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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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偵 00236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廖○榮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6 偵 00264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銘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6 毒偵 00068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劉○昌 起訴

玉 105 偵 007929 營利姦淫猥褻 東港分局 許○盡 聲請簡易判決

玉 105 偵 00941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呂○文 起訴

宇 106 偵 000293 竊盜 潮州分局 李○屏 起訴

宇 106 偵 002526 竊佔 簽○ 潘○玲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002526 竊佔 簽○ 陳○利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002526 竊佔 簽○ 潘○真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002526 竊佔 簽○ 潘○瑋 不起訴處分

孝 106 毒偵 000150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張○仁 起訴

孝 105 偵 009294 妨害自由 里港分局 陳○萍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8880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李○齊 不起訴處分

孝 105 偵 008880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陳○惠 不起訴處分

孝 106 偵 000270 竊盜 潮州分局 李○蘭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 偵 001947 傷害 東港分局 孔○美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6 偵 001506 賭博 屏東分局 黃陳○珠 不起訴處分

良 106 撤緩 00003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憲 撤銷緩起訴

良 106 撤緩 000036 家庭暴力防治 檢○官 吳○發 撤銷緩起訴

金 106 毒偵 000428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王○珍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毒偵 00048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黃○志 起訴

金 106 調偵 00014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戴○忠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撤緩 00002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殷○卿 撤銷緩起訴

昃 106 偵 00250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弘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撤緩偵 00003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吳○文 聲請簡易判決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6.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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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6 撤緩偵 000034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邱○東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5 毒偵 00289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黃○彬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偵 002116 傷害 謝○慧 梁○富 不起訴處分

昃 106 偵 00219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榮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6 偵 00238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民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00198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莊○敏 不起訴處分

信 106 偵 00250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惟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6 偵 002610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許○凡 不起訴處分

信 106 毒偵緝 000035 毒品防制條例 自○到案 陳○山 不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259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鄭○慶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速偵 0004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周○泰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速偵 00045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祈○榮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速偵 00045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周○松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速偵 00045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良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速偵 000460 公共危險 潮州分局 賴○生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速偵 00046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速偵 00046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楊○文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速偵 00046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劉○福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速偵 00046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養 緩起訴處分

盈 106 偵 00195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6 偵 00159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鈞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6 偵 001660 妨害婚姻 屏東分局 陳○紅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1660 妨害婚姻 屏東分局 L○ VAN THA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232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賢 起訴

荒 106 偵 00244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許○如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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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6 偵 00246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吳○學 起訴

荒 106 毒偵 00072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福 起訴

張 106 偵 002667 妨害名譽 里港分局 郭○佑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撤緩偵 000031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潘○厚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00250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傅○加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0023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白○強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002280 著作權法 汐止分局 蘇○民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000718 傷害 屏東分局 蘇○元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001354 竊盜 東港分局 余○育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5 偵 008971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黃○翔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毒偵 000861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許○智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毒偵 00088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評 起訴

溫 106 毒偵 00085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漢 起訴

溫 106 毒偵 00059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洪○閔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6 毒偵 000605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林○銀 起訴

溫 106 毒偵 000606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莊○強 起訴

溫 105 毒偵 002691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李○祥 不起訴處分

溫 106 偵 00231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趙○代 起訴

溫 105 毒偵 00307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莊○強 起訴

溫 105 毒偵 00307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銀 起訴

溫 106 偵 00244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邱○彬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6 偵 00237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藍○雄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006804 竊盜 潮州分局 黃○誠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008530 詐欺 屏東分局 李○鋐 起訴

篤 106 偵 001441 賭博 里港分局 李○卿 起訴



第4頁,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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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17

謙 106 撤緩偵 00003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廖○昌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