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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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08 偵 002694 妨害自由 臺灣高檢 陳○志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毒偵 00272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期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毒偵 00272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期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124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傳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024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曾○元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撤緩 00002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黃○芬 撤銷緩起訴

水 108 毒偵 00246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戴○傑 起訴

水 108 毒偵 002669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陳○凱 起訴

水 108 選偵 000113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陳○稚 不起訴處分

水 108 選偵 000114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洪○甫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049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利○正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緝 000010 對未成年猥褻 屏東分局 陳○賢 起訴

水 109 偵緝 000011 對未成年猥褻 屏東分局 陳○賢 起訴

水 109 偵緝 000012 竊盜 鐵警高雄 喬○波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選偵 000002 妨害名譽 簽○ 洪○甫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選偵 000002 妨害名譽 簽○ 陳○稚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9219 詐欺 內埔分局 范○博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9219 詐欺 內埔分局 蔣○玄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偵 009423 詐欺 內埔分局 蔣○玄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偵 010183 侵占 東港分局 林○民 緩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10249 詐欺 潮州分局 高○富 緩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1224 交通過失致死 檢○官 駱○彥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184 重利 內埔分局 林○權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185 重利 內埔分局 陳○文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撤緩 00002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蕭○豪 撤銷緩起訴

金 109 偵 000932 賭博 屏東分局 方○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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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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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9 偵緝 000046 強制性交 善化分局 黃○鴻 起訴

金 109 選偵 000043 放火燒燬他物 潮州分局 余○池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010674 偽造有價證券 簽○ 張○華 起訴．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6124 殺人未遂 內埔分局 鄒○雄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6124 傷害 內埔分局 紀○欽 起訴

昃 108 偵 006124 傷害 內埔分局 紀○達 起訴

昃 108 偵 006124 傷害 內埔分局 郭○貴 起訴

昃 109 偵 001112 詐欺 臺灣高檢 尤○勇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1633 竊盜 枋寮分局 許○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偵 00888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劉○聖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9698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高○琳 起訴

信 108 偵 009749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吳○萱 起訴

信 108 偵 009755 交通過失傷害 恆春分局 林○輝 起訴

信 108 偵 009757 肇事逃逸 枋寮分局 涂○福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9796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張○玉 起訴

信 108 偵 009797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陳○勤 起訴

信 108 偵 009807 肇事逃逸 東港分局 林○仁 起訴

信 108 偵 009843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李○進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9843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龔○芫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9884 非駕業務傷害 枋寮分局 周○霆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10027 竊盜 潮州分局 陳○仁 起訴

信 108 偵 010104 竊盜 內埔分局 賴○桓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偵 010159 竊盜 潮州分局 陳○仁 起訴

信 108 偵 01056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李○福 起訴

信 108 調偵 000754 肇事逃逸 屏東潮州鎮所 陳○長 起訴．不起訴處分

信 108 調偵 00075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李○惠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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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8 調偵 00077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市公所 陳○昌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信 108 調偵 000773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洪○屏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0644 交通過失傷害 東港分局 劉○青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0683 竊盜 屏東分局 林○興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0691 竊盜 屏東分局 林○鑾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078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謝○宇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信 109 偵 000847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李○軒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0849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陳○勳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0955 竊盜 東港分局 黃○女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0956 竊盜 東港分局 陳○月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0959 竊盜 里港分局 楊○蓉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0976 竊盜 屏東分局 李○輝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1012 竊盜 內埔分局 梁○維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1024 竊盜 內埔分局 廖○興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106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信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1651 傷害 簽○ 余○益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撤緩偵 000015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銘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撤緩偵 00001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張○光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撤緩偵 00001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逄○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撤緩偵 00001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謝○忍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撤緩毒偵 00002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黃○慶 起訴

信 109 撤緩毒偵 00002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黃○慶 起訴

信 109 調偵 00012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孔○榮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調偵 000142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王○祥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8058 偽造文書 廉政署 巴○捷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調偵 000725 肇事逃逸 屏東長治鄉所 洪○基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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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9 調偵 000077 詐欺 北市南港區所 孫○瑩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155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王○偉 起訴

荒 109 偵 00164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發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171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暐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毒偵 00027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馬○龍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戒毒偵 00000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伍○玉 不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10744 妨害公務 東港分局 陳○成 起訴

誠 108 調偵 000776 非駕業務致死 屏東市公所 陳○賀 起訴

誠 108 少連偵 000082 詐欺 臺灣高檢 劉○均 不起訴處分

誠 108 選偵 000115 賭博 高市刑大 林○益 起訴

誠 108 選偵 000132 賭博 高市刑大 林○益 起訴

誠 109 偵 000248 賭博 屏東分局 李○貴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偵 000855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黃○英 不起訴處分

誠 109 偵緝 000049 偽造有價證券 屏東分局 林○君 起訴

誠 109 調偵 000078 詐欺 中市潭子區所 楊○世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選偵 000045 賭博 高市刑大 吳○聲 起訴

篤 108 偵 010438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張○騰 起訴

篤 108 偵 010556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許○鵬 起訴

篤 108 偵 010800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余○蓉 起訴

篤 108 偵 011026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陳○翔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1067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李○福 起訴

篤 109 偵 00059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U○ANZOR

SARAVIA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08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英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撤緩偵 000009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蔡○仕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調偵 000166 妨害自由 屏東市公所 E○NAWATI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撤緩 000021 公共危險 檢○官 林○龍 撤銷緩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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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9 偵 00084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郭○川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