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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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105 偵 002460 侵占 恆春分局 黃○佑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 008658 竊盜 內埔分局 廖○儀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偵 001938 毀損債權 簽○ 陳○玲 不起訴處分

列 106 偵 001837 賭博 內埔分局 鍾○良 起訴

列 106 偵 000500 賭博 內埔分局 鍾○良 起訴

列 106 毒偵 00024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鍾○良 起訴

孝 105 毒偵 00298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潘○蕙 起訴

金 105 偵 006722 詐欺 東港分局 曹○玥 起訴

金 105 偵 006734 詐欺 臺灣高檢 曹○玥 起訴

金 105 偵 00901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晴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偵 000599 詐欺 臺灣高檢 曹○玥 起訴

金 106 偵 00075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富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偵 00172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解○龍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偵 00157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紀○達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毒偵 00029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羅○昌 起訴

昃 106 毒偵 000458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許○杰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毒偵 00045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許○杰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毒偵緝 00001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賴○梅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撤緩 00001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吳○文 撤銷緩起訴

昃 106 撤緩 00001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邱○東 撤銷緩起訴

昃 106 偵 001646 傷害 里港分局 王○溱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偵 00171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珍 起訴

昃 106 偵 00184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太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偵 008134 傷害 東港分局 吳○良 不起訴處分

昃 105 偵 008134 傷害 東港分局 陳○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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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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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5 毒偵 00079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廖○鈺 起訴

盈 105 毒偵 001548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侯○偉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毒偵 001807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廖○鈺 起訴

盈 106 偵 00120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劉○瑞 起訴

盈 106 偵 001456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王○榮 不起訴處分

盈 106 撤緩偵 00002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周○宗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撤緩偵 00002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郭○瑞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撤緩偵 00002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廷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毒偵 00044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詹○彰 起訴

義 106 偵 0007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豪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速偵 00027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成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速偵 00028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蘇○邦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速偵 00028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游○忠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速偵 0002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沈○良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速偵 00028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杰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速偵 00028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梅○傑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速偵 00028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王○宏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速偵 00028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智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6 偵 001939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黃○鴻 不起訴處分

義 106 偵 001940 業務過失傷害 簽○ 謝○傑 不起訴處分

義 106 毒偵 000018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曾○慶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5 毒偵 00304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李○政 起訴

義 105 少連偵 000082 妨害名譽 恆春分局 張○澤 不起訴處分

義 105 偵 00885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黃○得 不起訴處分

義 105 毒偵 00285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董○盛 起訴



第3頁,共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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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2.23

義 105 毒偵 002859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黃○得 起訴

義 105 毒偵 002860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黃○得 起訴

誠 106 偵 000562 竊盜 內埔分局 郭○山 起訴

誠 106 偵 00048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君 起訴

誠 106 偵 00048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顏○潤 起訴

誠 106 偵 00048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鑫 起訴

誠 106 偵 00048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洪○婷 起訴

誠 106 偵 0018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君 起訴

誠 106 偵 0018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鑫 起訴

誠 106 偵 0018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洪○婷 起訴

誠 106 偵 00181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顏○潤 起訴

誠 106 偵 001836 竊盜 內埔分局 郭○山 起訴

誠 106 毒偵 00059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郭○山 起訴

誠 106 毒偵 00059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郭○山 起訴

誠 106 毒偵 00060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郭○山 起訴

誠 106 毒偵 00066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郭○山 起訴

篤 106 毒偵 000471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楊○勳 起訴

篤 106 毒偵 00054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儒 起訴

篤 106 偵 00158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羚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6 偵 00176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起訴

篤 106 速偵 00032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宗 緩起訴處分

篤 106 速偵 00032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閤 緩起訴處分

篤 106 速偵 000322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蔡○存 緩起訴處分

篤 106 速偵 00032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蕭○香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6 速偵 00032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石○發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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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6 偵 0015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盧○倫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偵 00154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林 緩起訴處分

謙 106 偵 00134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潘○煜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偵 00098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蔡○龍 不起訴處分

謙 106 偵 00098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張○銘 不起訴處分

謙 106 偵 00112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邱○敏 起訴

謙 106 偵 00118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戴○宗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 毒偵緝 000258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江○基 不起訴處分

謙 106 毒偵 00032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楊○文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毒偵 00025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銘 起訴

謙 106 毒偵 00022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黃○銘 起訴

謙 106 毒偵 00022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賜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毒偵 00007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蔡○英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毒偵 00014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劉○宏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毒偵 000450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劉○偉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毒偵緝 00002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李○繡 起訴

謙 106 毒偵緝 00002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李○繡 起訴

麗 106 毒偵 00020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洪○馨 起訴

麗 106 毒偵 00008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夏○宏 起訴

麗 106 毒偵 00014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巴○偉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毒偵 000347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郭○延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毒偵 00041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聰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偵 0003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吉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5 毒偵 00278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梁○豐 起訴

麗 106 偵 0006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余○薪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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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6 毒偵 00003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鍾○義 起訴

麗 106 毒偵 00005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蕭○凌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