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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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 004823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林○隆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4823 妨害自由 屏東分局 張○閔 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5424 公共危險 屏東分局 陳○珍 起訴．不起訴處分

月 103 偵 00610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王○ 起訴

月 103 速偵 00118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潘○義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18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鳳 緩起訴處分

月 103 速偵 001185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黃○寧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18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楊○勇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3 速偵 00118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林○年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3 調偵 00035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麟洛調委 張○銘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地 103 偵 005527 傷害 里港分局 張○容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3 偵 005527 傷害 里港分局 鄧○花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3 偵 005529 偽造文書 屏東調查站 莊○安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5529 偽造文書 屏東調查站 鄧○夫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544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洪○吉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544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潘○鈺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5445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陳○宏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4466 非駕業務致死 李○世 宋○櫻 起訴

宇 103 偵 004466 非駕業務致死 李○世 李○光 起訴

宇 103 偵 004467 非駕業務致死 陳○水錦 黃○連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5043 毀棄損壞 屏東分局 詹○誠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5052 醫師法 屏縣刑大 柳○瑞 起訴

宇 103 偵 005052 醫師法 屏縣刑大 林○玉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偵 003503 醫師法 屏○政府衛生局 柳○瑞 起訴

宇 103 偵 003968 殺人 內埔分局 林○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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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日期:103.08.22



第2頁,共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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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22

宇 103 調偵 000372 妨害自由 屏東市公所 李○豐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調偵 000372 妨害自由 屏東市公所 詹○誠 不起訴處分

宇 103 調偵 000209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梓官區所 曾○龍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毒偵 001294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陳○池 起訴

孝 103 毒偵緝 000057 毒品防制條例 歸仁分局 盧○豪 不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0056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劉○升 緩起訴處分

孝 103 偵 00574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章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 00586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益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3 偵 005961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潘○筆 聲請簡易判決

良 103 毒偵 000563 毒品防制條例 屏縣刑大 鄭○鴻 不起訴處分

金 103 毒偵 001024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利○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3 毒偵 001226 毒品防制條例 里港分局 利○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1177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黃○照 緩起訴處分

昃 103 速偵 00117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崔○誠 緩起訴處分

昃 103 速偵 00117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源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1180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胡○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速偵 001181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高○保 緩起訴處分

昃 103 速偵 00118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鄭○維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3 撤緩偵 000113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張○河 緩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5731 傷害 屏東分局 馬○瑤 起訴

信 103 偵 005556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林張○針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3460 毀損債權 簽○ 吳○福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3460 毀損債權 簽○ 吳○利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5244 家庭暴力防治 潮州分局 林張○針 不起訴處分

信 103 偵 005380 傷害 鄭○民 洪○呈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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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103 偵 004824 非駕業務傷害 屏東分局 李○軒 不起訴處分

厚 103 偵 004258 竊盜 屏東分局 羅○寶 起訴

厚 103 偵 002332 竊盜 屏東分局 陳○輝 不起訴處分

厚 103 偵 002838 偽證 屏東地院 程○威 起訴

厚 103 偵 003179 傷害 屏東分局 林○玲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偵 00574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騰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偵 00586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黃○清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3 毒偵 00129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鍾○鑫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3 撤緩 000131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康○良 撤銷緩起訴

篤 103 撤緩 000132 不能安全駕駛 檢○官 陳○興 撤銷緩起訴

篤 103 偵 004835 詐欺 屏東分局 王○翔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0942 贓物 恆春分局 楊○永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 001919 非駕業務致死 簽○ 潘○松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調偵 000365 詐欺 屏東市公所 林○良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速偵 001167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傅○昌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168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楊○澎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16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郭○正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17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潘○廷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速偵 00117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徐○青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速偵 00117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丁○權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速偵 001173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歐○圖 緩起訴處分

謙 103 速偵 00117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張○偉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175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林○幸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速偵 00117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光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3 偵續 000049 恐嚇 雄高分檢 楊○哲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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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 103 偵續 000049 恐嚇 雄高分檢 董○明 不起訴處分

謙 103 偵續 000049 恐嚇 雄高分檢 蘇○倫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