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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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108 毒偵 002633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邱○溢 聲請簡易判決

生 109 調偵 000028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牡丹鄉所 潘○雄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續 000050 重利 雄高分檢 辛○穆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續 000050 重利 雄高分檢 邱○凱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續 000051 重利 雄高分檢 辛○穆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續 000051 重利 雄高分檢 林○威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續 000052 重利 雄高分檢 李○貴 不起訴處分

金 107 偵續 000052 重利 雄高分檢 辛○穆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調偵 000788 妨害名譽 屏東里港鄉所 楊○雯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0007 妨害自由 簽○ 鍾○美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0007 妨害自由 簽○ 鍾○源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0033 妨害兵役條例 簽○ 林○煬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000147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林○選 起訴

金 109 偵 000192 竊盜 屏東分局 林○麟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0203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王○生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00033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謝○強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毒偵 000028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熊○彬 起訴

金 109 調偵 000004 侵占 屏東市公所 張○銘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9648 交通過失傷害 張○誠 郭○逸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04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P○NPRADIT

SANTI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0167 傷害 里港分局 陳○丞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19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龔○民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028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吳○豐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0429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刑大 李○正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058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洪○盛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014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謝○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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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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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09

洪 109 速偵 000015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劉○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速偵 000016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陳○芳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017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楊○平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018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步○志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019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財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速偵 000020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劉○森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毒偵 00006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潘○義 起訴

洪 109 毒偵 00006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鄭○豐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撤緩毒偵 000007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阮○和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偵 000012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鄭○宏 聲請簡易判決

溫 109 偵 000190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福 起訴

誠 108 偵 008172 侵占 簽○ 潘○坤 不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2 偽造文書 簽○ 吳○恩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2 偽造文書 簽○ 張○聰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2 偽造文書 簽○ 黃○雪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2 偽造文書 簽○ 鍾○芳 起訴．不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3 侵占 簽○ 潘○坤 不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3 偽造文書 簽○ 吳○恩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3 偽造文書 簽○ 張○聰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3 偽造文書 簽○ 黃○雪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3 偽造文書 簽○ 鍾○芳 起訴．不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4 侵占 簽○ 潘○坤 不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4 偽造文書 簽○ 吳○恩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4 偽造文書 簽○ 張○聰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4 偽造文書 簽○ 黃○雪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偵 008174 偽造文書 簽○ 鍾○芳 起訴．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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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109 偵 000441 詐欺 簽○ 吳○欣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偵 000441 詐欺 簽○ 林○明 緩起訴處分

儉 108 偵 004704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慶 起訴

篤 108 偵 007671 傷害 內埔分局 陳○娟 起訴

篤 108 偵 008653 對未成年性交 屏東分局 蘇○瑋 起訴

篤 108 調偵 000744 肇事逃逸 屏東里港鄉所 邱○捷 緩起訴處分

篤 108 調偵 000751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李○瑋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篤 109 偵 000269 傷害 簽○ 黃○文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