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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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698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邱○永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7116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高○榮 起訴

仁 109 偵 00717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楊○任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730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朱○生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偵 00759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莊○獻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00755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豪 起訴

日 109 偵 00760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彬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007725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朱○明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689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鄒○南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725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洪○仁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740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鍾○寰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75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許○明 起訴

月 109 偵 00760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方○仁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132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洪○榮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1524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邱○誌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緝 000061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潘○雄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緝 00006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潘○新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緝 000063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潘○新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緝 00006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潘○新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緝 000065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潘○新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毒偵緝 000066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潘○新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軍偵 000071 詐欺 屏東分局 朱○濂 起訴

生 109 調偵 000585 妨害自由 屏東里港鄉所 林○鈺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7745 妨害名譽 內埔分局 李○和 不起訴處分

宙 109 毒偵 00069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簡○任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59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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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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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9 偵 00609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陳○煥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134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鄔○雄 緩起訴處分

金 109 速偵 00134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盧○彬 緩起訴處分

金 109 速偵 00134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洪○茹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13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曾○堂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134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翰 緩起訴處分

金 109 速偵 00135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光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13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冉○昌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毒偵 00077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廖○禮 起訴

昃 109 偵 00710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吳○輝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偵 00712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曾○群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偵 007230 妨害自由 簽○ 郭○貴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7230 妨害自由 簽○ 鄒○雄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726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民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偵 0075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黃○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偵 00760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曾○凱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毒偵 00101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劉○佑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577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麟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594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漩 緩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604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財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619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忠 起訴

厚 109 偵 00620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高○雄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6376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李○婕 起訴

厚 109 偵 00663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山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664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楊○勳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偵 006848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廖○銘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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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 109 偵 006940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信 起訴

厚 109 毒偵 00093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許○雄 起訴

厚 109 毒偵 001132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曾○屹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9 毒偵 00114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許○雄 起訴

厚 109 毒偵 00140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許○雄 起訴

厚 109 毒偵 001446 毒品防制條例 恆春分局 吳○華 起訴

盈 109 偵 00672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鄭○雄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38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劉○田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38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峯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139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張○銘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139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陳○寧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139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洪○隆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393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侯○男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394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蘇○樺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39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吳○祥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39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孫○花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39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雄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139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高○玹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39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富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40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呂○霖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40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豊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140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劉○祥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毒偵 00128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孔○澤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毒偵 001361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張○祐 起訴

盈 109 調偵 00058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九如鄉所 林○哲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384 槍砲彈刀條例 屏東分局 林○雄 追加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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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109 偵 001578 毀棄損壞 東港分局 吳○偉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6310 誣告 簽○ 王○逸 起訴

荒 109 偵 006802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黃○芬 起訴

荒 109 偵 007424 詐欺 馬公分局 林○樺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752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張○菁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759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楊○煌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毒偵 00068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楊○仁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3693 交通過失傷害 簽○ 邱○韋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710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726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凱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743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李○金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136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安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1362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L○ DUY

THANH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136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智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1364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高○昌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136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田○源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136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莊○安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毒偵 00152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翰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9 偵 00415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呂○翰 起訴

儉 109 偵 004159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楊○霖 起訴

儉 109 偵 004678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警局 陳○延 起訴

儉 109 偵 004886 家庭暴力防治 枋寮分局 陳○財 起訴

儉 109 偵 004942 詐欺 恆春分局 朱○燕 起訴

儉 109 偵 004960 交通過失傷害 恆春分局 林○渝 起訴

儉 109 偵 004960 交通過失傷害 恆春分局 黃○瑋 不起訴處分

儉 109 偵 005761 侵占 恆春分局 趙○瑩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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儉 109 偵緝 000229 詐欺 林園分局 潘○屏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700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吳○慧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700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黃○翔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