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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108 偵 010378 傷害 潮州分局 吳○霖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10378 傷害 潮州分局 林○漢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10378 傷害 潮州分局 黃○熏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010378 傷害 潮州分局 蔡○賢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1173 毀棄損壞 東港分局 許○宏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2330 竊盜 潮州分局 蔡○賢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毒偵 00073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文 起訴

仁 109 毒偵 00073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文 起訴

仁 109 調偵 000309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韓○駿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1161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郭○國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003478 詐欺 雄高分院 邱○翰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軍偵 000042 詐欺 恆春分局 周○恩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9059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賴○修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10498 竊盜 屏縣刑大 王○勝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2995 詐欺 國道五隊 辛○賢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3265 竊盜 東港分局 I○A ROHANI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3265 竊盜 東港分局 陳○輝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3345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龍○宇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緝 000129 竊盜 里港分局 林○政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調偵 00028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劉○暉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8 偵 004443 竊盜 內埔分局 林曾○妹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9741 妨害名譽 東港分局 蔡○春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續 000037 詐欺 雄高分檢 黃○鏱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1114 偽造文書 簽○ 林○華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2063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溫○奎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毒偵 00079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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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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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108 偵 003088 侵占 簽○ 李陳○勤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003088 侵占 簽○ 陳○玲 不起訴處分

孝 108 偵 003088 侵占 簽○ 陳○燦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速偵 00052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蕭○松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2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曾○生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平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鄧○凌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白○雄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茂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和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聰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李○華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財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3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誌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4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釋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4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福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54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呂○益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 00029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蔡○基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008003 竊盜 潮州分局 顏○媛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009867 傷害 里港分局 蔡○瑩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3025 竊佔 里港分局 曾○寶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3163 偽造文書 屏東縣政府 麥○花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毒偵 00025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林○慶 起訴

金 109 調偵 000327 傷害 屏東市公所 方○榮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撤緩 000086 公共危險 檢○官 施○ 撤銷緩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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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8 偵 005686 侵占 雄高分檢 邱○美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5686 侵占 雄高分檢 龔○陽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6360 詐欺 臺灣高檢 陳○均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7809 傷害 潮州分局 洪○議 起訴

信 109 偵 002159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山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668 妨害名譽 內湖分局 戴○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2270 家庭暴力防治 屏東分局 倪○睿 起訴

厚 109 偵 002680 詐欺 東港分局 葉○豪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2763 詐欺 屏東分局 黃○廷 起訴

洪 109 偵 001735 偽造有價證券 潮州分局 潘○羿 起訴

洪 109 偵 002446 性騷擾防治法 屏東分局 王○明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471 賭博 臺灣高檢 謝○俊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559 失火燒燬他物 東港分局 孔○程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57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黃○淵 起訴

洪 109 偵 00257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林○璇 起訴

洪 109 偵 003178 竊盜 潮州分局 陳○典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178 竊盜 潮州分局 游○昌 起訴

洪 109 偵 003383 新冠肺炎防治紓困里港分局 林○男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401 竊盜 恆春分局 陽○華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452 詐欺 里港分局 陳○軒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871 竊盜 臺灣高檢 游○昌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872 竊盜 臺灣高檢 游○昌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873 竊盜 臺灣高檢 游○昌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874 竊盜 臺灣高檢 游○昌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8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閔 起訴

洪 109 偵 00388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男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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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9 偵續 000018 就業服務法 雄高分檢 阮○涵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毒偵 00045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林○璇 起訴

洪 109 毒偵 00045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黃○淵 起訴

洪 109 毒偵 000499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游○昌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毒偵 000723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顏○敏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314 肇事逃逸 高市左營區所
V○ PHI

XUAN
起訴．不起訴處分

盈 108 毒偵 002607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087 竊盜 東港分局 歐○銘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280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智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366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華○迪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毒偵 00035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鍾○宏 起訴

盈 109 毒偵 000478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林○銀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 00060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林○憲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3085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許○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378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康○定 起訴

荒 109 調偵 000320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枋寮鄉所 林○男 起訴

荒 109 少偵 000003 妨害風化罪 屏東地院 李○○ 起訴

溫 109 偵 001740 詐欺 臺灣高檢 柯○臻 追加起訴

溫 109 偵 001740 詐欺 臺灣高檢 鄭○琳 追加起訴

溫 109 偵 001740 詐欺 臺灣高檢 蘇○銘 追加起訴

溫 109 偵 003320 組織犯罪條例 臺灣高檢 蘇○銘 追加起訴

溫 109 偵 003322 詐欺 東港分局 柯○臻 追加起訴

溫 109 偵 003322 詐欺 東港分局 陳○璋 追加起訴

溫 109 偵 003322 詐欺 東港分局 鄭○琳 追加起訴

溫 109 偵 003322 詐欺 東港分局 蘇○銘 追加起訴

溫 109 調偵 000316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蘇○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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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109 少連偵 000009 組織犯罪條例 屏東分局 柯○臻 追加起訴

溫 109 少連偵 000009 組織犯罪條例 屏東分局 鄭○琳 追加起訴

溫 109 少連偵 000009 組織犯罪條例 屏東分局 蘇○銘 追加起訴

溫 109 少連偵 000024 組織犯罪條例 內埔分局 柯○臻 追加起訴

溫 109 少連偵 000024 組織犯罪條例 內埔分局 蘇○銘 追加起訴

儉 108 偵 00478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羅○義 起訴

儉 108 偵 007142 詐欺 臺灣高檢 莊○香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873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劉○文 起訴

儉 108 偵 01017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劉○文 起訴

儉 108 偵緝 000329 詐欺 東港分局 莊○香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毒偵 002613 毒品防制條例 三民二局 袁○麒 起訴

儉 109 偵 000247 妨害自由 里港分局 林○宇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偵 000295 利用權勢性交 屏東分局 蔡○昌 起訴

儉 109 偵 000653 詐欺 臺灣高檢 曾○誠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偵 000677 侵占 臺灣高檢 曾○浩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偵 000760 利用權勢性交 簽○ 蔡○昌 起訴

儉 109 偵 001393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潘○隆 起訴

儉 109 偵 001522 詐欺 里港分局 陳○玲 起訴

儉 109 偵 00253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郭○宏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偵 002615 兒少性剝削 內埔分局 林○中 起訴

儉 109 偵 00280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曾○松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偵 00387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呂○騏 起訴

儉 109 速偵 00049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沈○逢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速偵 00049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昇 緩起訴處分

儉 109 速偵 00049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民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速偵 00049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羅○昌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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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9 速偵 00049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林○祐 緩起訴處分

儉 109 速偵 00049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李○彰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速偵 00050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光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毒偵 00014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20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227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潘○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28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28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303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方○香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404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47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71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塗孫○池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03 總統選罷法 內埔分局 余○堅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撤緩毒偵 00005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張○亮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撤緩 000079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李○育 撤銷緩起訴

篤 109 撤緩 00008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許○倫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