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月 107 偵 002585 侵占 臺東分局 洪○城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 002654 妨害自由 大武分局 陳○廷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 002778 偽造文書 大武分局 張○福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7 偵 003163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林○萍 送調解報結

月 107 偵 003186 洗錢防制法 關山分局 余○欣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緝 000145 詐欺 成功分局 林○平 送調解報結

月 107 偵緝 000171 詐欺 豐原分局 陳○丞 起訴

月 108 偵 00026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尤○生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 00026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鄭○宏 緩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027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陳○讚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 00029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顥 起訴

月 108 偵 000318 詐欺 臺東地院 鄭○安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0341 妨害名譽 臺灣高檢 梁○宗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0391 詐欺 臺灣高檢 汪○煜 移送他管

月 108 偵 000391 詐欺 臺灣高檢 陳○文 移送他管

月 108 毒偵 0000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看守所 曹○仁 簽結

月 108 毒偵 000014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看守所 謝○群 簽結

昃 107 調偵 000080 稅捐稽徵法 臺東市公所 李○豪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選偵 000003 妨害投票 臺東調查站 姜○源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選偵 000003 妨害投票 臺東調查站 姜游○蘭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選偵 000003 選舉罷免法 臺東調查站 姜○忠 起訴

昃 107 選偵 000025 妨害投票 東縣警局 姜○源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選偵 000025 妨害投票 東縣警局 姜游○蘭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選偵 000025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姜○忠 起訴

昃 107 選偵 000042 選舉罷免法 臺東調查站 姜○源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選偵 000042 選舉罷免法 臺東調查站 姜游○蘭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選偵 000042 選舉罷免法 臺東調查站 姜○忠 起訴

昃 107 選偵 000042 選舉罷免法 臺東調查站 郭○益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偵 003413 非駕業務傷害 關山分局 江○玲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偵 003413 非駕業務傷害 關山分局 林○憲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偵緝 000069 妨害兵役條例 蘆竹分局 高○鴻 起訴

盈 107 軍調偵 000007 侵占 臺東市公所 高○旻 不起訴處分

盈 107 軍調偵 000007 侵占 臺東市公所 高○鈞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0070 詐欺 關山分局 林○榮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0083 洗錢防制法 關山分局 余○貴 起訴

盈 108 偵 000109 竊盜 臺東分局 羅○凱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0121 詐欺 臺灣高檢 范○登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0138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馬○興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0141 竊佔 臺東縣政府 彭○賢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0141 竊佔 臺東縣政府 楊○梅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0280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朱○群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0339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馬○興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速偵 00010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賓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0108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馬○向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0109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尹○富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偵 001249 竊盜 臺東分局 陳○政 起訴

黃 107 偵 001249 竊盜 臺東分局 黃○宇 不起訴處分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公告後六個月即刪除
公告日期:108.2.10~108.2.20

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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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後六個月即刪除
公告日期:108.2.10~108.2.20

黃 107 偵 001781 贓物 東縣警局 朱○興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偵 001781 贓物 東縣警局 陳○政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偵 001781 竊盜 東縣警局 侯○成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1781 竊盜 東縣警局 龍○賸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2787 詐欺 陳○深 羅○誠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3348 侵占 林○秀 簡吳○妹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3349 妨害名譽 林○秀 陳○杰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3349 妨害名譽 林○秀 簡吳○妹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3350 妨害名譽 林○秀 陳○杰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3350 妨害名譽 林○秀 簡吳○妹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3351 偽造文書 林○秀 陳○杰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3351 偽造文書 林○秀 簡吳○妹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軍偵 000049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林○綸 起訴

黃 107 軍偵 000051 其他軍事犯罪－軍 臺東分局 黃○強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0092 竊盜 臺東分局 顏○雄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0114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涂○笙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0114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黃○偉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0289 妨害名譽 陳林○玉 江○英 不起訴處分

月 106 偵 003092 竊盜 臺東分局 宋○民 不起訴處分

月 106 偵 003092 竊盜 臺東分局 黃○翔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偵 003310 詐欺 臺東分局 胡○捷 通緝

月 108 調偵 000005 詐欺 新北瑞芳區所 胡○捷 通緝

洪 106 偵 002563 詐欺 臺灣高檢 翁○庭 起訴

洪 106 偵 002563 詐欺 臺灣高檢 陳○聖 起訴

洪 106 偵 002563 詐欺 臺灣高檢 游○彰 不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002563 詐欺 臺灣高檢 黃○鵬 不起訴處分

