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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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5957 竊盜 屏東分局 薛○怡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5957 竊盜 屏東分局 莊○祥 起訴

巨 105 偵 006368 傷害 里港分局 李○奕 起訴

巨 105 偵 006368 傷害 里港分局 謝○良 起訴

巨 105 偵 007443 湮滅證據 東港分局 林○柱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偵 007443 湮滅證據 東港分局 林○賓 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少連偵 000035 傷害 東港分局 李○生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少連偵 000035 傷害 東港分局 康○偉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5 少連偵 000035 傷害 東港分局 劉○汝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6 偵 002081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楊○殷 起訴

列 106 偵 002113 詐欺 邱○益 鄭○良 不起訴處分

列 106 偵 002513 兒少性交易 雄高分檢 柯○德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6 偵 00264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洪○文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6 偵 000967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薛○福 不起訴處分

列 106 偵 000967 妨害名譽 東港分局 林○議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5 偵 006245 詐欺 東港分局 李○孚 不起訴處分

列 106 毒偵 00063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中 起訴

列 106 調偵 000175 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弘 不起訴處分

列 106 調偵 000175 傷害 屏東市公所 謝○財 不起訴處分

地 105 偵續 000043 妨害公務 雄高分檢 黃○格 緩起訴處分

地 105 偵續 000043 妨害公務 雄高分檢 潘○霖 緩起訴處分

地 105 偵續 000043 妨害公務 雄高分檢 董○宏 緩起訴處分

地 105 偵續 000043 妨害公務 雄高分檢 陳○達 緩起訴處分

地 105 偵續 000043 妨害公務 雄高分檢 黃○憲 緩起訴處分

宇 105 毒偵 00276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游郭○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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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7



第2頁,共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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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7

宇 105 毒偵 003058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鄭○忠 起訴

宇 105 毒偵緝 00018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黃○麟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00265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邱○軍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偵 00262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憲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偵 002525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陳○美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00248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賴○士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00237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伸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偵 00213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李○興 緩起訴處分

宇 106 偵 00203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偵 00230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王○源 起訴

宇 106 毒偵 00028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林○淋 起訴

宇 106 毒偵 00063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裕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6 毒偵 00085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洪○鵬 起訴

宇 106 毒偵 000862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林○全 起訴

宇 106 毒偵緝 000037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王○榮 不起訴處分

宇 106 毒偵緝 000038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王○榮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毒偵 00068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益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毒偵 00072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朱○祐 起訴

金 106 調偵 000100 傷害 屏東新埤鄉所 姚○正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調偵 000100 傷害 屏東新埤鄉所 蔡○豪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調偵 000100 傷害 屏東新埤鄉所 潘○治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毒偵 00065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林○惠 起訴

金 106 毒偵 00059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江○良 起訴

金 106 毒偵 00055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吳○明 起訴

金 106 速偵 00051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池○揚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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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6 速偵 0005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成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祥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聰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鍾○霖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4 竊盜 潮州分局 李○燕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蘇○正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戴○成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任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2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董○勇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速偵 00053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江○三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6 偵 002073 妨害自由 簽○ 劉○平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偵 002545 妨害自由 簽○ 方○寧 不起訴處分

金 106 偵 001408 誣告 簽○ 章○菱 不起訴處分

厚 106 偵 001099 誣告 屏東分局 黃○智 不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9172 詐欺 屏東分局 潘○軒 起訴

厚 105 偵 008141 偽造文書 簽○ 吳○進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5 偵 008141 偽造文書 簽○ 周○輝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141 偽造文書 簽○ 郭○維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141 偽造文書 簽○ 郭○宗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141 偽造文書 簽○ 陳○桂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141 偽造文書 簽○ 劉○菊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141 偽造文書 簽○ 簡○雄 緩起訴處分

厚 105 偵 008141 偽造文書 簽○ 巴○拜．古 緩起訴處分

厚 106 偵 002147 詐欺 東港分局 黃○憲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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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06 偵 002727 詐欺 臺灣高檢 江○俊 不起訴處分

厚 106 偵緝 000091 妨害自由 松山分局 董○堂 起訴

盈 106 毒偵 00055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明 起訴

盈 106 偵 00242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鍾○良 不起訴處分

盈 105 偵 00935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明 起訴

盈 106 偵 00189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曾○瑞 起訴

盈 106 偵 000716 妨害自由 里港分局 鄭○有 起訴

荒 106 偵 000763 傷害 東港分局 王○宏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1774 竊盜 屏東分局 梁○婕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1881 詐欺 簽○ 陳○宣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1881 詐欺 簽○ 陳○萱 不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154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曾○麟 起訴

荒 106 偵 001309 竊盜 國道五隊 塗○洲 緩起訴處分

荒 106 偵 00264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潘○清 起訴

荒 106 偵 002239 詐欺 恆春分局 林○祐 起訴

荒 106 偵 002242 對未成年性交 恆春分局 姚○淮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偵 00242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蔡○甫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毒偵 00066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鍾○興 起訴

崗 106 毒偵 00046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戴○勳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毒偵 00054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宋○瑋 緩起訴處分

