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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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偵 001348 賭博 里港分局 朱○蓉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348 賭博 里港分局 林○安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348 賭博 里港分局 林○民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348 賭博 里港分局 張○鳳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348 賭博 里港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348 賭博 里港分局 黃○彰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348 賭博 里港分局 蔡○榮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348 賭博 里港分局 駱○庭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52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馮○岺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181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楊○寬 緩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191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楊○彬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201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梗 緩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2585 詐欺 內埔分局 李○仁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26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柔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283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許○文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毒偵緝 00002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黃○淵 起訴

日 108 偵 004842 背信 簽○ 郭○文 不起訴處分

日 108 偵 004842 背信 簽○ 黃○政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0129 妨害自由 簽○ 杜○菘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0129 妨害自由 簽○ 柯○輝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0129 妨害自由 簽○ 麥○昌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0129 妨害自由 簽○ 盧○雄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045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昊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00293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徐○和 起訴

水 109 偵 001444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洪○甫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213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義 聲請簡易判決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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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09 偵 0021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風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 00239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一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偵 00250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陳○雄 起訴

水 109 毒偵 00006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富 起訴

水 109 毒偵 000415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森 起訴

生 109 毒偵 00026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熊○翔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毒偵 000329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誠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毒偵 00051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維 追加起訴

金 108 偵 01087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王○中 起訴

金 109 偵 00096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余○家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金 109 偵 00250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賴○成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00263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蕭○強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002956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王○中 起訴

金 109 毒偵 000202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曾○屹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調偵 000229 竊盜 屏東市公所 陳○梅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6469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簡○岳 起訴

昃 108 偵 008068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劉○琪 起訴

昃 108 偵 008068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簡○岳 起訴

昃 108 偵 010539 竊盜 東港分局 施○成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偵 010539 竊盜 東港分局 施○惠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10539 竊盜 東港分局 梁○民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2627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龔○偉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7385 毀棄損壞 里港分局 黃○景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7385 毀棄損壞 里港分局 黃○宏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7385 毀棄損壞 里港分局 鍾○葉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10261 非駕業務傷害 恆春分局 何○毅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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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8 偵 010261 非駕業務傷害 恆春分局 張○瑋 起訴

信 108 偵 010292 交通過失傷害 東港分局 林○楨 起訴

信 108 偵 010292 交通過失傷害 東港分局 郭○南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調偵 00076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新園鄉所 李○士 起訴．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1005 妨害名譽 簽○ 林○黛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1055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鄧○萱 起訴

信 109 偵 00192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章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201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鍾○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2054 竊盜 枋寮分局 楊○勝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2056 竊盜 枋寮分局 林○玲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2089 肇事逃逸 東港分局 曹○宇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2100 竊盜 屏東分局 黃○蓮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2268 竊盜 屏東分局 侯○鳴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2384 竊盜 屏東分局 朱○省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2414 妨害名譽 簽○ 羅○政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2483 交通過失傷害 里港分局 謝○宏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250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紀○松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毒偵 00016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侯○鳴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戒毒偵 00000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文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戒毒偵 000009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盧○興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調偵 00001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奇 起訴

信 109 調偵 000015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黃○庭 起訴

信 109 調偵 00005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蔡○麗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調偵 00005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陳○利 起訴

厚 108 偵 008474 肇事逃逸 內埔分局 劉○耆 起訴

厚 108 偵 009417 詐欺 枋寮分局 傅○絢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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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09 偵 001435 肇事逃逸 檢○官 羅○宥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808 交通過失傷害 簽○ 謝○傳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2931 詐欺 簽○ 鄭○中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緝 000008 非駕業務傷害 霧峰分局 童○男 起訴

厚 109 偵緝 000070 肇事逃逸 潮州分局 郭○基 起訴．不起訴處分

厚 109 撤緩偵 000011 肇事逃逸 檢○官 胡○偉 起訴

厚 109 調偵 00019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內埔鄉所 郭○良 起訴

厚 109 調偵 00023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枋寮鄉所 楊○敏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調偵 00023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張○章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015 傷害 潮州分局 林○豪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015 毀棄損壞 潮州分局 林○賢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洪 109 偵 000324 妨害公務 里港分局 王○宗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1962 偽造文書 簽○ 曾○華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1963 妨害自由 簽○ 高○中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331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吳○俊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88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文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48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林○翔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48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成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速偵 00048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48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溫○中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毒偵 00016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王○琪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毒偵 00027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方○蘭 起訴

洪 109 毒偵 00030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王○珍 起訴

洪 109 毒偵 00031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許○雄 起訴

洪 109 毒偵 000381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德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軍偵 000002 乘機性交 屏東分局 楊○明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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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8 偵 007785 藥事法 簽○ 葉○銘 起訴

荒 108 偵續 000068 交通過失傷害 雄高分檢 曹○明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2167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黃○利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206 竊盜 屏東東港鎮所 林○志 緩起訴處分

溫 108 毒偵 00248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方○風 起訴

溫 109 偵 00236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忠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偵 00240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楊○牌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偵 00265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仁 起訴