洪 106 偵 002563 詐欺 臺灣高檢 黃○杰 起訴

洪 106 偵 002563 詐欺 臺灣高檢 劉○倫 起訴

洪 106 偵 002563 詐欺 臺灣高檢 鍾○霖 起訴

洪 106 偵 002563 詐欺 臺灣高檢 温○翔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速偵 00011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堯 緩起訴處分

月 108 速偵 00011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羅○成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12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湯○松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1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木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14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何○榮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1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簡○生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1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蘇○傑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17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林○春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1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余○身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1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陽○德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2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龍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2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葉○東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2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郭○偉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12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林○男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2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豪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012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安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012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凡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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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8 速偵 00012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林○三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012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徐○城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0129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黃○捷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013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吳陳○基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3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曾○勝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3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潘○榮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3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枝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3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騰○宏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3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渝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速偵 000136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林○傑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37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吳○輝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38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劉○雄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39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黃○營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40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張○森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速偵 00014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廖○輝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7 偵 002686 妨害家庭 臺東分局 王○錦 不起訴處分

荒 107 偵 002686 妨害家庭 臺東分局 黃○華 不起訴處分

荒 107 偵 002922 違反森林法 保七九大 呂○光 起訴

荒 107 偵 002922 違反森林法 保七九大 曾○萍 起訴

荒 107 偵 002922 違反森林法 保七九大 葛○鏡 起訴

荒 107 毒偵 000367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少觀所 李○鈴 不起訴處分

荒 107 毒偵 00061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李○陞 不起訴處分

荒 107 毒偵緝 000080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李○陞 不起訴處分

荒 107 毒偵緝 000081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李○陞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287 家庭暴力防治 臺東分局 王○如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29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義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33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羽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0440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林○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0456 竊盜 臺東分局 張○雄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014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李○明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014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顏○發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014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劉○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014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春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毒偵 000053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李○隆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毒偵 000058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李○嘉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4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曾○勇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4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羅○明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蔡○發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49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周○欽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速偵 000150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黃○生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51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洪○泉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5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玉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53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梁○民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5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輝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速偵 00015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蔡○貞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速偵 00015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朱○銘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速偵 00015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倫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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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08 速偵 00015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謝○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速偵 000159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李○弘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速偵 00016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蔡○光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161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邱○山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00328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山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偵 003297 侵占 臺東分局 鄭○彣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7 毒偵 00069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林○壹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0007 竊盜 大武分局 潘○恒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0282 竊盜 臺東分局 楊○泉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0282 竊盜 臺東分局 劉○雲 緩起訴處分

玄 108 調偵 000020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吳○炎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調偵 000020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張○暐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7 毒偵 000511 毒品防制條例 大武分局 王○翔 起訴

昃 107 撤緩 00010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江○英 撤銷緩起訴

昃 108 偵 000118 詐欺 臺灣高檢 廖○欽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撤緩 00000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輝 撤銷緩起訴

昃 108 撤緩 00000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吉 撤銷緩起訴

荒 107 偵 002172 傷害 臺東分局 劉○萍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47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蕭○發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483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張○連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048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葉○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撤緩 000015 不能安全駕駛 高○強 撤銷緩起訴

荒 108 偵 000513 妨害自由 林○東 王○泉 起訴．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002861 偽造文書 林○義 胡○豐 不起訴處分

昃 107 偵 002937 家庭暴力防治 東縣警局 胡○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偵 000079 偽證 臺東地院 袁○榮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調偵 000013 肇事逃逸 臺東成功鎮所 顏○好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000146 竊佔 臺東分局 江○玉 不起訴處分

洪 107 偵 003408 家庭暴力防治 臺東分局 蔡○隆 起訴

洪 108 偵 000150 非駕業務傷害 陳○緒 賴○秀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0152 妨害名譽 吳○堂 吳○和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0153 妨害名譽 吳○和 吳○堂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017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李○霖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偵 00027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黃○曄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偵 00035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寬 起訴

洪 108 偵 000357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0329 詐欺 關山分局 張○賢 移送他管

荒 108 偵 000422 傷害 臺東分局 吳○義 送調解報結

荒 108 偵 000514 詐欺 張○龍 謝○鋒 通緝

荒 108 偵 00059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豐○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0604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潘○銘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緝 000028 贓物 大武分局 陳○原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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