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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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380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蘇○琪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毒偵 00127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潘○男 不起訴處分

水 105 毒偵 00294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柯○良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5 毒偵 00304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埕 起訴

水 105 毒偵 00305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仲 起訴

水 106 偵 00008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蔡○諺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6 偵 00009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王○憑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6 偵 00027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余○原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6 偵 00027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毒偵 00208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周○梅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毒偵 00212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周○華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 007444 妨害名譽 東港分局 王蔡○香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7917 駕駛業務傷害 李○雲 蕭○廷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7917 駕駛業務傷害 李○雲 洪○智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8285 駕駛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蕭○廷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8285 駕駛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洪○智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8873 毀損債權 簽○ 李○富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8873 毀損債權 簽○ 李○瑤 不起訴處分

地 105 調偵 000513 著作權法 屏東萬丹鄉所 謝○彤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0059 妨害名譽 簽○ 張○恆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0059 妨害名譽 簽○ 吳○融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012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順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6 偵 000155 著作權法 簽○ 瀚○萊國際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0156 妨害公務 簽○ 陳○宏 起訴

地 106 偵 000156 妨害公務 簽○ 張○誌 起訴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6.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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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106 偵 000156 妨害公務 簽○ 陳○瑋 起訴

地 106 偵 000156 妨害公務 簽○ 楊○丞 起訴

良 106 偵 00009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涂○喜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 偵 000208 詐欺 簽○ 范氏○水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毒偵 00016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洲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毒偵 00017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杰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偵 000044 槍砲彈刀條例 簽○ 江○逢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偵 00949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佳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 毒偵 00001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江○逢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調偵 00004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東港鎮所 高○進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毒偵 00221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地院 張○偉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偵 00032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柯○全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速偵 00001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賜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1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文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1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顏○吉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速偵 00001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洋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速偵 00001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達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速偵 00001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孫○裕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2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高○興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2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盧○欣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2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遠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2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陳○成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2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斌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2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俐 緩起訴處分

昃 106 速偵 00002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郎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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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6 偵 00009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謝○朝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00020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孫○祿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00009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山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00032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芳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毒偵 00277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劉○龍 不起訴處分

信 105 偵 00949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田○慈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偵 007206 詐欺 屏東分局 吳○陞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毒偵 00283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吳○吉 起訴

信 105 偵 006622 詐欺 屏東分局 吳○陞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調偵 00003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洪○茹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654 強盜 內埔分局 劉○祺 起訴

厚 106 偵 000558 毀棄損壞 簽○ 黃○馨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009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柯○英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偵 0002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楓 起訴

荒 106 偵 00028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5 偵 00949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江○山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毒偵 0000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顏○呈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毒偵 002194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張許○珍 起訴

張 106 偵 00024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尤○閔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00009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 起訴

張 106 偵 00032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棧 起訴

張 106 毒偵 00019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邱○海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毒偵 00011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章○詠 起訴

愛 105 毒偵 00279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雷○基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緝 000195 竊盜 屏縣刑大 周○慧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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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5 偵 007813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林○良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7836 竊盜 屏東分局 陳○寶 起訴

義 105 偵 008710 妨害名譽 恆春分局 葉○毅 不起訴處分

義 105 毒偵 001687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蔡○潔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6266 妨害自由 簽○ 白○賢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3964 重傷害 林○平 林○志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4939 竊佔 恆春分局 謝○義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4939 竊佔 恆春分局 黃○福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7127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吳○賢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007671 駕駛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陳○和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6 調偵 00002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孟○蘭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6 調偵 000037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佳冬鄉所 賴○國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