偵 008102 業務過失傷害 簽○ 余○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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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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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05

良 105 調偵 000629 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杜○珠 起訴

良 105 調偵 000629 傷害 屏東市公所 劉○敏 起訴

良 105 調偵 000629 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皓 起訴

良 105 偵 00912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源 起訴．不起訴處分

良 105 毒偵 00261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劉○君 起訴

良 105 毒偵 00262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劉○君 起訴

良 105 毒偵 00265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穆○如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偵 003137 詐欺 臺灣高檢 翁○君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調偵 000045 偽造有價證券 屏東鹽埔鄉所 陳○蓁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偵 006831 偽造有價證券 簽○ 林○鋒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9404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黃○東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824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簡○任 不起訴處分

黃 105 偵 002885 強制猥褻 東港分局 謝○成 起訴

黃 105 偵緝 000432 詐欺 里港分局 李○箴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5 少連偵 000089 詐欺 臺灣高檢 李○箴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022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徐○貴 起訴

愛 106 偵 00022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李○梅 起訴

愛 106 偵 00022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陳○文 起訴

愛 106 偵 00022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黃○榮 起訴

愛 106 偵 000223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謝○富 起訴

愛 105 偵 008511 毒品防制條例 新興分局 徐○貴 起訴

愛 105 偵 008512 毒品防制條例 岸巡南局 徐○貴 起訴

愛 105 偵 00882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謝○富 起訴

愛 105 偵 007476 毒品防制條例 刑事警局 謝○富 起訴

愛 105 偵 007476 毒品防制條例 刑事警局 黃○榮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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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5 偵 007476 毒品防制條例 刑事警局 陳○文 起訴

愛 105 偵 007598 毒品防制條例 岸巡南局 黃○榮 起訴

愛 105 偵 007598 毒品防制條例 岸巡南局 陳○文 起訴

義 105 偵 009526 懲治走私條例 簽○ 王○隆 追加起訴

篤 105 少偵 000009 強制性交 屏東地院 楊○嘉 起訴

篤 105 偵 006918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林○宸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