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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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偵 004303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劉○華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偵 004647 殺人 潮州分局 趙○翰 起訴

仁 108 偵 004878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巴○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5170 詐欺 臺灣高檢 楊○良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偵 005618 賭博 內埔分局 潘○葉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5618 賭博 內埔分局 潘○富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5666 妨害自由 鄭○梅 潘○宗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6069 侵占 雄高分檢 林○靜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0357 肇事逃逸 恆春分局 莊○田 起訴

月 108 偵 000894 贓物 恆春分局 梁○惠 緩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3247 詐欺 東港分局 陳○穎 起訴

月 108 偵 003309 詐欺 屏東分局 陳○穎 起訴

月 108 偵 003314 詐欺 枋寮分局 陳○穎 起訴

月 108 偵 003467 詐欺 內埔分局 陳○穎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5681 賭博 屏東分局 邱○珠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 00575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文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 00603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宇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 006043 強制性交 枋寮分局 吳○嶙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緝 000188 肇事逃逸 恆春分局 韓○展 起訴

月 108 偵緝 000347 詐欺 大武分局 謝○夢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緝 000352 詐欺 大武分局 謝○夢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復偵 000006 肇事逃逸 觀○人室簽分 潘○揚 起訴

月 108 復偵 000006 肇事逃逸 觀○人室簽分 潘○智 起訴

水 107 偵 010628 妨害名譽 誠○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黃○政 起訴

水 107 少連偵 000055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石○洲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少連偵 000055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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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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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07 少連偵 000055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康○瑜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少連偵 000055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黃○軍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少連偵 000055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黃○詠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水 107 少連偵 000055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鍾○斌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5450 竊盜 屏東分局 朱○遠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毒偵 001548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林○堯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調偵 000454 侵占 屏東潮州鎮所 賴○豪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4505 毀損債權 簽○ 柯○文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5419 傷害 東港分局 李○興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5419 傷害 東港分局 張○藏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5454 竊盜 潮州分局 鍾○貴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5471 傷害 屏東分局 阮○中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6044 妨害名譽 枋寮分局 羅○文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毒偵 00138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林○花 起訴

列 108 偵 003883 詐欺 臺灣高檢 唐○祥 起訴

列 108 偵 004103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林○靜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4103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莊○憲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4870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544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周○義 起訴

列 108 偵 005552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周○義 起訴

列 108 偵 005584 竊盜 里港分局 吳○棟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偵 005682 賭博 里港分局 林○和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5682 賭博 里港分局 施黃○珠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5790 毀棄損壞 里港分局 郭○豪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00139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戴○宗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00139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瑋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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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8 速偵 00140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鄞武○俊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00140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恭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00140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蔡○明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00140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約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00140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許○瑋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00140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慧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00140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金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00140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興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速偵 00140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周○發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速偵 00140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孔○榮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00495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雄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00137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簡○賢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00137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楊○憲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00137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敏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00137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誼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000638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潘○穎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078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薛○清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088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輝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0893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麟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毒偵 00139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許○霖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483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潘○穎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56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趙○緯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608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潘○穎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67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鄭○霖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撤緩 000209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富 撤銷緩起訴

宇 108 撤緩 000210 公共危險 檢○官 黃○恩 撤銷緩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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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108 偵 000062 侵占 東港分局 蕭○君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撤緩 00020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富 撤銷緩起訴

良 108 偵 003642 傷害 內埔分局 林○香 起訴．不起訴處分

良 108 撤緩偵 00007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林○輝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00138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古○光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38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億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38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洪○權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00138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柯○雄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00138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益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38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穎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00138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佳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39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玲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00139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章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39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黃○昌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00139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朱○玲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39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吳○德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39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張○麟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速偵 00139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仁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8 速偵 00139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慧 緩起訴處分

良 108 毒偵 0002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魏○業 不起訴處分

良 108 調偵 00045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九如鄉所 顏○宏 起訴

良 108 調偵 000455 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陳○財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7 偵 010063 竊盜 屏東分局 李○瑋 追加起訴

金 107 偵 010810 竊盜 屏東分局 李○瑋 追加起訴

厚 108 速偵 00138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堂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00147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張○富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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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08 毒偵續 00000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張○和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8 偵 000374 誣告 簽○ 簡○玲 起訴

張 108 偵 000400 政府採購法 簽○ 周○明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0400 政府採購法 簽○ 陳○鏌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4034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張○偉 起訴

張 108 偵 005084 詐欺 里港分局 黃○程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513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春 起訴

張 108 偵 005190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陳○聰 起訴

張 108 偵 005441 肇事逃逸 東港分局 林○玄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5560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施○鴻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5965 槍砲彈刀條例 簽○ 曾○德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6067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高○雅 起訴

愛 108 偵 004205 放火燒燬建物 潮州分局 武○翠 起訴

愛 108 偵 004605 妨害公務 潮州分局 張○龍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偵 004747 詐欺 屏東分局 蔡○軒 起訴

愛 108 偵 004955 詐欺 臺灣高檢 邱○寧 起訴

愛 108 偵緝 000328 詐欺 楠梓分局 謝○錩 起訴

誠 108 偵 000912 洗錢防制法 屏東分局 陳○林 不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3100 詐欺 里港分局 鍾○貞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8 偵 004646 藥事法 檢○官 曾○瑶 起訴

誠 108 偵 004666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李○富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8 偵 004795 竊盜 內埔分局 吳○文 起訴

誠 108 偵 005339 藥事法 潮州分局 李○儀 起訴

誠 108 偵 005339 藥事法 潮州分局 曾○瑶 起訴

誠 108 偵 005912 藥事法 簽○ 李○儀 起訴

誠 108 偵 005912 藥事法 簽○ 曾○瑶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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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8 偵 005974 藥事法 屏東分局 曾○瑶 起訴

誠 108 偵 006055 藥事法 屏東分局 曾○瑶 起訴

誠 108 偵緝 000242 竊盜 屏東分局 劉○輝 起訴

儉 108 偵 00097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朱○偉 起訴

儉 108 偵 001373 毒品防制條例 海偵屏東緝隊 許○宗 起訴

儉 108 偵 001373 毒品防制條例 海偵屏東緝隊 許○翔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2395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朱○偉 起訴

儉 108 偵 002901 妨害自由 簽○ 潘○義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2902 妨害名譽 簽○ 劉○忠 起訴

儉 108 偵 003281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潘○義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429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許○宗 起訴

儉 108 偵 004803 野生動物保育 東港分局 張○綺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561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葉○芳 起訴

儉 108 毒偵 000232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張○怡 起訴

儉 108 毒偵 000395 毒品防制條例 海偵屏東緝隊 許○宗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毒偵 00147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曾○群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少連偵 000032 詐欺 臺灣高檢 余○岑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328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陳○再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328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程○莉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速偵 0013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3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吉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35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敏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35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誠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35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麥○娟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35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周○賢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35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敏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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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8 速偵 00135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蔡○宸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毒偵 00011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宋○鈞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毒偵 00082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林○豪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164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盧○偉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毒偵 00120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泰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毒偵 001251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盧○偉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毒偵 00130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寧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40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寧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478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陳○政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001510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朱○男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53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明 起訴

麗 108 撤緩 00020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何○光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