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巨 106 偵 000188 賭博 新營分局 吳○成 不起訴處分

巨 106 偵緝 000041 傷害 屏東分局 盧○任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6 偵 000703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盧○任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速偵 000074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五隊 林○雄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速偵 00007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石○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速偵 00007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賴○寬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速偵 00007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阮○艷 緩起訴處分

玉 106 速偵 00007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霖 緩起訴處分

玉 106 速偵 00007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莊○堯 緩起訴處分

玉 106 速偵 00008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榮 緩起訴處分

玉 106 速偵 00008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忠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速偵 00008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鄭○毅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速偵 00008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寶 緩起訴處分

玉 106 速偵 00008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辛○德 緩起訴處分

玉 106 速偵 000085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李○禎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調偵 000527 詐欺 屏東市公所 侯○昀 不起訴處分

玉 105 偵 009057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郭○堂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緝 000271 家庭暴力防治 自○到案 梁○彰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 005675 妨害自由 恆春分局 徐○勝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 005877 肇事逃逸 恆春分局 張○緝 起訴

玉 105 偵 006157 非駕業務傷害 恆春分局 朱○泰 起訴

玉 105 偵 006774 對未成年性交 東港分局 盤○成 起訴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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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105 偵 006992 竊盜 屏東分局 陳蔡○昭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 007578 偽造文書 簽○ 陳○婕 不起訴處分

列 105 偵 00387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賢 追加起訴

列 106 偵 000097 竊盜 內埔分局 鍾○森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6 偵 000238 竊盜 屏東分局 黃○杰 起訴

列 106 偵 00067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伍○忠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6 毒偵 00029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潘○信 追加起訴

列 106 偵 0007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范○美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 速偵 00008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文○台 緩起訴處分

良 106 速偵 00008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五隊 葉○華 緩起訴處分

良 106 速偵 00008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琳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5 偵 00949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國 不起訴處分

金 105 毒偵 00283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洪○閔 起訴

金 105 偵 00913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周○定 起訴

金 105 偵 007535 槍砲彈刀條例 里港分局 江○政 起訴

金 105 偵 00786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王○杰 起訴

金 105 偵 00883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洪○閔 起訴

金 105 偵 008884 槍砲彈刀條例 里港分局 江○政 起訴

金 106 偵 00033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洪○閔 起訴

金 105 毒偵 003038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王○杰 起訴

金 105 偵 008050 侵占 簽○ 簡○恭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毒偵 00031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柯○為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毒偵 00031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傑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偵 000828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周○定 起訴

信 106 毒偵 00007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蘇○宏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毒偵 00010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張○雄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00068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黃○松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0005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賓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000212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陳○結 不起訴處分

信 106 毒偵 00016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志 起訴

信 106 毒偵 00018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江○豪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毒偵 000261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洪○鵬 起訴

信 106 偵緝 000042 竊盜 楠梓分局 許○良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4 偵 005456 妨害性自主罪 內埔分局 潘○青 不起訴處分

信 106 偵 000147 竊盜 屏東分局 簡○鴻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5 毒偵 00296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簡○原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毒偵 00243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吳○弘 起訴

厚 106 偵 00020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洪○銘 緩起訴處分

厚 106 偵 00051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曾○政 緩起訴處分

厚 106 偵 00028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伍○宏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6 偵 000090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王○沐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6 毒偵 00003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周○志 起訴

厚 106 毒偵 00016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陳○山 起訴

荒 106 速偵 00006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蘇○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6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和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6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塗○忠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唐○信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6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廖○金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6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蔡○興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6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清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7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盧○力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7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達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7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方○榮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73 賭博 潮州分局 潘○靜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73 賭博 潮州分局 何○旗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73 賭博 潮州分局 涂○萍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速偵 000073 賭博 潮州分局 林潘○鈕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5 偵 008994 妨害兵役條例 屏東縣後指部 蔡○賢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5 偵 007908 著作權法 汐止分局 吳○蓉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偵 009499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何○鋐 起訴

崗 106 偵 000309 竊佔 簽○ 蔡○男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0206 竊盜 恆春分局 潘○明 起訴

崗 105 偵 006980 妨害兵役條例 屏東縣後指部 白○文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偵緝 000010 竊盜 里港分局 包○山 起訴

崗 106 調偵 00002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魏○玉 起訴

崗 106 調偵 00003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來義鄉所 簡○詣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000634 竊盜 內埔分局 賴○賢 起訴

張 105 偵 00666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謝○祥 起訴

張 105 偵 008120 藥事法 屏東調查站 蔡○朋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8284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張○興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8284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蔡○記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8284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林○品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7666 竊盜 東港分局 謝○祥 起訴

張 105 偵 006208 竊盜 屏東分局 謝○祥 起訴

張 105 偵 006208 竊盜 屏東分局 李○霞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9334 竊盜 林園分局 謝○祥 起訴

誠 105 偵 006013 竊盜 屏東分局 陳○龍 起訴

誠 105 偵 006013 竊盜 屏東分局 巴○傑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4560 竊盜 屏東分局 陳○龍 起訴

誠 105 偵 004560 竊盜 屏東分局 蔡○英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5188 竊盜 屏東分局 陳○龍 起訴

誠 105 偵 005203 竊盜 屏東分局 陳○龍 起訴

誠 105 偵 005203 竊盜 屏東分局 蔡○英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5371 竊盜 屏東分局 陳○龍 起訴

誠 105 偵 003541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陳○龍 起訴．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7018 竊盜 屏東分局 陳○龍 起訴

儉 105 偵 007704 偽造文書 簽○ 尤陳○葉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7704 偽造文書 簽○ 尤○雄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7704 偽造文書 簽○ 陳○茂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7704 偽造文書 簽○ 陳○勳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 005417 家庭暴力防治 恆春分局 張○麟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偵 005186 詐欺 枋寮分局 白○威 起訴

儉 105 偵 006570 竊盜 簽○ 陳○信 不起訴處分

儉 105 偵緝 000258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劉○華 起訴

儉 105 偵緝 00025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劉○華 起訴

儉 106 偵 000600 詐欺 雄高分檢 白○威 起訴

篤 106 偵 000791 詐欺 簽○ 呂○東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9173 詐欺 潮州分局 紀○鋐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007774 詐欺 屏東分局 陳○太 起訴

篤 105 偵 002734 重利 屏東分局 麥○宇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2734 重利 屏東分局 黃○良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8623 對未成年性交 東港分局 蘇○賢 起訴

謙 106 偵 000036 竊盜 簽○ 毛○盛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調偵 000169 誣告 屏東麟洛調委 陸○平 起訴．不起訴處分

謙 105 調偵 000169 背信 屏東麟洛調委 李○萍 不起訴處分

謙 106 偵 000698 竊盜 東港分局 黃○元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5 選偵 000005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廖○福 起訴

麗 105 選偵 000005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陳○賢 不起訴處分

麗 105 選偵 000005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林○池 起訴

麗 105 選偵 000005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潘○元 不起訴處分

麗 105 選偵 000005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徐○榮 起訴

麗 105 選偵 000005 選舉罷免法 屏東調查站 尤○謀 不起訴處分

麗 105 偵緝 000106 詐欺 屏縣刑大 王○雄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