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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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緝 00056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林○堙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5774 詐欺 平鎮分局 李○佩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010382 傷害 潮州分局 洪○麒 不起訴處分

玉 107 偵 010382 傷害 潮州分局 陳○慶 起訴

宇 108 偵 001036 對未成年性交 恆春分局 尤○寬 起訴

宇 108 偵 001097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林○鴻 起訴

宇 108 偵 00205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歐○嘉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475 竊盜 刑事警局 郭○麟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475 竊盜 刑事警局 潘○章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475 竊盜 刑事警局 謝○盟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813 傷害 枋寮分局 陳傅○屏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813 傷害 枋寮分局 蔡○惠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813 傷害 枋寮分局 鄭○豪 起訴

宇 108 偵 004857 偽造文書 簽○ 李○姬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5820 賭博 屏東憲兵 陳○愷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6038 竊佔 簽○ 邱○順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6038 竊佔 簽○ 趙○西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6038 竊佔 簽○ 劉○福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6038 竊佔 簽○ 劉○仁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00142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龍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53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洪○元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53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任○慶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569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楊○鎧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59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潘○展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62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邱○升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657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郭○忠 起訴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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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8 毒偵 00168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誠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72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賴○廷 起訴

宇 108 調偵 00031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竹田鄉所 吳○進 起訴

宇 108 調偵 000313 非駕業務致死 楊○妮 蘇○淇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少偵 000010 毀棄損壞 屏東地院 陳○奇 追加起訴

宇 108 少偵 000010 毀棄損壞 屏東地院 賴○元 追加起訴

宇 108 少偵 000011 毀棄損壞 執○科簽分 林○辰 追加起訴

宇 108 少偵 000011 毀棄損壞 執○科簽分 陳○奇 追加起訴

宇 108 少偵 000011 毀棄損壞 執○科簽分 賴○元 追加起訴

和 107 偵 008915 詐欺 雄高分檢 陳○徽 不起訴處分

和 107 偵 010264 詐欺 臺灣高檢 呂○龍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1699 詐欺 屏東分局 陳○徽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2964 詐欺 簽○ 呂○龍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003999 詐欺 恆春分局 周○恩 起訴

和 108 偵 005730 賭博 恆春分局 鍾○花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006451 竊盜 內埔分局 尤○華 起訴

和 108 速偵 00144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C○MSE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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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4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治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4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生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何○明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宋○傑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翁○宏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陽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蕭○翔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鄭○豪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祈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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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8 速偵 001455 其他軍事犯罪－軍內埔分局 康○龍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福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崇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吳○瑞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45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楊○生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毒偵 001732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薛○輝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毒偵 00048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毒偵 00068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古○源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毒偵緝 000070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毒偵緝 000071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毒偵緝 000072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毒偵緝 000073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毒偵緝 000074 毒品防制條例 鳳山分局 林○宏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602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吉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001465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曾○翔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146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郭○業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00146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銘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146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謝○威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146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祺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00147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豐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147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郎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147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簡○菁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147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周○泉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147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賴○鴻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00147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謝○進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毒偵 00161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賴○修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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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8 調偵 00048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邱○忠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調偵 00048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張○瑜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撤緩 00021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黃○維 撤銷緩起訴

荒 108 偵 00474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鄭○瑞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5006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曾○烽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5080 非駕業務傷害 里港分局 蘇○彬 起訴

荒 108 偵 00532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鍾○雄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5842 傷害 潮州分局 戴○容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593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許○閔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613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黃○德 起訴

荒 108 偵 00616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陳○飛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6319 詐欺 雄高分檢 陳○元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調偵 000480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朱○慈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調偵 000480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楊○珍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4369 過失傷害 鐵警高雄 曾○仁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5919 駕駛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楊○坤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5839 傷害 里港分局 方○生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5839 傷害 里港分局 李○賢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5839 傷害 里港分局 陳○景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5839 傷害 里港分局 曾○諭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5839 傷害 里港分局 劉○邑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毒偵 00169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黃○育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8 撤緩 000211 公共危險 檢○官 張○銘 撤銷緩起訴

儉 108 偵 00514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鄭○威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速偵 00141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劉○輝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速偵 00141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黃○偉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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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8 速偵 00141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龔○泰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速偵 0014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范○櫻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8 速偵 00142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鄧○傳 緩起訴處分

儉 108 速偵 00142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柯○倩 緩起訴處分

儉 108 速偵 00142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湯○明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