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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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偵 001555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李○哲 緩起訴處分

仁 109 速偵 00155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清 緩起訴處分

仁 109 速偵 00155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隆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速偵 00155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薛○蓁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速偵 00155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郎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速偵 00156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晴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速偵 00156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綸 緩起訴處分

仁 109 速偵 00156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邦 緩起訴處分

仁 109 速偵 00156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N○UYEN VAN NGHIEM緩起訴處分

仁 109 速偵 00156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宏 緩起訴處分

仁 109 速偵 00156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雄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速偵 00156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家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速偵 00156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曾○明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速偵 00156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成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9 速偵 00156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徐○坤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000557 詐欺 屏東分局 張○勛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0557 詐欺 屏東分局 張○湧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少連偵 000011 詐欺 臺灣高檢 張○勛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6531 詐欺 屏東地院 劉○男 起訴

月 109 偵 006864 詐欺 簽○ 郭○豪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緝 000224 傷害 航空刑大 林○瑋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緝 000225 毀棄損壞 航空刑大 林○瑋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撤緩偵 000066 重利 檢○官 蔡○哲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157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閔○成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170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閔○成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調偵 000696 妨害名譽 高市橋頭區所 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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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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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109 偵 006921 妨害秩序 里港分局 廖○鎮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6921 妨害秩序 里港分局 鄭○慈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偵 006921 妨害秩序 里港分局 鄭○洋 不起訴處分

水 109 速偵 00152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速偵 00152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松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速偵 00153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國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速偵 00153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翔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速偵 00153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輝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9 速偵 001533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白○才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偵 00227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林○雯 起訴

巨 109 偵 00227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張○巡 起訴

巨 109 偵 004466 肇事逃逸 屏東分局 簡○平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9 偵 004893 竊盜 屏東分局 陳○龍 起訴

巨 109 偵 005006 詐欺 屏東分局 陳○肎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偵 005009 竊盜 里港分局 劉○華 起訴

巨 109 偵 005224 竊盜 里港分局 劉○華 起訴

巨 109 偵 00582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玲 起訴

巨 109 偵 006288 竊盜 里港分局 劉○華 起訴

巨 109 偵 006993 詐欺 屏縣警局 張○文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偵 00798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鍾○鈞 起訴

巨 109 偵 00799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洪○恭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偵 008011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涂○誠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毒偵 00125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鄭○介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毒偵 001371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鴻 起訴

巨 109 調偵 000527 竊盜 高市林園調委 謝○憲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調偵 000528 竊盜 高市林園調委 許○綸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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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109 調偵 000528 竊盜 高市林園調委 許○瑋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調偵 000528 竊盜 高市林園調委 謝○憲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調偵 000529 詐欺 高市前鎮區所 許○茹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9 調偵 000632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謝○婷 起訴．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32 藏匿人犯 屏東市公所 陳○宏 起訴

巨 109 調偵 000633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張○豪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44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莊○婷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44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郭○正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51 傷害 屏東潮州鎮所 潘○翰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56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內埔鄉所 李○道 起訴

巨 109 調偵 000664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王○驊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66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華○恩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66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楊○蓁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6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陳○賢 不起訴處分

巨 109 調偵 000668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杜○德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調偵 000038 背信 屏東市公所 盧○斌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6195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蔡○洲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6959 詐欺 屏東分局 賴○靜 起訴

金 109 調偵 000614 傷害 屏東鹽埔鄉所 于○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調偵 000617 妨害自由 屏東長治鄉所 蘇○福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6922 妨害名譽 屏東分局 黃○岑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毒偵 00143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陳○仁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毒偵 00182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賴○琳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調偵 000551 傷害 屏東萬丹鄉所 吳○忠 起訴

荒 109 偵 00754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詹○賢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毒偵 00168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張○鴻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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崗 108 調偵 000526 業務過失傷害 新北三峽區所 陳○茹 起訴

崗 109 偵緝 000150 肇事逃逸 東港分局 宋○芬 起訴．不起訴處分

崗 109 速偵 001546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山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速偵 00154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謝○達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速偵 00154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麟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速偵 00154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王○興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速偵 00155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趙○婷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速偵 001551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鄭○文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速偵 00155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許○順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速偵 00155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林○昌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9 速偵 00155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廷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2156 贓物 內埔分局 陳○宗 起訴

張 109 偵 005712 詐欺 臺灣高檢 林王○鳳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6407 詐欺 臺灣高檢 林王○鳳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7251 竊盜 里港分局 林○騰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7278 詐欺 臺灣高檢 林王○鳳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813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薛○漢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毒偵 001566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阮○芳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偵 007078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升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7351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朱○利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偵 00772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杜○明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9 毒偵 00116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林○銀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毒偵 001430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鄭○欣 緩起訴處分

義 109 毒偵 00152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林○銀 緩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179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官○相 起訴．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392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蔡○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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篤 109 偵 005234 竊盜 東港分局 許○吉 起訴

篤 109 偵 005433 竊盜 屏東分局 賴○桓 起訴

篤 109 偵 005818 醫療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郭○賢 不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850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莊○正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毒偵 001645 毒品防制條例 東港分局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9 少連偵 00005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分局 林○良 不起訴處分

謙 109 毒偵 000351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鍾○雄 不起訴處分

謙 109 毒偵 001497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鍾○雄 不起訴處分

謙 109 毒偵 001565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黃○銘 起訴

謙 109 毒偵 001597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林○皇 緩起訴處分

謙 109 毒偵 00168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吳○聰 起訴

謙 109 調偵 000452 毀損債權 屏東里港鄉所 溫○明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2635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廖○郎 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5334 重利 屏縣警局 劉○葦 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5335 重利 屏縣警局 莊○隆 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5336 重利 屏縣警局 張○翔 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5337 妨害自由 屏縣警局 李○美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5338 重利 屏縣警局 蘇○松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5339 重利 屏縣警局 沈○杉 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689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周○銘 起訴

麗 109 偵 007053 妨害自由 屏縣警局 李○美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7053 重利 屏縣警局 沈○杉 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7053 重利 屏縣警局 張○翔 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7053 重利 屏縣警局 莊○隆 緩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7053 重利 屏縣警局 陳○全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7053 重利 屏縣警局 劉○葦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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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9 偵 007053 重利 屏縣警局 蘇○松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7107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薛○春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712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7266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莊○明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速偵 00144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龍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速偵 00144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羅○星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速偵 00144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涂○晴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速偵 00145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蔡○美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速偵 001451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潘○宗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速偵 001452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白○雄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速偵 00145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金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速偵 00145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榮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