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共5頁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8 偵 009104 妨害自由 簽○ 林○惠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調偵 000466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前金區所 曾○恒 起訴

仁 108 調偵 000466 業務過失傷害 高市前金區所 蔡○璋 起訴

仁 109 偵緝 000062 詐欺 中市刑大 湯○伍 不起訴處分

仁 109 偵緝 000063 詐欺 中市刑大 湯○伍 不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2569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陳○財 緩起訴處分

日 109 偵 002592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趙○宏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002662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蔡○宏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偵 002663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潘○吉 聲請簡易判決

日 109 調偵 000247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市公所 鄭○婷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2174 毀棄損壞 內埔分局 潘○倫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偵 002700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何○樺 不起訴處分

列 109 毒偵 00037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鄭○瑞 起訴

宇 109 偵 001621 詐欺 臺灣高檢 吳○慧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001621 詐欺 臺灣高檢 簡○宗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006064 詐欺 臺灣高檢 黃○翰 不起訴處分

金 108 偵 006064 詐欺 臺灣高檢 黃○儀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0090 家庭暴力防治 東港分局 何○泰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000607 侵占 屏東分局 梁○珊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1902 竊盜 屏東分局 潘○輝 追加起訴

金 109 偵 002121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張○勛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002315 誣告 簽○ 林○瑜 不起訴處分

金 109 偵 002352 非駕業務傷害 簽○ 鍾○正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偵 002388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謝○明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392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林○函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393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馮○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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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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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09 速偵 000394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潘○元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395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廖○銘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396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龍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397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葉○凰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398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399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李○慶 聲請簡易判決

金 109 速偵 000400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李○政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毒偵 002595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曾○維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091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康○砡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091 妨害名譽 潮州分局 彭○源 不起訴處分

厚 109 偵 001330 妨害自由 內埔分局 張○琪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16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王○恩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2385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柯○田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2424 交通過失傷害 簽○ 劉○媚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2499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漲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2502 不能安全駕駛 潮州分局 張○廷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毒偵緝 000008 毒品防制條例 南六分局 張○鈞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213 傷害 屏東市公所 周○君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223 傷害 屏○市公所 邱○婷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少偵 000004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地院 潘○昇 起訴

荒 109 偵 002467 詐欺 臺灣高檢 謝○光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2468 詐欺 臺灣高檢 謝○光 不起訴處分

張 108 毒偵 002403 毒品防制條例 潮州分局 洪○龍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0856 妨害自由 潮州分局 李○佳 不起訴處分

張 109 偵 001584 詐欺 屏東分局 楊○昇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偵 001584 詐欺 屏東分局 劉○瑋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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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109 偵 002024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張○利 起訴

張 109 偵 002188 不能安全駕駛 內埔分局 潘○明 起訴

張 109 速偵 000401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陳○賓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0402 不能安全駕駛 屏東分局 林○應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0403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黃○裕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0404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陳○榮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0405 不能安全駕駛 東港分局 蕭○紘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0406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張○瑋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0407 不能安全駕駛 恆春分局 汪○勲 緩起訴處分

張 109 速偵 000408 不能安全駕駛 屏縣警局 蔡○鴻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速偵 000409 不能安全駕駛 里港分局 李○星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毒偵 000401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潘○展 聲請簡易判決

張 109 撤緩毒偵 000040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陳○森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偵 009368 商標法 保二一03 謝○孜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000034 妨害公務 屏東分局 曾○成 起訴

黃 109 毒偵 000108 毒品防制條例 屏東分局 王○閔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撤緩毒偵 000042 毒品防制條例 檢○官 黃○平 起訴

愛 109 偵 000945 詐欺 臺灣高檢 鄭○茵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1998 傷害 屏東分局 林○瑜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偵 001998 傷害 屏東分局 邱○峯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毒偵 000056 毒品防制條例 枋寮分局 洪○義 起訴

愛 109 調偵 000145 毀棄損壞 屏東市公所 黃○慶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調偵 000234 傷害 屏東市公所 吳○禎 不起訴處分

愛 109 調偵 000240 交通過失傷害 屏東長治鄉所 蔡○軒 不起訴處分

溫 108 偵 006535 政府採購法 屏東調查站 余○吉 不起訴處分

溫 108 偵 006535 政府採購法 屏東調查站 余○宏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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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 108 偵 006535 政府採購法 屏東調查站 林○豐 緩起訴處分

溫 108 偵 006535 政府採購法 屏東調查站 黃○俶 緩起訴處分

溫 108 偵 006535 政府採購法 屏東調查站 賴林○琴 緩起訴處分

溫 108 偵 008045 偽造文書 屏東調查站 蔡○烘 緩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001101 毒品防制條例 雄高分檢 許○硯 起訴

溫 109 偵 001347 政府採購法 簽○
上○科技企

業股份有限
緩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001347 政府採購法 簽○
冠○工程有

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溫 109 偵 001347 政府採購法 簽○
鑫○電氣工

程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誠 109 偵 002197 傷害 簽○ 楊○蓉 起訴

誠 109 偵 002198 傷害 簽○ 楊○蓉 起訴

儉 108 偵 010106 詐欺 臺灣高檢 雷○榆 起訴

儉 108 偵續 000057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江○崴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續 000057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呂○妤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續 000057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張○惠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偵續 000057 妨害自由 雄高分檢 薛○婷 不起訴處分

儉 108 軍偵 000021 強制性交 屏東分局 吳○慶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1090 不能安全駕駛 枋寮分局 劉○財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1538 傷害 枋寮分局 盧○雙 起訴

麗 109 偵 00181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洪○芳 追加起訴

麗 109 偵 001996 傷害 里港分局 吳○云 起訴

麗 109 偵 001996 傷害 里港分局 陳○錡 起訴

麗 109 偵 002090 詐欺 屏東分局 羅○德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2128 竊盜 屏東分局 余○融 聲請簡易判決

麗 109 偵 002522 誣告 簽○ 王○綸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2524 詐欺 簽○ 余○賢 不起訴處分

麗 109 偵 002541 竊盜 屏東分局 余○融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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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109 毒偵 000402 毒品防制條例 內埔分局 盧○雙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