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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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264 賭博 南二分局 蘇○信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毒偵 00176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賴○安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撤緩 000219 公共危險 檢○官 杜○嶽 撤銷緩起訴

仁 108 撤緩 00022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張○華 撤銷緩起訴

仁 108 撤緩 000221 公共危險 檢○官 鍾○龍 撤銷緩起訴

水 108 偵 00278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徐○宏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2788 藏匿人犯 恆春分局 乃○瑜 起訴

水 108 偵 005670 著作權法 簽○ 林○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5670 著作權法 簽○ 康○華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5959 偽造文書 里港分局 楊○儀 起訴

水 108 偵續 000021 傷害 雄高分檢 黃○杰 起訴

水 108 偵緝 000331 放火燒燬建物 東港分局 鄭○強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調偵 000356 肇事逃逸 屏東潮州鎮所 葉○勇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調偵 000356 藏匿人犯 屏東潮州鎮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8 調偵 000434 強制猥褻 屏東獅子鄉所
3○

54107231B
不起訴處分

巨 108 偵 00555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曾○婷 起訴

巨 108 偵 00629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康 起訴

玉 108 偵 005505 非駕業務傷害 簽○ 王○杰 不起訴處分

玉 108 偵 005505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陳○雄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4322 傷害 屏東分局 李○菊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584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趙○弼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毒偵 00152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吳○盛 起訴

生 108 毒偵 00159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全 起訴

生 108 毒偵 00166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王○珍 起訴

列 108 毒偵 00150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蔡○彬 起訴

列 108 毒偵 00162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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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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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8 速偵 00143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光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撤緩 00019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江○豊 撤銷緩起訴

宇 108 撤緩 00020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張○和 撤銷緩起訴

和 107 偵 01072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李○文 不起訴處分

和 107 偵 01072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捷 不起訴處分

和 107 調偵 000516 妨害自由 屏東市公所 李○翰 不起訴處分

和 107 調偵 000516 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珠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7 調偵 000516 傷害 屏東市公所 林○芳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0915 詐欺 屏東分局 梁○萱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2059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李○珠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4563 家庭暴力防治 枋寮分局 許○發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4604 家庭暴力防治 枋寮分局 許○發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4986 偽造文書 簽○ 陳○洲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4986 偽造文書 簽○ 劉○源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4987 偽造文書 簽○ 陳○洲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4987 偽造文書 簽○ 劉○源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4988 著作權法 簽○ 楊○景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5608 傷害 恆春分局 江○伊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5608 傷害 恆春分局 吳○瑋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5608 傷害 恆春分局 林○泰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5608 傷害 恆春分局 董○智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5699 傷害 恆春分局 莊○昭 起訴

和 108 偵 005722 賭博 恆春分局 李○梅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5787 詐欺 恆春分局 陳○琪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5874 詐欺 南五分局 吳○嘉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5956 毀棄損壞 保二一01 方○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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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8 偵 006042 非駕業務傷害 枋寮分局 徐○倫 起訴

和 108 偵 00607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浩 起訴

和 108 偵 006185 毀棄損壞 保二一01 林○茂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622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黃○俊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635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葉○男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636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毅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緝 000103 詐欺 屏東分局 顏○珉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毒偵 000808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黃○勇 緩起訴處分

和 108 毒偵 00135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孔○正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毒偵 00160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潘○豪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毒偵 00166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宋○雄 起訴

和 108 毒偵 00167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魏○祥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調偵 000277 著作權法 屏東市公所 李○渝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撤緩偵 00007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鄭○仁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撤緩毒偵 000169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黃○瑋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8 偵 001490 槍砲彈刀條例 潮州分局 陳○華 起訴

厚 108 偵 004791 傷害 內埔分局 謝○成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8 偵 004836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林○涵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偵 004836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張○億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偵 005695 詐欺 屏東分局 丁○維 起訴

厚 108 偵 005777 妨害公務 簽○ 陳○裕 起訴

厚 108 偵緝 000340 詐欺 屏縣刑大 黃○勳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速偵 0013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慧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速偵 0013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毛○忠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130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棋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130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羅○晨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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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8 速偵 00130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130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紀○祥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毒偵 00132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吳○倫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0338 著作權法 鄭○嬬 曾○鵬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3541 偽造文書 簽○ 黃○明 緩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3963 妨害名譽 簽○ 江○玲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6205 賭博 屏東分局 邱○鵝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6205 賭博 屏東分局 陳○宗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6205 賭博 屏東分局 黃○茂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6205 賭博 屏東分局 賴○盒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調偵 000091 傷害 屏東市公所 江○展 起訴

張 108 調偵 000091 傷害 屏東市公所 許○暐 起訴

愛 108 偵 002927 對未成年性交 屏東分局 麥○威 緩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336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楊○偉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4929 詐欺 瑞芳分局 黃○凱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546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傳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偵 00560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莊○嫻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偵 0059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莊○玲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偵 006204 詐欺 里港分局 黃○凱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毒偵 00155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毛○偉 起訴

愛 108 毒偵緝 000088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保大 楊○玲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8 毒偵 0016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富 起訴

誠 108 毒偵 00177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堂 起訴

誠 108 毒偵 00177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堂 起訴

儉 108 偵 004999 殺人未遂 東港分局 黃○輝 起訴

儉 108 毒偵 00026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許○翔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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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8 毒偵 000394 毒品防制條例 海偵屏東緝隊 許○翔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毒偵 001250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邱○珍 起訴

儉 108 毒偵 00141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邱○珍 起訴

儉 108 毒偵 00159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溶 起訴

儉 108 毒偵 001602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許○翔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毒偵 00170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楊○珠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毒偵 00175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蕭○智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毒偵 001755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黎○虹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099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文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296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王○正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48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村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57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村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63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蕭○仁 追加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