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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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緩 000294 毒品防制條例 檢○官 李○羿 撤銷緩起訴

日 108 偵 007428 肇事逃逸 屏東分局 楊○萍 緩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007714 不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鄭楊○玉 緩起訴處分

月 108 毒偵 000963 毒品防制條例 恆春分局 方○何 不起訴處分

月 108 撤緩毒偵 000219 毒品防制條例 檢○官 王○傑 聲請簡易判決

生 108 偵 008028 妨害自由 恆春分局 李○明 起訴

生 108 偵 008260 竊盜 陳○安 余○雯 不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8347 竊盜 恆春分局 高○婷 不起訴處分

生 108 偵 008450 詐欺 臺灣高檢 楊○世 緩起訴處分

生 108 毒偵 002319 毒品防制條例 枋寮分局 張○賓 不起訴處分

生 108 毒偵緝 000111 毒品防制條例 屏東分局 林○銘 不起訴處分

生 108 毒偵緝 000112 毒品防制條例 屏東分局 林○銘 不起訴處分

生 108 軍偵 000017 詐欺 恆春分局 王○翔 聲請簡易判決

列 108 偵 003873 非駕業務傷害 里港分局 鄭○誠 不起訴處分

列 108 偵 005429 詐欺 屏東分局 李○嘉 起訴

列 108 偵 006130 賭博 里港分局 林○伶 聲請簡易判決

列 108 偵 008249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黃○龍 不起訴處分

列 108 偵 008256 妨害自由 里港分局 黃○溢 起訴

列 108 偵 008256 妨害自由 里港分局 黃○權 起訴

金 107 偵 010739 竊盜 內埔分局 左○魁 起訴

金 107 偵 010739 竊盜 內埔分局 甘○傑 起訴

金 107 偵 010739 竊盜 內埔分局 盧○正 不起訴處分

金 108 偵 006206 詐欺 枋寮分局 王○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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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7



金 108 偵 006206 詐欺 枋寮分局 李○琪 不起訴處分

金 108 偵 007422 毒品防制條例 潮州分局 王○祥 不起訴處分

金 108 偵 007470 詐欺 里港分局 潘○汝 不起訴處分

金 108 偵 007577 詐欺 簽○ 李○玉 不起訴處分

昃 108 偵緝 000294 侵占 佳里分局 文○慧 起訴

昃 108 偵緝 000295 侵占 佳里分局 文○慧 起訴

昃 108 偵緝 000296 侵占 佳里分局 文○慧 起訴

昃 108 偵緝 000297 侵占 佳里分局 文○慧 起訴

昃 108 偵緝 000298 侵占 佳里分局 文○慧 起訴

昃 108 偵緝 000299 侵占 佳里分局 文○慧 起訴

昃 108 偵緝 000300 侵占 佳里分局 文○慧 起訴

盈 108 速偵 001961 不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儒 聲請簡易判決

盈 108 速偵 001962 不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宏 聲請簡易判決

盈 108 速偵 001963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侯○文 聲請簡易判決

盈 108 速偵 001964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謝○忍 聲請簡易判決

盈 108 速偵 001965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戴○進 聲請簡易判決

盈 108 速偵 001966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曹○宗 聲請簡易判決

盈 108 速偵 001967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忠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毒偵 002173 毒品防制條例 屏縣刑大 許○興 起訴

荒 108 速偵續 000001 不能安全駕駛 雄高分檢 許○祥 聲請簡易判決

張 108 偵 002455 毒品防制條例 東港分局 林○德 聲請簡易判決

張 108 偵 007923 營利姦淫猥褻 東港分局 陳○賢 聲請簡易判決

張 108 偵 008183 肇事逃逸 屏東分局 方○珠 不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8210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蔡○薪 起訴

張 108 偵 008280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黃○銘 聲請簡易判決

張 108 偵 008572 商標法 保二一03 許○雯 聲請簡易判決



張 108 調偵 00045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李洪○春 不起訴處分

張 108 調偵 00045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洪○國 起訴

張 108 調偵 000528 著作權法 屏東內埔鄉所 肖○平 不起訴處分

張 108 調偵 000529 著作權法 屏東內埔鄉所 肖○平 不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07799 不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邱○發 聲請簡易判決

篤 108 偵 008094 不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蔡○財 聲請簡易判決

麗 107 偵 009854 背信 簽○ 林○琴 不起訴處分

麗 107 偵 009854 背信 簽○ 張○權 不起訴處分

麗 107 偵 009854 瀆職 簽○ 李○稷 緩起訴處分

麗 107 偵 010482 背信 高雄調查處 林○琴 不起訴處分

麗 107 偵 010482 背信 高雄調查處 張○權 不起訴處分

麗 107 偵 010482 瀆職 高雄調查處 李○稷 緩起訴處分

麗 108 偵 007465 毒品防制條例 雄高分院 羅○寶 不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