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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108 毒偵 00173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志 起訴

日 108 毒偵 00186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平 起訴

日 109 偵 000111 詐欺 屏東分局 龐○崴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撤緩毒偵 00001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劉○風 起訴

玄 108 撤緩 00030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先 撤銷緩起訴

玄 108 撤緩 00033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李○軍 撤銷緩起訴

列 109 偵 00049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鍾○宗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速偵 00000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石○信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速偵 00000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王○屏 緩起訴處分

列 109 速偵 00000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王○財 緩起訴處分

列 109 速偵 00000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佳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速偵 00000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緒 緩起訴處分

列 109 速偵 00001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楊○忠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速偵 00001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蔡○言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速偵 00001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黃○統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速偵 00001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田○吉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毒偵 000080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劉○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偵 010490 傷害 檢○官 俞○龍 起訴

宇 107 偵 010490 傷害 檢○官 馬○駿 起訴

宇 107 偵 010490 毀棄損壞 檢○官 林○豪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7 偵 010490 毀棄損壞 檢○官 張○龍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7 偵 010490 毀棄損壞 檢○官 潘○文 不起訴處分

宇 107 偵 010490 毀棄損壞 檢○官 蔡○儒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0532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林○豪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0532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俞○龍 起訴

宇 108 偵 000532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馬○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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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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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8 偵 000532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鄞○翔 起訴

宇 108 偵 000532 傷害 內埔分局 張○龍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0532 傷害 內埔分局 潘○文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0532 傷害 內埔分局 蔡○儒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0532 毀棄損壞 內埔分局 王○凱 起訴

宙 108 偵 009037 交通過失傷害 簽○ 楊○南 起訴

宙 108 偵 009585 竊盜 國道五隊 陳○賢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毒偵 00001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曄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8370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林○皇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8833 竊佔 屏東分局 莊○卿 起訴

洪 108 偵 008833 竊佔 屏東分局 陳○君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10339 偽造文書 東港分局 顏○賢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洪 108 偵 010339 竊盜 東港分局 洪○珊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10339 竊盜 東港分局 蕭○葵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040 竊盜 枋寮分局 陳○源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009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邱○盟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120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張○鈞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361 重利 簽○ 陳○秀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361 重利 簽○ 陳○蒨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399 竊盜 簽○ 舒○耀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401 妨害名譽 簽○ 黃○坤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緝 000042 傷害 里港分局 潘○民 起訴

洪 109 調偵 000027 商標法 北市南港區所 宋○葳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調偵 000049 詐欺 屏東佳冬鄉所
L○ THI

MINH HIEU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056 詐欺 屏東萬丹鄉所 游○凱 起訴

盈 108 偵 007754 詐欺 里港分局 陳○瑞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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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8 偵 010636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陳○伊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毒偵緝 00015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伶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毒偵緝 00015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伶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毒偵緝 00015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伶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調偵 000652 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邱○泓 起訴

盈 108 調偵 000652 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陳○隆 起訴

盈 108 調偵 000652 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曾○樟 起訴

盈 109 偵 000105 偽造文書 簽○ 高○生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23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毛○龍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027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雄 起訴

盈 109 偵 000349 賭博 東港分局 吳○進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349 賭博 東港分局 林○財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349 賭博 東港分局 郭○郎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349 賭博 東港分局 謝○金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49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助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緝 000032 竊盜 潮州分局 許○山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調偵 000031 傷害 屏東市公所 林○妙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調偵 000031 傷害 屏東市公所 莊○龍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調偵 000058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宏 起訴

盈 109 調偵 000064 妨害名譽 高市三民區所 張○亞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毒偵 00193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鍾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撤緩 00029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辛○政 撤銷緩起訴

張 109 偵 00048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章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偵緝 000479 廢棄物清理法 南市刑大 楊○芬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緝 000540 竊盜 自行○案 徐○吉 緩起訴處分

麗 108 毒偵 00248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莊○弘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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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8 撤緩 00035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翁○智 撤銷緩起訴

麗 109 偵 000109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李○霖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麗 109 偵 000460 家庭暴力防治 內埔分局 林○川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毒偵 000041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鄭○英 起訴

麗 109 撤緩 00000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曾○榮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