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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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88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鍾○騰 起訴

仁 109 偵 00304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成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325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潔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338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蔡○州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415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徐○翔 起訴

仁 109 偵 00467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祥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5285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徐○翔 起訴

仁 109 毒偵 000432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洪○順 起訴

仁 109 毒偵 00063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黃○欽 起訴

仁 109 毒偵 00086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徐○翔 起訴

日 109 偵 003696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林○堙 起訴

日 109 偵 004217 妨害秘密 簽○
N○RA

ESTELA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4217 妨害秘密 簽○ 李○維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466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堙 起訴．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5148 建築法 簽○ 劉○宏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 00898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林○文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956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林○文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5324 傷害 恆春分局 尤○南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5324 傷害 恆春分局 李○昇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1035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憲兵 陳○廷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2235 洗錢防制法 東港分局 許○章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3007 詐欺 枋寮分局 戴○甄 起訴

水 109 偵 003849 詐欺 里港分局 李○財 不起訴處分

列 108 偵 009231 銀行法 屏東分局 鄧○玲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1784 偽造文書 屏東分局 林○旻 起訴

列 109 偵 002233 詐欺 東港分局 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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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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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109 偵 003219 銀行法 屏東地院 呂○萍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3220 銀行法 屏東地院 呂○萍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518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巫○璋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偵 005255 賭博 南一分局 郭○儀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5354 詐欺 簽○ 鄭○文 緩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5354 詐欺 簽○ 鄭○昌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續 000022 交通過失傷害 雄高分檢 鄒○寬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毒偵 001116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98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溫○昭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98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98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林○泰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98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包○玲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98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蕭○仁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985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楊○義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986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邱○明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98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輝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4551 交通過失傷害 內埔分局 李○辰 追加起訴

信 109 偵 004743 竊盜 屏東分局 卓○邦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9 偵 004837 交通過失傷害 潮州分局 洪○鴻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偵 004847 竊盜 屏東分局 王○玲 不起訴處分

信 109 撤緩毒偵 00008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劉○風 起訴

洪 108 毒偵 00185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蔡○良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520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楊○珠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5364 傷害 簽○ 江○珍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速偵 00093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麟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毒偵 00115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潘○萍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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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9 毒偵緝 00004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潘○萍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437 毀損債權 屏○縣屏東市公所 劉○章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437 毀損債權 屏○縣屏東市公所 劉○緣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撤緩 000108 公共危險 檢○官 許○明 撤銷緩起訴

洪 109 撤緩 000109 公共危險 檢○官 劉○ 撤銷緩起訴

盈 109 偵 003789 交通過失致死 雄高分院 蔡○佑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5050 搶奪 屏東分局 鄭○豐 起訴

盈 109 撤緩 000107 公共危險 檢○官 潘○均 撤銷緩起訴

荒 109 偵 004733 妨害自由 潮州分局 陳○雄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4740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林○順 起訴

荒 109 偵 004750 詐欺 潮州分局 黃○皓 起訴

荒 109 偵 005027 竊盜 潮州分局 劉○娥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5142 妨害名譽 簽○ 黃龔○寶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5143 侵占 簽○ 黃○宸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緝 000214 竊盜 屏縣警局 陳○君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速偵 00093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恩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3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4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慶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速偵 00094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埕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4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鄭○隆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4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鴻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4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曾○欽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4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張○寧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4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永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發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9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黃○勲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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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9 毒偵 001106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欽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調偵 000431 妨害名譽 高市新興區所 胡○閎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5305 詐欺 簽○ 康○清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5305 詐欺 簽○ 傅○屏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5305 詐欺 簽○ 彭○沁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5305 詐欺 簽○ 黃○溢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5348 侵占 簽○ 陳○得 不起訴處分

義 109 調偵 000330 偽造文書 高市鳳山區所 陳○富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9699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許○郎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