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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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108 偵 00790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呂○雲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790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涂○鳳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08387 傷害 簽○ 蘇○獻 起訴

仁 108 偵 010624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劉○輝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調偵 000405 傷害 屏東市公所 蘇○福 起訴

仁 108 調偵 000565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佳冬鄉所 羅○芳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1110 竊盜 屏東分局 陳○勤 追加起訴

仁 109 偵 001203 竊盜 屏東分局 陳○勤 追加起訴

金 109 偵 00202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吳○胤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00225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宏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毒偵 000244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潘○松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毒偵 00039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葉○彬 起訴

金 109 撤緩 000040 公共危險 檢○官 石○輝 撤銷緩起訴

昃 109 撤緩毒偵 00003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雄 起訴

厚 109 偵 000011 妨害公務 內埔分局 陳○銘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0011 妨害公務 內埔分局 黃○達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0244 銀行法 東港分局 施○妮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174 毀棄損壞 東港分局 連○任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174 毀棄損壞 東港分局 鄭○毓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83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周○良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92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高○富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2199 妨害名譽 簽○ 利○穎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毒偵 00026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蒨 起訴

厚 109 毒偵 00037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屹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偵 009167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李○璋 起訴

洪 109 偵 001511 毀棄損壞 簽○ 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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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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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9 偵 001800 商標法 智財分署 楊○航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1837 侵占 內埔分局 王○珍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偵 006375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楊○玲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6375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劉○龍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10341 傷害 里港分局 潘○志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2155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潘○昌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 00033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鍾○全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4099 重利 東港分局 陳○宏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4298 重利 霧峰分局 李○承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0470 妨害名譽 潘○燦 楊○祥 起訴

張 109 偵 001491 妨害公務 東港分局 黃○君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1858 侵占 東港分局 許○良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0180 傷害 里港分局 潘○文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偵 001322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張○貽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偵緝 000101 傷害 屏縣警局 岑○豪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毒偵 00000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張○沙 起訴

義 108 偵 007077 竊盜 東港分局 陳○原 起訴

義 108 偵 009429 傷害 恆春分局 張○翔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9429 傷害 恆春分局 葉○修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偵 010214 妨害公務 恆春分局 尤○智 起訴

義 108 偵 010735 傷害 恆春分局 林○霞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10735 傷害 恆春分局 陳○發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10735 傷害 恆春分局 韓○豪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10735 傷害 恆春分局 韓○坤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10735 傷害 恆春分局 韓○祥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172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周○德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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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109 偵 001841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王○福 起訴

義 109 偵 001875 毀棄損壞 枋寮分局 楊○南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192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氏○樺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偵 001971 詐欺 簽○ 鄒○呈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1972 毀棄損壞 簽○ 吳沈○杏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033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沈○廷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3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薛○富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3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佑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3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郁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4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吳○和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034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黃○慈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034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賴○帆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034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翁○國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速偵 00034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鄂○賢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4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聘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4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倪○佐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S○SANTO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宗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5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高○妹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速偵 00035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朱○華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調偵 000211 肇事逃逸 屏東市公所 謝○利 不起訴處分

誠 109 偵 002075 毀損債權 簽○ 周○茂 不起訴處分

誠 109 毒偵緝 000007 毒品防制條例 蘆竹分局 曾○維 不起訴處分

誠 109 調偵 000201 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劉○圓 不起訴處分

誠 109 撤緩 000044 公共危險 檢○官 蕭○楨 撤銷緩起訴

篤 108 毒偵 00242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鴻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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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9 偵 001201 肇事逃逸 潮州分局 劉○承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1257 交通過失傷害 東港分局 蔡○娟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1261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陳○樺 起訴

篤 109 偵 001261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陳○郎 起訴

篤 109 偵 001518 竊盜 東港分局 陳○ 緩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1975 交通過失傷害 簽○ 莊○珍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毒偵 00008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劉○順 起訴

篤 109 毒偵 00014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王○偉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8 偵 004675 詐欺 恆春分局 陳○誠 起訴

麗 108 偵 004746 詐欺 恆春分局 陳○誠 起訴

麗 108 偵 006449 詐欺 屏縣刑大 陳○誠 起訴

麗 109 偵 000257 傷害 里港分局 陳○錡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125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許○賢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145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吳○宏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18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智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193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周○樓 起訴

麗 109 偵 00202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袁○標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撤緩毒偵 00003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曾○榮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撤緩 00004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許○博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