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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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08 偵 001042 詐欺 枋寮分局 蒲○臻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553 詐欺 枋寮分局 蒲○臻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6324 傷害 屏東分局 蘇○基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 00690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珊 起訴

月 108 偵 00739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許○智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8049 詐欺 臺灣高檢 蒲○臻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8088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陳○珊 起訴

月 108 偵緝 000453 偽造文書 屏東分局 林○丞 起訴

月 108 撤緩 00026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王○傑 撤銷緩起訴

水 107 偵 008419 恐嚇取財得利 里港分局 吳○翰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偵 008419 恐嚇取財得利 里港分局 洪○晉 起訴．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偵 008419 恐嚇取財得利 里港分局 洪○華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偵續 000035 業務過失致死 雄高分檢 林○函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偵續 000035 業務過失致死 雄高分檢 陳○ 不起訴處分

水 107 偵續 000035 業務過失致死 雄高分檢 薛○好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偵 004788 詐欺 枋寮分局 張○怡 起訴

水 108 少連偵 000039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何○俊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少連偵 000039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黃○軍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少連偵 000039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鄭○維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5984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戴○城 起訴

生 108 偵 00736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潘○清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00741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邱○清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007412 毀棄損壞 恆春分局 陳○雄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007413 傷害 恆春分局 林○紋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7413 傷害 恆春分局 張○美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7449 竊盜 恆春分局 陳○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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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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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08 偵 00745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簡○君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00747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郭韋○妹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007518 侵占 恆春分局 謝○良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7529 竊盜 東港分局 黃○田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7638 詐欺 臺灣高檢 王○于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007860 竊盜 臺灣高檢 陳○毅 不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8085 竊盜 屏縣警局 林○世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緝 000447 竊盜 三重分局 鄭○剛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撤緩偵 000094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P○AM THI

THAO LOAN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撤緩毒偵 00020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吳○禎 起訴

地 108 毒偵緝 00010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劉○年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00512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亮 起訴

金 108 偵 005683 賭博 里港分局 楊○和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偵 00809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達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偵 00815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劉○純 起訴

金 108 毒偵 00148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亮 起訴

金 108 毒偵 00155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賴○琳 緩起訴處分

金 108 毒偵 00177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賴○琳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毒偵 001940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賴○琳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7430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張○文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7546 詐欺 屏東分局 何○根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6692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龍 起訴

洪 108 偵 00669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蔡○良 起訴

洪 108 偵 007812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龍 起訴

洪 108 偵 00819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涂○鳳 起訴

洪 108 毒偵 00184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涂○鳳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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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8 毒偵 002118 毒品防制條例 林園分局 李○龍 起訴

崑 108 撤緩 00025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昌 撤銷緩起訴

篤 108 偵 007510 詐欺 東港分局 孔○華 起訴

篤 108 偵 007679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李○柳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07764 竊盜 東港分局 何○裕 起訴

篤 108 偵 007765 妨害公務 東港分局 洪○華 起訴

篤 108 偵緝 000430 竊盜 東港分局 阮○川 起訴

篤 108 撤緩偵 000095 竊盜 檢○官 林○勝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選偵 000095 選舉罷免法 屏東地院 王○花 不起訴處分

麗 107 偵 008888 妨害自由 臺灣高檢 黃○豪 不起訴處分

麗 107 毒偵緝 00016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美 不起訴處分

麗 107 毒偵緝 00016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美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6184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吳○忠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偵 007206 竊盜 潮州分局 郭○山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偵 007718 竊盜 恆春分局 許○義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79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隆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2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霖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2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徐○勇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2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阮○德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2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朱○興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2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賈○緯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2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睿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2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何○裕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3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豐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3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羅○義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速偵 00173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唐○倫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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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8 速偵 0017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生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毒偵 000249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蔡○員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00177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正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00196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呂○雲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207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凱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撤緩毒偵 00016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郭○兒 起訴

麗 108 調偵 000594 毀棄損壞 屏東恆春鎮所 李○銘 起訴

麗 108 調偵 000594 毀棄損壞 屏東恆春鎮所 陳○屏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