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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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107 偵 011021 妨害名譽 枋寮分局 吳○錦 不起訴處分

仁 107 偵 011021 妨害名譽 枋寮分局 陳○吉 不起訴處分

仁 107 偵 011021 妨害名譽 枋寮分局 陳○村 不起訴處分

仁 107 偵 011021 妨害名譽 枋寮分局 陳彭○麗 起訴．不起訴處分

仁 107 偵 011021 妨害名譽 枋寮分局 陳○順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2766 竊盜 屏東分局 林○章 起訴

仁 108 偵 003519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古○鑫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3519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沈○屹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3519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陳○勛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3519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楊○賢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4311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郭○怡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5043 誣告 屏東分局 陳○安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調偵 000388 詐欺 南市麻豆區所 陳○妤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調偵 000388 詐欺 南市麻豆區所 陳○心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642 詐欺 恆春分局 田○棋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3247 詐欺 東港分局 李○婷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3278 詐欺 屏東分局 陳○穎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4821 竊盜 屏東分局 鄭○文 起訴

月 108 偵 005224 竊盜 里港分局 劉○華 起訴

月 108 偵緝 000192 詐欺 大園分局 朱○華 起訴

月 108 偵緝 000193 詐欺 大園分局 朱○華 起訴

月 108 偵緝 000194 詐欺 大園分局 朱○華 起訴

列 107 偵緝 000429 偽造文書 中六分局 蘇○溱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3825 詐欺 屏東分局 陳○善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5137 詐欺 臺灣高檢 李○清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緝 000302 竊盜 高雄保大 許○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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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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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8 偵緝 000303 竊盜 高雄保大 許○晉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偵 000527 非駕業務傷害 枋寮分局 蔡○哲 起訴

良 108 偵 002037 偽造文書 屏東憲兵 蔡○忠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003136 偽造文書 廉政署 蔡○忠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003663 駕駛業務傷害 簽○ 鄭○釋 起訴

良 108 偵 004456 毀棄損壞 枋寮分局 張○美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004456 毀棄損壞 枋寮分局 戴○雄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004456 毀棄損壞 枋寮分局 戴○璋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004582 藏匿人犯 里港分局 蕭○雅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偵 005269 藥事法 潮州分局 葉○忠 追加起訴

良 108 速偵 00118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洪○豐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18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鄭○源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1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銘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18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育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18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盧○泉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18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蔡○霖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18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王○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毒偵 00059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吳○源 起訴．不起訴處分

良 108 調偵 00038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陞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調偵 00038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汪○融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少連偵 000026 詐欺 臺灣高檢 潘○君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撤緩 000182 竊盜 檢○官 黃○燕 撤銷緩起訴

崑 108 毒偵 001341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彭○花 起訴

崑 108 撤緩 00017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長 撤銷緩起訴

崑 108 撤緩 00017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成 撤銷緩起訴

崑 108 撤緩 00017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張○閔 撤銷緩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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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08 偵 005049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闕○達 不起訴處分

誠 108 速偵 00118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彥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速偵 00118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發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8 速偵 00118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洪○福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速偵 001190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林○祥 緩起訴處分

儉 107 偵 009423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李○宏 起訴

儉 107 偵 010553 偽造印文 屏東分局
P○AM THI

THAO LOAN
起訴

儉 107 偵 010613 非駕業務傷害 潮州分局 林○憲 起訴

儉 108 偵 001728 非駕業務致死 簽○ 鍾○霖 起訴

儉 108 偵 001865 放火燒燬他物 潮州分局 余○毅 起訴

麗 108 偵 003092 偽證 執○科簽分 王○利 起訴

麗 108 偵 00494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沈○輝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偵 004961 詐欺 枋寮分局 湯○茹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偵 005194 誣告 恆春分局 劉○珍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5229 侵占 恆春分局 宋○慧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5229 侵占 恆春分局 林○均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5229 侵占 恆春分局 黃○雯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5229 侵占 恆春分局 戴○世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001497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薛○清 起訴

讓 108 偵 00231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龍 起訴

讓 108 偵 00286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龍 起訴

讓 108 毒偵 00068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楊○龍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