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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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109 偵 00093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宇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3624 詐欺 恆春分局 李○偉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424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遠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070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 00100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賴○江 起訴

月 109 戒毒偵 000019 毒品防制條例 高雄戒治所 曾○琦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調偵 000371 妨害名譽 屏東東港鎮所 張○絨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調偵 000371 妨害名譽 屏東東港鎮所 陳○貞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撤緩 00010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春 撤銷緩起訴

水 109 偵 000774 竊盜 內埔分局 黃○智 起訴

水 109 偵 000774 竊盜 內埔分局 劉○徊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1516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孔○智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2542 竊盜 屏東分局 黃○智 起訴

水 109 偵 002578 毀棄損壞 簽○ 李○成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2578 毀棄損壞 簽○ 黃○益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撤緩 000106 公共危險 檢○官 傅○煌 撤銷緩起訴

宇 109 撤緩 00010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鄭○菁 撤銷緩起訴

和 109 偵 004297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洪○枝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452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宋○南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468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珠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偵 00477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鄭○偉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0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安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0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石○傑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0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欣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0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雄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田○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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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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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09 速偵 000811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高○勝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鄭○銘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鍾○賢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4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廖○海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偉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明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慧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吳○良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1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輝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速偵 000820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巴○勇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毒偵 00051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賴○琮 起訴

和 109 毒偵 00069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曾○生 起訴

和 109 毒偵 00073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偉 起訴

和 109 毒偵 000808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鄧○勤 起訴

和 109 毒偵 00086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閩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少連偵 000008 藏匿人犯 內埔分局 涂○涵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850 竊盜 屏縣警局 郭○志 起訴．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850 竊盜 屏縣警局 蔡○萍 起訴

洪 109 偵 002850 竊盜 屏縣警局 蔡○裕 起訴

洪 109 偵 003334 竊盜 屏縣警局 許○智 起訴

洪 109 偵 003334 竊盜 屏縣警局 郭○志 起訴

洪 109 偵 003334 竊盜 屏縣警局 劉○靜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334 竊盜 屏縣警局 劉○瑜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334 竊盜 屏縣警局 謝○展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637 竊佔 屏東分局 吳○勇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637 竊佔 屏東分局 謝○祥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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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9 偵 004388 竊盜 屏縣警局 林○鵬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4388 竊盜 屏縣警局 郭○志 起訴

洪 109 偵 004388 竊盜 屏縣警局 郭○珍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4388 竊盜 屏縣警局 蔡○蓉 起訴

洪 109 偵 004388 竊盜 屏縣警局 薛○智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4397 竊盜 枋寮分局 游○昌 不起訴.追加起訴

洪 109 偵 004397 竊盜 枋寮分局 蔡○逸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4778 竊盜 恆春分局 游○昌 追加起訴

盈 109 速偵 000910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潘○世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全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水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3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陳○光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茂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惠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賴○旭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劉○亨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顏○義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1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王○林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92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彪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468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宜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118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朱○旗 起訴

張 109 偵 003748 詐欺 枋寮分局 吳○梅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4937 詐欺 內埔分局 吳○杰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調偵 000746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成 起訴

愛 109 偵 000805 著作權法 簽○ 胡○花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0805 著作權法 簽○ 陳○茜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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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109 偵 001332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張○梅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1332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張○梅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1529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李○榮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425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劉○海 聲請簡易判決

愛 109 偵 004535 偽造文書 簽○ 陳○林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緝 000056 詐欺 屏東分局 吳○瑋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毒偵 00007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裕 起訴

愛 109 毒偵 000834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王○慈 起訴

愛 109 毒偵 00088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翁○龍 起訴

溫 108 選偵 000134 賭博 里港分局 柯○倫 不起訴處分

溫 108 選偵 000135 賭博 里港分局 鍾○庭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004073 偽造有價證券 屏東分局 梁○春 不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00427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呂○雄 起訴

溫 109 偵 00445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龍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偵 004521 竊盜 屏東分局 謝○琪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毒偵 000890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吳○清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選偵 000037 賭博 簽○ 高○忠 不起訴處分

誠 109 偵 002072 交通過失致死 檢○官 呂○坤 起訴

誠 109 偵 004220 交通過失傷害 簽○ 陳○煌 起訴

誠 109 速偵 00089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芬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速偵 00090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宏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速偵 00090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雄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速偵 00090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劉○華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90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翔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90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9 速偵 00090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潘○庫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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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9 速偵 00090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呂○翰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選偵 000031 妨害投票 檢○官 楊○珠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古○理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呂○蘭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沈○花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甫○秀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林○正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張○女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陳○玲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楊○珠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54 妨害投票 枋寮分局 藍○林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古○理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呂○蘭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沈○花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甫○秀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林○正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張○女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陳○玲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楊○珠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選偵 000071 妨害投票 屏東調查站 藍○林 不起訴處分

麗 108 偵 007331 商標法 保一一04 李○萍 起訴

麗 108 偵 007331 商標法 保一一04 厲○婷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