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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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106 偵 002269 偽證 簽○ 蕭○安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2270 詐欺 簽○ 歐○如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2270 詐欺 簽○ 洪○亮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2313 妨害名譽 簽○ 林○秀 不起訴處分

地 106 偵 002313 妨害名譽 簽○ 林○亮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偵 002095 傷害 里港分局 蕭○弘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偵 002095 傷害 里港分局 錢○蕙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毒偵 00082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宜○玉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毒偵緝 00001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宜○玉 不起訴處分

宙 106 毒偵緝 00001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宜○玉 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少連偵 000001 傷害 內埔分局 邱○蘭 起訴

盈 105 偵 001952 偽造文書 北市刑大 鍾○妤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1952 偽造文書 北市刑大 陳○成 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0312 失火燒燬他物 簽○ 陳○茂 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0402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石○岳 起訴．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0730 失火燒燬他物 恆春分局 辛○徵 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0730 失火燒燬他物 恆春分局 侯○競 不起訴處分

崗 105 偵 006355 違反森林法 保七八大 張○南 起訴

崗 105 偵 006355 竊佔 保七八大 張○娸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速偵 00035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友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速偵 00035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謝○光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速偵 00035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洪○祥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速偵 00035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速偵 00036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朱○文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速偵 00036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添 緩起訴處分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6.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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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08

崗 106 速偵 00036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宗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速偵 00036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宗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速偵 00036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鐘○輝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速偵 00036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良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毒偵 00024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辰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調偵 000064 醫師業務致死 高市鳳山區所 謝○仁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毒偵 000751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陳○任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毒偵 00078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民 起訴

崗 106 毒偵 00079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民 起訴

崗 106 毒偵 00079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弘 起訴

崗 106 偵 00212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韋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偵 00219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偵 002232 性騷擾防治法 簽○ 林○棠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2233 妨害名譽 簽○ 陳○敏 起訴

崗 106 毒偵 00046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鄭○和 緩起訴處分

儉 106 毒偵 00061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許○蕾 起訴

儉 106 毒偵 00073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起訴

儉 106 毒偵 00073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起訴

儉 106 毒偵 00073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起訴

儉 106 毒偵 00073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起訴

儉 106 毒偵 00043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起訴

儉 105 毒偵 00230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蕾 起訴

儉 105 毒偵 00284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趙○秋 起訴

儉 105 毒偵 002898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高○憶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毒偵 00296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周○基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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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6 偵 00095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盛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偵 00112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謝○欽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偵 00116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光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偵 00121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歐○和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偵 00141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龔○屏 起訴

儉 106 偵 00152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顏○為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