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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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 105 偵 005089 偽造文書 簽○ 彭○雲 不起訴處分

巨 106 偵 000110 傷害尊親屬 屏東分局 吳○陽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毒偵 002358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賓 不起訴處分

巨 106 偵 001887 詐欺 臺灣高檢 許○燕 不起訴處分

玉 106 偵 00136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文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毒偵 00298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起訴

玉 106 偵 00158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N○UYEN VAN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偵 0017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貴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6 偵 001751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林○宇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偵 001788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林○慧 緩起訴處分

良 106 偵 001821 竊盜 內埔分局 陳○勝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 毒偵 00076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銦 起訴

良 106 撤緩 00002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蔡○宏 撤銷緩起訴

良 106 偵 00156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緩起訴處分

良 106 撤緩 00003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吳○達 撤銷緩起訴

良 106 偵 000920 竊盜 簽○ 戴○忠 起訴

良 106 偵 000420 詐欺 最高檢察署 劉○麗 不起訴處分

良 105 毒偵 002284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潘○哲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偵 001374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葉○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偵 00110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翁○麟 起訴

良 106 偵 00119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蔡○意 起訴

良 106 偵 00207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宏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5 毒偵 000914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李○榮 不起訴處分

荒 105 偵 009470 詐欺 東港分局 鄭○壬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偵 000541 竊盜 屏東分局 鄭○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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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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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6 偵 000758 竊盜 屏東分局 郭○仙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084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鍾○豐 起訴

荒 105 偵 008543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陳○輝 不起訴處分

荒 105 偵 008554 重利 里港分局 林○鈞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1018 強制性交 東港分局 陳○彬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1431 傷害 雄高分檢 朱○瑋 起訴

崗 106 撤緩 000031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洪○萍 撤銷緩起訴

崗 106 調偵 000062 侵占 屏東恆春鎮所 張○林 不起訴處分

崗 106 調偵 000062 侵占 屏東恆春鎮所 黃○冠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毒偵 00080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張○傑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00238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1428 妨害自由 簽○ 張○雄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速偵 00041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名 緩起訴處分

愛 106 速偵 00041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黃○評 緩起訴處分

愛 106 速偵 00041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劉○明 緩起訴處分

愛 106 速偵 00041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煌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速偵 00041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速偵 00041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洪○安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速偵 0004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芬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速偵 00042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勝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速偵 000422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洪○從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速偵 00042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士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毒偵 00057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歐○芸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69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歐○芸 起訴

愛 105 偵 009413 殺人 簽○ 蔡○智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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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5 偵 005676 槍砲彈刀條例 恆春分局 朱○龍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2552 竊盜 恆春分局 陳○昌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2552 竊盜 恆春分局 林○助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調偵 000579 竊盜 屏東枋寮鄉所 周○泉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偵 009486 槍砲彈刀條例 里港分局 郭○琪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少連偵 000010 傷害 內埔分局 顏○迪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少連偵 000010 傷害 內埔分局 石○章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少連偵 000010 傷害 內埔分局 余○興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少連偵 000010 傷害 內埔分局 鄭○國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少連偵 000010 傷害 內埔分局 潘○穎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少連偵 000010 傷害 內埔分局 潘○育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少連偵 000010 傷害 內埔分局 方○恩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少連偵 000010 傷害 內埔分局 潘○揚 不起訴處分

儉 106 偵 000914 槍砲彈刀條例 簽○ 孔○文 起訴

儉 106 偵 000914 槍砲彈刀條例 簽○ 饒○峰 起訴

儉 106 偵 000914 槍砲彈刀條例 簽○ 傅○剛 起訴

儉 105 偵 006865 槍砲彈刀條例 苓雅分局 傅○剛 起訴

儉 105 偵 006866 槍砲彈刀條例 苓雅分局 張○基 起訴

儉 105 偵 006933 槍砲彈刀條例 東港分局 孔○文 起訴

儉 105 偵 004400 槍砲彈刀條例 東港分局 孔○文 起訴

儉 105 偵 009333 槍砲彈刀條例 苓雅分局 孔○文 起訴

儉 105 偵 009333 槍砲彈刀條例 苓雅分局 饒○峰 起訴

儉 105 偵 009333 槍砲彈刀條例 苓雅分局 傅○剛 起訴

儉 106 偵 00125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鄭○仁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偵 00134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郎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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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6 速偵 00039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富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利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田○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興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徐○平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司○香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5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林○憶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6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陳○發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香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賴○男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6 速偵 00040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吳○成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速偵 00041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馬○昌 緩起訴處分

謙 106 速偵 00041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賜 緩起訴處分

謙 106 速偵 00041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五隊 陳○安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6 速偵 00041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薇 緩起訴處分

謙 106 毒偵 00075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許○誠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5 偵 00914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柯○婷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9171 詐欺 里港分局 李○傑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9171 詐欺 里港分局 蕭○英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7879 詐欺 簽○ 林○柔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3607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張○裕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4318 偽造文書 屏東調查站 利○正 起訴

謙 105 偵 004318 偽造文書 屏東調查站 方○祝 不起訴處分

謙 106 偵 0010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迪 起訴

謙 105 偵緝 000278 竊盜 鳳山分局 陳○胤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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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6 偵 000782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潘○樺 不起訴處分

謙 106 調偵 000116 詐欺 屏東市公所 鍾○延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