崗 106 毒偵 0004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林○億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毒偵 00043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芬 起訴

崗 106 偵 00277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曾○岳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毒偵 00028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張○平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6 偵 00137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敏 聲請簡易判決



第5頁,共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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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3.27

崗 106 毒偵 00073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柴○庭 起訴

張 106 偵 001171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楊○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6 偵 00155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江○鴻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8741 詐欺 屏東分局 鍾○錡 不起訴處分

張 105 偵 007177 竊盜 屏東分局 王○仁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緝 000143 竊盜 屏東分局 董○全 不起訴處分

張 106 偵 002150 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周○東 不起訴處分

黃 105 偵 004223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陶氏○燕 起訴

黃 105 偵 004223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林○華 不起訴處分

黃 105 偵 004223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徐○金 不起訴處分

黃 105 偵 004223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徐○明 不起訴處分

黃 105 偵 004223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闕○中 起訴

黃 105 偵 004223 就業服務法 屏東縣專勤隊 萬○企業有 起訴

愛 106 偵 00077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洪○山 不起訴處分

愛 105 毒偵 00223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王○勝 不起訴處分

愛 106 偵 00242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吳○雄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偵 00278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麥○英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6 毒偵 00044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莊○煌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66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陳○敏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67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蒨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58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藍○聰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81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邱○忠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63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姚○芬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877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范○品 起訴

愛 106 毒偵 00097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王○勝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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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106 毒偵 00077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許○淯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6 毒偵 000609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杜○龍 起訴

溫 106 偵 00278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丁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6 速偵 00051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鄒○君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6 速偵 00051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彬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6 偵 00265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曾○祐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6 偵 00262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祥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5 毒偵 00307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杜○龍 起訴

溫 106 偵 001630 重利 簽○ 鄭○吉 不起訴處分

溫 106 偵 001630 重利 簽○ 顏○男 不起訴處分

溫 106 偵 001630 重利 簽○ 不起訴處分

溫 105 偵 002774 詐欺 屏東分局 郭○欣 起訴

溫 106 偵 001078 竊盜 枋寮分局 戴○茂 起訴

溫 106 偵 001439 誣告 左營分局 蘇○章 緩起訴處分

溫 105 偵 008782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黃○銘 起訴

溫 105 偵 008938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黃○銘 起訴

溫 105 偵 00936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楊○儒 起訴

義 106 偵緝 000135 妨害家庭 屏東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

義 106 偵緝 000136 對未成年性交 屏東分局 陳○祥 起訴

誠 106 毒偵 00029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鍾○昂 不起訴處分

誠 106 偵 002211 竊盜 屏東分局 陳○玲 緩起訴處分

誠 106 偵 002532 偽造文書 簽○ 陳○逸 緩起訴處分

誠 106 偵 002153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葉○安 不起訴處分

誠 106 偵 002153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曾○中 不起訴處分

誠 106 偵 002153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陳○慶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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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5 偵 007426 妨害風化罪 屏東分局 黃○豐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偵 007691 詐欺 東港分局 陳○貝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6370 竊盜 屏東分局 楊○泰 追加起訴

誠 105 偵 006902 毀棄損壞 內埔分局 李○珠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5 偵 006902 毀棄損壞 內埔分局 陳○穎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 006902 毀棄損壞 內埔分局 邱○ 不起訴處分

誠 105 偵續 000044 偽造文書 智財分署 徐○錦 緩起訴處分

誠 105 調偵 000547 侵占 屏東市公所 黃○忠 起訴

誠 105 調偵 000561 肇事逃逸 高市大社區所 鄭○陽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誠 105 調偵 000657 肇事逃逸 屏東市公所 沈○崴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誠 106 調偵 000003 侵占 中市西屯區所 王○震 不起訴處分

誠 106 調偵 000030 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6 調偵 000030 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王○平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5 偵 007027 詐欺 里港分局 陳○益 起訴

儉 105 偵 007027 詐欺 里港分局 高○憶 起訴

儉 105 偵 006879 詐欺 里港分局 陳○益 起訴

儉 105 偵 006879 詐欺 里港分局 高○泰 起訴

謙 105 偵 00587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林○萱 追加起訴

謙 105 偵 006275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黃○豐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6275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黃○玉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8438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胡○梅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8438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陳○芳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8438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鍾○蘭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8438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倪○育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偵 008438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張○炎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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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5 偵 008438 偽造文書 屏東縣專勤隊 李○芬 不起訴處分

謙 105 調偵 000507 竊佔 屏東枋寮鄉所 余○龍 不起訴處分

謙 106 偵 002173 侵占 簽○ 廖○竹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00236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吳○政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偵 00208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輝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偵 00250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王○雄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偵 00264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合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毒偵 00056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洪○蒲 緩起訴處分

麗 106 偵 002867 妨害名譽 簽○ 張○廣 不起訴處分

麗 105 毒偵 002539 毒品－軍 臺灣高檢 吳○誌 不起訴處分

麗 106 毒偵 00088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蔡○吉 起訴

麗 106 毒偵 00073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偉 起訴

麗 106 毒偵 00083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盧○國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6 毒偵 000745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民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