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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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速偵 000545 違背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吉良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0546 違背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廖明義 緩起訴處分

月 103 速偵 000547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祐陞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0548 違背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白金村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0549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順教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0550 違背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蔡昌逸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0551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清豪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0552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柏緯 聲請簡易判決

水 102 偵 008556 詐欺 恆春分局 尤慧美 起訴

水 102 偵 008557 詐欺 恆春分局 尤慧美 起訴

水 102 偵 008558 詐欺 恆春分局 尤慧美 起訴

水 102 偵 008559 詐欺 恆春分局 尤慧美 起訴

水 102 偵 008560 詐欺 恆春分局 尤慧美 起訴

水 103 偵 000134 詐欺 恆春分局 許旭志 起訴

水 103 偵 000134 詐欺 恆春分局 尤慧美 起訴

水 103 偵 000135 詐欺 恆春分局 許旭志 起訴

水 103 偵 000135 詐欺 恆春分局 尤慧美 起訴

水 103 偵 000136 詐欺 恆春分局 許旭志 起訴

水 103 偵 000136 詐欺 恆春分局 尤慧美 起訴

水 103 偵 002955 詐欺 臺灣高檢 尤慧美 起訴

水 103 偵 002956 詐欺 臺灣高檢 許旭志 起訴

巨 103 偵 002470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許文岳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偵 001973 公共危險 東港分局 洪金滿 不起訴處分

巨 103 偵 002010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潘文彬 聲請簡易判決

巨 103 偵 002237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許文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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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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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 103 偵 002183 商標法 保二一隊 劉亭束 緩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001456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劉家欣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001227 竊盜 枋寮分局 柯義政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 001227 贓物 枋寮分局 吳來真 不起訴處分

孝 102 偵 007434 非駕業務傷害 內埔分局 吳政原 起訴

孝 103 偵 000107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馮紹雄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調偵 000107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市公所 黃蕙芬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調偵 00015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萬巒鄉所 朱品霖 起訴

良 103 調偵 000153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萬巒鄉所 張菁蘋 起訴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鄭智仁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周子隆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蔡衛典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吳宏懋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邱材瑞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呂東佳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李文傑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盧建興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蔡岳廷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曾振智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陳原啟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續 000012 恐嚇 檢察官 蘇頌斌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緝 000100 竊盜 潮州分局 陳金華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2 偵 008098 竊盜 里港分局 呂天南 不起訴處分

良 102 偵 008098 竊盜 里港分局 吳志偉 不起訴處分

良 102 偵 008098 竊盜 里港分局 林冠霖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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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103 偵 000946 過失傷害 屏東憲兵 王俊凱 不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1822 賭博 屏東分局 蘇村定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3 偵 001822 賭博 屏東分局 鄭光輝 緩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1822 賭博 屏東分局 林順致 緩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1822 賭博 屏東分局 曾金英 緩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2050 家庭暴力防治 里港分局 林崑麟 緩起訴處分

良 103 偵 002149 電業法 東港分局 洪順清 緩起訴處分

金 103 毒偵 000253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王崧銘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025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楊凱翔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毒偵 000256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許仕杰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毒偵 000500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潘俊雄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毒偵 000518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賴專財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0519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王崧銘 起訴

金 103 毒偵 00052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楊凱翔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毒偵 000525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許仕杰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偵 002930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玉勤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0539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佑翔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0540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李幸福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0541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新穎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0542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蘇信存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0543 違背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董仁欽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0544 違背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葉家銘 緩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2489 違背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陳忠志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2597 違背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正瑞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3 偵 002701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翁義川 聲請簡易判決



第4頁,共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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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4.16

信 103 偵 002709 違背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紹忠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偵 001821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李世明 起訴

厚 103 偵 000457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黃禹澄 起訴

厚 103 偵 000457 非駕業務傷害 東港分局 劉彥廷 不起訴處分

洪 103 偵 000902 竊盜 屏東分局 蕭禎偉 起訴

洪 103 偵 000902 贓物 屏東分局 林志陞 不起訴處分

洪 103 偵 002172 背信 簽分 梁守誠 不起訴處分

洪 103 偵 002172 背信 簽分 林榮祥 不起訴處分

洪 103 偵 001942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蘇文邦 起訴

洪 103 速偵 000553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紜豪 緩起訴處分

洪 103 速偵 000554 違背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士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3 速偵 000555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瑋寧 緩起訴處分

洪 103 速偵 000556 違背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卞周九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3 速偵 000557 違背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林祿坤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3 速偵 000558 違背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潘信義 緩起訴處分

洪 103 速偵 000559 違背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Stephen Pa 緩起訴處分

洪 103 速偵 000560 違背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曾孝文 緩起訴處分

洪 103 速偵 000561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鄭精藝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3 撤緩 000060 違背安全駕駛 檢察官 葉士嘗 撤銷緩起訴

洪 103 毒偵 0005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分 潘弘偉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毒偵緝 00001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周俊男 不起訴處分

宿 103 毒偵 00012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曾本賢 不起訴處分

宿 103 偵 002647 違背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潘明吉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3 偵 002713 違背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謝景農 起訴

宿 102 毒偵 002037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地院 曾○○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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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2 毒偵 002139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黃志清 不起訴處分

宿 102 毒偵 002222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劉昌儒 聲請簡易判決

崗 102 偵續 000065 毀棄損壞 雄高分檢 蘇順天 不起訴處分

崗 103 毒偵緝 000028 毒品防制條例 檢察官 賴娟娟 不起訴處分

崗 103 毒偵 000342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阮恩綺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0171 商標法 保一一03 黃正吉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3047 詐欺 蘇墘 蔡進忠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3047 詐欺 蘇墘 馮瑜 不起訴處分

黃 103 偵 002582 商標法 保二一01 黃正吉 不起訴處分

溫 103 偵 002559 違背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潘吉盛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偵 002568 違背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廖連發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偵 002202 違背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張洪誌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偵 002410 違背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永貴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3 毒偵 000344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林進德 起訴

溫 103 調偵 000177 過失傷害 屏東里港鄉所 陳純純 不起訴處分

篤 103 偵 000781 家庭暴力防治 枋寮分局 林榮利 起訴

篤 103 偵 000794 竊盜 屏東分局 籃天祥 不起訴處分

篤 102 偵 005915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陳志偉 起訴

篤 103 偵 001278 竊盜 屏東分局 吳景泰 起訴

謙 103 偵 000630 侵占
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

司（曾相海）
洪傳孝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0643 傷害 恆春分局 李榕浩 不起訴處分

謙 102 偵緝 000430 妨害兵役條例 里港分局 邱嘉榮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0121 竊盜 恆春分局 尤清華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謙 102 偵 008363 公共危險 東港分局 林振宏 起訴

謙 103 偵 001597 竊盜 恆春分局 陳信位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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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3 偵 001764 侵占 枋寮分局 賴碧惠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1764 侵占 枋寮分局 賴秋芬 不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2750 過失傷害 恆春分局 尹鉑輝 不起訴處分

麗 103 偵 002859 違背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鴻賓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偵 002872 違背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簡文龍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3 毒偵 00037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黃俊賢 起訴

讓 102 毒偵 001313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羅濟源 不起訴處分

讓 103 偵 000519 詐欺 雄高分檢 張建中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