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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108 偵 001508 偽造文書 簽○ 吳○充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1508 詐欺 簽○ 蕭○風 緩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1508 詐欺 簽○ 蕭○美 緩起訴處分

仁 108 偵緝 000478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劉○賢 起訴

日 108 偵 001391 藥事法 簽○ 范○花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004067 非駕業務致死 簽○ 黃洪○芬 起訴

日 108 偵續 000011 偽造文書 雄高分檢 張○蘭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緝 000314 妨害公務 屏縣刑大 許○硯 起訴

日 108 偵緝 000385 替代役條例 三重分局 吳○龍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8 偵 008376 公共危險 恆春分局
H○RRIS

DANE
起訴

列 108 偵 009459 偽造文書 簽○ 林○雪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毒偵 00241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廖○蓁 起訴

列 108 撤緩毒偵 00022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賴○修 起訴

列 108 撤緩毒偵 00023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江○鴻 起訴

地 108 撤緩 00026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張○玉 撤銷緩起訴

宇 108 偵 00664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黃○誠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741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光 起訴

宇 108 偵 007903 傷害 里港分局 王○賢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7903 傷害 里港分局 林○鋕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7903 傷害 里港分局 馬○良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7903 傷害 里港分局 劉○良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7924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王○洋 起訴

宇 108 偵 007924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莊○崇 起訴

宇 108 偵 008746 詐欺 桃園分局 張○瑜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8907 毀損債權 簽○ 張○昕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8992 竊盜 簽○ 黃○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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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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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8 偵 00911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李○欽 起訴

宇 108 偵緝 000497 洗錢防制法 豐原分局 潘○穎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0600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莊○豪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00153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光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173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光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2283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蔡○文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2284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陶○明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237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郭○忠 起訴

宇 108 調偵 000672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王○加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調偵 00067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水 不起訴處分

和 107 偵 005861 偽造文書 簽○ 韓○生 起訴

和 108 偵 00825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李○芳 追加起訴

和 108 偵 00825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鄧○龍 追加起訴

和 108 偵 00891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楊○津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速偵 00199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謝○延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速偵 00199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馮○英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毒偵 001869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林○蘭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毒偵 001870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黃○源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毒偵 00224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邱○華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毒偵 00227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陳○雯 起訴

和 108 毒偵 002315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廖○興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毒偵 00231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潘○鳴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偵 003834 竊佔 潮州分局 許○澐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8358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王葉○釵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8358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莊○香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8977 詐欺 東港分局 葉○宗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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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8 偵 009041 恐嚇取財得利 屏東分局 蔡○修 起訴

信 108 偵 005660 詐欺 東港分局 甘○澔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5985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李○祐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5985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謝○騰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6373 傷害 屏東分局 陳○發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6373 傷害 屏東分局 黃○樺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6373 傷害 屏東分局 楊○任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798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福 追加起訴

信 108 調偵 000646 妨害自由 屏東市公所 唐○雄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軍毒偵 00000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蕭○瀚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203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明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204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莊○儀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204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蔡○宏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00204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澤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204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謝○奎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20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賴○翰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204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邱○昌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8007 毀棄損壞 檢○官 林○丞 起訴

盈 108 偵 008478 毀棄損壞 枋寮分局 江○琴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8478 毀棄損壞 枋寮分局 盧○淵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880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蔡○文 起訴

盈 108 毒偵 001876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黃○士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毒偵 00224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翁○寶 起訴

荒 108 偵 008756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陳○川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8798 妨害公務 里港分局 呂○守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8832 竊盜 屏東分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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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8 偵緝 000439 竊盜 旗山分局 陳○佑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緝 00045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李○豐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7 偵 006955 偽造文書 屏東分局 黃○雄 不起訴處分

張 107 偵 008359 偽造印文 屏東分局 曾○招 不起訴處分

張 107 偵 008359 偽造印文 屏東分局 簡○玲 起訴．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2888 詐欺 臺灣高檢
L○ DOAN

TIEN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008628 侵占 恆春分局 林○渟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偵緝 000469 竊盜 高雄保大 陳○縝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速偵 00201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徐○佐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速偵 002014 賭博 屏縣刑大 洪○順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速偵 00201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化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速偵 00201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池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速偵 00201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丁○益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速偵 00201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余○堂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速偵 00201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俞○珈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速偵 0020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賴○杰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毒偵 00185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鳳 起訴

愛 108 撤緩毒偵 00022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柯○州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8 調偵 00063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琉球鄉所
B○RUMEN

HERMOSILLO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調偵 00067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邱○雪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6147 毀棄損壞 里港分局 許○郎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5499 商標法 保二一03 張○勻 起訴

麗 108 偵 00816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江○溪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081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許○龍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00106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吳○忠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128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許○龍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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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8 毒偵 00178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吳○煌 緩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00190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吳○忠 起訴

麗 108 毒偵 00216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浩 起訴

麗 108 調偵 000379 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施○宏 起訴

麗 108 調偵 000379 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楊○銘 起訴

麗 108 調偵 000379 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趙○緯 起訴

麗 108 調偵 000379 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劉○杰 起訴

麗 108 調偵 000379 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潘○賢 起訴

麗 108 調偵 000379 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潘○程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