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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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8486 槍砲彈刀條例 三民一局 洪○城 起訴

日 108 偵 009760 槍砲彈刀條例 基市刑大 洪○城 起訴

月 109 偵 00365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賴○心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373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許○順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3746 妨害電腦使用 南三分局 林○銓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392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呈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033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元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0722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周○華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074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許○龍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074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陳○靜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074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列○苹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080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黃○勁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撤緩 00008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潘○新 撤銷緩起訴

生 109 偵 000791 廢棄物清理法 枋寮分局 歐○潔 起訴

宇 109 偵 001927 營利姦淫猥褻 屏東分局 劉○欽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003779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黃○昌 起訴

宇 109 偵緝 000124 詐欺 中六分局 鍾○賢 起訴

和 108 選偵 000124 賭博 屏東分局 陳○平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2987 重利 屏東分局 林○淨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304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王○琴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3254 重利 屏東分局 許○欣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3392 妨害自由 東港分局 黃○木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偵 00361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柔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367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勤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38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李○峰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394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呂○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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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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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9 偵續 000013 妨害名譽 雄高分檢 許○怡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 00001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柯○業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 00055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汪○智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 00057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綸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 00064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吳○綸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選偵 000070 賭博 簽○ 莊○達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006713 詐欺 東港分局 林○紋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偵 008346 詐欺 東港分局 林○紋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偵 008617 詐欺 東港分局 林○紋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8 偵 010646 詐欺 中六分局
N○UYEN VAN

DAN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3444 交通過失傷害 潮州分局 林○辰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金 109 軍偵 000005 詐欺 北市刑大 黃○哲 起訴

金 109 軍偵 000021 詐欺 屏東分局 黃○哲 起訴

昃 109 偵 001564 傷害 恆春分局 陳○華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1564 傷害 恆春分局 陳○淑 不起訴處分

信 108 偵 008355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賴○良 起訴

信 109 偵 000772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劉○珠 起訴

信 109 偵 001095 竊盜 屏東分局 侯○鳴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2157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賴○良 起訴

信 109 偵 002272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賴○良 起訴

信 109 偵 002365 竊盜 枋寮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2543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賴○良 起訴

信 109 偵 002918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張○田 起訴

信 109 偵 002966 竊盜 枋寮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3304 詐欺 簽○ 陳○禎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3423 竊盜 枋寮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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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9 偵 003597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賴○良 起訴

信 109 偵 003621 竊盜 枋寮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毒偵 000236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王○涼 起訴

信 109 毒偵 000237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劉○源 起訴

信 109 調偵 00012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九如鄉所 謝○怡 起訴

信 109 調偵 00013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曾○茹 起訴

信 109 調偵 00013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楊○源 起訴

信 109 調偵 00014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元 起訴

信 109 調偵 000302 竊盜 屏東地院 蕭○志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調偵 000308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鹽埔鄉所 黃○男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信 109 調偵 000334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林○駖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調偵 000335 交通過失傷害 高市楠梓區所 李○靜 起訴

厚 109 偵 00345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吉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367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蔣○德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357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張○禮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毒偵 00042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彥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2456 侵占 屏東分局 吳○齡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3130 詐欺 東港分局 宋○村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4357 詐欺 潮州分局 黃○翔 起訴

張 108 偵 004357 詐欺 潮州分局 潘○玲 起訴

張 108 偵 005070 放火燒燬他物 里港分局 陳○雄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7644 偽造文書 簽○ 汪○妤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偵 007644 詐欺 簽○ 潘○玲 起訴

張 108 偵 009531 詐欺 臺灣高檢 李○得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2628 妨害公務 潮州分局 陳○誨 起訴

張 109 偵 003135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劉○欽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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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9 偵 0036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朋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378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雲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毒偵 00036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張○璋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毒偵 00045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辛○政 起訴

張 109 毒偵 000494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郭○龍 起訴

張 109 毒偵 000595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潘○宏 起訴

張 109 毒偵 00070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卓宋○中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毒偵 000721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卓宋○中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毒偵 000760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宏 起訴

愛 109 偵 001391 洗錢防制法 東港分局 蘇○倫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緝 000107 詐欺 楊梅分局 王林○葉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緝 000108 詐欺 楊梅分局 王林○葉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緝 000109 詐欺 楊梅分局 王林○葉 不起訴處分

溫 107 醫偵 000014 醫師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邱○忠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00267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張○順 起訴

溫 109 毒偵 00056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盧○皇 起訴

義 108 偵 009128 傷害 東港分局 蘇○豪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偵 010157 妨害秩序 恆春分局 林○勇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10157 妨害秩序 恆春分局 邵○程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010157 妨害秩序 恆春分局 黃○霖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1736 詐欺 恆春分局 吳○祥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偵 002359 竊盜 屏東分局 D○ QUY HOI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2553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林○皇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2614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林○皇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288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立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緝 000028 肇事逃逸 屏縣刑大 鄭○忠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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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109 調偵 0002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恆春鎮所 陳○侖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