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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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983 詐欺 東港分局 楊○勝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3449 詐欺 東港分局 莊○云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4657 詐欺 臺灣高檢 鄭○旻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 005254 詐欺 田中分局 楊○勝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471 交通過失傷害 簽○ 盧○安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5030 傷害 內埔分局 劉○傳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月 109 毒偵 00118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暾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調偵 000325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林○翔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調偵 000456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鹽埔鄉所 陳○承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撤緩 00011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吳○正 撤銷緩起訴

生 109 偵 005365 詐欺 雄高分檢 林○萱 不起訴處分

生 109 偵緝 000237 竊盜 內埔分局 陳○華 起訴

生 109 偵緝 000238 竊盜 內埔分局 陳○華 起訴

生 109 速偵 00101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王○勇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00101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周○殷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00101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吉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00101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宏 緩起訴處分

生 109 速偵 001016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潘○宏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00101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力○興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00101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蘇○福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00101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尹○君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00102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青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速偵 00102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梁○順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偵 00565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謝○文 聲請簡易判決

列 109 偵 00574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王○錄 起訴

列 109 毒偵 00075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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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6.19



第2頁,共3頁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

公告日期:109.06.19

昃 109 偵 000132 誣告 胡○鸞 郭○貴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0132 誣告 胡○鸞 鄒○雄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0198 詐欺 雄高分檢 蘇○淳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1874 傷害 枋寮分局 詹○斌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553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9738 竊盜 潮州分局 楊○志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4949 詐欺 里港分局 林○彬 起訴

荒 109 偵 005307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彬 起訴

荒 109 偵 005600 妨害名譽 簽○ 詹○盛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5669 傷害 內埔分局 鍾○鈞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速偵 00094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賴○萍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毒偵 00105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卓宋○中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調偵 000457 毀棄損壞 屏東市公所 陳○貴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4144 妨害秘密 屏東分局 藍○芳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4944 臺灣大陸條例 屏東縣專勤隊 黃○瑞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緝 000205 詐欺 南市刑大 黃○勁 起訴

愛 109 偵緝 000206 詐欺 南市刑大 黃○勁 起訴

愛 109 偵緝 000207 詐欺 南市刑大 黃○勁 起訴

愛 109 偵緝 000208 詐欺 南市刑大 黃○勁 起訴

愛 109 偵緝 000218 偽造文書 內埔分局 陳○偉 起訴

愛 109 偵緝 000219 偽造文書 內埔分局 陳○偉 起訴

儉 108 偵 010070 妨害自由 簽○ 林○來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毒偵 000289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310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楊○霖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毒偵 00039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48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鳳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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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9 毒偵 00050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55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617 毒品防制條例 南市刑大 潘○霖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毒偵 00079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雙○妗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827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王○斌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832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商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877 毒品防制條例 高市刑大 楊○誠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87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潘○穎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毒偵 000891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陳○斌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0908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蘇○龍 起訴

儉 109 毒偵 001039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曾○煌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458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松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毒偵 00018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李○輝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