溫 109 偵 00282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一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4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巫○增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4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郭○青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4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山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4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謝○民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4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47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鄭○國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4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結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祥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6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媛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6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高○安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6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源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7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鍾○基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7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聰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7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寧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速偵 00047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邱○魁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毒偵 00030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潘○昌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毒偵 00038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柯○美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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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109 戒毒偵 00001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蔡○智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8716 詐欺 潮州分局 鍾○春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9500 瀆職 恆春分局 張○青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954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劉○德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9971 背信 恆春分局 卜○娟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9971 背信 恆春分局 林○伶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09971 背信 恆春分局 洪○芬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10874 恐嚇取財得利 臺灣高檢 林○玲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偵 010946 詐欺 屏縣刑大 楊○卿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偵 010974 竊盜 恆春分局 陳○淞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續 000050 詐欺 雄高分檢 張○升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義 108 調偵 00071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余○華 起訴

義 108 調偵 000716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洪○莉 起訴

義 109 偵 000434 詐欺 簽○ 李○志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0631 詐欺 簽○ 李○祥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1573 傷害 屏東分局 黃○昇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1573 傷害 屏東分局 鄭○忠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2486 傷害 內埔分局 曾○俊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緝 000037 詐欺 枋寮分局 林○鈺 起訴

義 109 偵緝 000038 詐欺 枋寮分局 林○鈺 起訴

義 109 偵緝 000039 詐欺 枋寮分局 林○鈺 起訴

義 109 醫偵 000005 醫療過失傷害 簽○ 沈○仁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撤緩 000035 3650 檢○官 朱○昌 撤銷緩起訴

義 109 撤緩 000058 公共危險 檢○官 徐○花 撤銷緩起訴

誠 109 偵 00181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鴻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偵 001865 傷害 屏東分局 吳○霆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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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9 偵 00191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利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偵 00201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強 起訴

誠 109 偵 002361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許○星 起訴

誠 109 速偵 00041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王○偉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速偵 00042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郭○鴻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速偵 00042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蔡○宸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速偵 00042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麥○祥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2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賴○勝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2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賢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2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衛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2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豪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2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濤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速偵 00047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廖○花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7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龍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7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仁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速偵 00047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趙○德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7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麥○祥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47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祥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毒偵 00013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莊○盛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戒毒偵 00001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員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9932 藏匿人犯 執○科簽分 洪○竣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9932 藏匿人犯 執○科簽分 陳○倫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9932 藏匿人犯 執○科簽分 鄭○聰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08942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陳○暉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09546 詐欺 東港分局 吳○宥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0720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許○滿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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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8 偵 010764 肇事逃逸 里港分局 林○輝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0853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楊○璋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0918 交通過失傷害 東港分局 陳○藏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0960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藍○繁 不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0964 竊盜 屏東分局 邱○利 起訴

篤 108 偵 010965 竊盜 屏東分局 蔡○修 起訴

篤 108 偵 010966 竊盜 屏東分局 葉○青 起訴

篤 108 偵 010977 竊盜 枋寮分局 羅○和 起訴

篤 108 偵 010991 肇事逃逸 潮州分局 王○緯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1032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陳○耘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偵 011039 竊盜 東港分局 林○輝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偵 011047 交通過失傷害 枋寮分局 許○祥 起訴

篤 108 偵 011048 竊盜 屏東分局 張○勛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偵 011056 交通過失傷害 潮州分局 李○晏 起訴

篤 108 偵 01106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王○遠 起訴

篤 108 偵 011062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蔡○晃 起訴

篤 108 偵 011065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許○麟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偵 011072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吳○川 起訴

篤 108 偵 011078 竊盜 屏東分局 郭○豐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8 偵 011079 竊盜 屏東分局 郭○豪 起訴

篤 108 軍偵 000039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董○銘 緩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1142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黃○臻 起訴

篤 109 偵 001146 竊盜 屏東分局 陳○婷 起訴

篤 109 偵 001180 竊盜 屏東分局 陳○婷 起訴

篤 109 偵 001204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邱○梅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1204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張○蘭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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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9 偵 001370 交通過失傷害 潮州分局 張○昌 起訴

篤 109 偵 001371 交通過失傷害 潮州分局 徐○珠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1571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楊○宦 起訴

篤 109 偵 001745 竊盜 里港分局 江○安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174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戴○櫻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1748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林○松 起訴

篤 109 偵 001749 肇事逃逸 東港分局 洪○智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1866 竊盜 屏東分局 倪○富 起訴

篤 109 偵 001870 竊盜 內埔分局 潘○祥 起訴

篤 109 偵 001900 竊盜 屏東分局 王○宏 起訴

篤 109 偵 001904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張○文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1908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蕭○現 起訴

篤 109 偵 001944 竊盜 枋寮分局 楊○蓉 起訴

篤 109 偵 00203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賢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2389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李○杰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偵 00251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惠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撤緩偵 000026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林○龍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撤緩偵 000027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沈○祐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撤緩偵 000028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周○志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撤緩毒偵 00004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劉○麟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撤緩 000052 公共危險 檢○官 李○育 撤銷緩起訴

篤 109 撤緩 00006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石○伸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