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玄 108 毒偵 00024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林○壹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8 毒偵 000308 毒品防制條例 大武分局 顏○龍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7 選偵 000032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支○召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32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陳○華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32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陳○旭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32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楊○鎮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32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葉○勳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32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廖○仁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王○浚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李○國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林○毅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張○軍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張○源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張○鈞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張○濂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梁○杰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陳○祥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楊○勳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葉○翔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選偵 000049 妨害投票 臺東分局 蔡○妤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速偵 00048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郭○德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速偵 00048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廖○成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毒偵 000266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余○臻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1348 竊盜 臺東分局 林○生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1527 家庭暴力防治 臺東分局 黃○忠 起訴

宇 108 偵 001628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黃○鈞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1698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古○舟 起訴

宇 108 偵 001705 妨害自由 張○東 陳○祥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177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張○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00178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侯○欽 起訴

宇 108 偵 001843 過失致死 關山分局 張○昌 送調解報結

宇 108 偵 001843 過失致死 關山分局 莊○信 送調解報結

宇 108 偵 00185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余○香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偵緝 000125 家庭暴力防治 大武分局 黃○英 起訴

宇 108 撤緩毒偵 00000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林○文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調偵 000092 駕駛業務致死 臺東市公所 林○福 緩起訴處分

黃 107 偵 003384 侵占 勞○保險局 邱○慧 起訴

黃 107 軍偵 000029 傷害 關山分局 王○凱 不起訴處分

黃 107 軍偵 000029 傷害 關山分局 李○昇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0218 詐欺 朱○蘋 謝○晏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0219 詐欺 朱○蘋 朱○群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0219 詐欺 朱○蘋 葉○遠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0373 槍砲彈刀條例 成功分局 陽○豪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1065 詐欺 信義分局 陳○宏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1378 傷害 關山分局 吳○國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1378 傷害 關山分局 陳○發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1525 強盜 臺東分局 林○玲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1525 強盜 臺東分局 黃○德 起訴

黃 108 偵 001525 強盜 臺東分局 劉○益 起訴

黃 108 偵 00163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陳○義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偵 001640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邱○忠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偵 001644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謝○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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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後六個月即刪除
公告日期:108.7.11~10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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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08 偵 00169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陳○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偵 001775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石○仁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撤緩偵 000047 肇事逃逸 簽○ 黃○凱 起訴

黃 108 撤緩偵 00004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李○佑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45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田○丞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45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古○文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45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蕭○鑾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45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黃○昇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速偵 00045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林○杰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000315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盧○朋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戒毒偵 0000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然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少連偵 000002 詐欺 臺灣高檢 林○輝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少連偵緝 000003 妨害秩序 中市刑大 黃○賢 移送他管

黃 108 軍偵 000003 野生動物保育 成功分局 王○捷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軍偵 000011 妨害電腦使用 臺灣高檢 陳○玲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軍偵 000033 傷害 關山分局 江○傑 送調解報結

黃 108 軍偵 000034 妨害電腦使用 臺灣高檢 陳○玲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軍偵 000037 妨害婚姻 臺灣高檢 葉○祥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軍偵 000038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玲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軍調偵 000005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林○羽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撤緩 00005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羅○明 撤銷緩起訴

黃 108 撤緩 00005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翔 撤銷緩起訴

黃 108 撤緩 000057 不能安全駕駛 鍾○賢 撤銷緩起訴

宇 107 偵 002639 妨害自由 臺灣高檢 洪○雄 通緝

宇 107 偵 003243 駕駛業務傷害 臺東分局 簡○緯 起訴

宇 108 偵 001344 非駕業務傷害 成功分局 陳○蓮 起訴

宇 108 偵 001706 性犯罪防治法 簽○ 張○福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001975 建築法 簽○ 彌○芬 起訴

宇 108 偵緝 000113 竊盜 國道四隊 許○偉 起訴

宇 108 偵緝 000114 竊盜 國道四隊 許○偉 起訴

宇 108 偵緝 000115 竊盜 國道四隊 許○偉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0215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邱○維 起訴

宇 108 毒偵 00031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邱○維 簽結

盈 108 偵 001650 過失致死 簽○ 陳○榮 送調解報結

盈 108 偵 001679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分局 潘○廷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1905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黃○智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2003 詐欺 臺東分局 李○婷 移送他管

盈 108 偵 002003 詐欺 臺東分局 林○寬 移送他管

盈 108 偵 00204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星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偵緝 000130 詐欺 中六分局 郭○宏 移送他管

盈 108 毒偵 000326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監獄 陳○玲 併案審理

盈 108 毒偵 000328 毒品防制條例 大武分局 謝○宏 起訴

盈 108 毒偵 000330 毒品防制條例 大武分局 李○興 起訴

盈 108 調偵 000109 業務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洪○麒 起訴

盈 108 軍偵 000047 其他軍事犯罪－軍 臺東分局 鄭○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軍調偵 000003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成功鎮所 林○鑫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軍調偵 000006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汪○祥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514 詐欺 張○龍 張○廉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緝 000083 詐欺 自行○案 謝○鋒 起訴

宿 108 偵 001179 商標法 高雄調查處 鄭○宏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307 竊盜 關山分局 方○誠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307 竊盜 關山分局 黃○恩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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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8 偵 001312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陳○福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132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莊○興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1503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董○萍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548 竊盜 關山分局 余○國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604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王○中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1701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賴○信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178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黃○義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1805 傷害 葉○遠 許○行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185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儒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191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奇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191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丁○義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撤緩偵 00004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000472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伍○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000487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郭○三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00048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玉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00048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福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00049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林○嫣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速偵 00049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高○瑜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調偵 000093 竊盜 臺東延平鄉所 陳○春 緩起訴處分

月 107 調偵續 000001 詐欺 臺東市公所 林○琴 不起訴處分

月 107 調偵續 000001 詐欺 臺東市公所 張○華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0459 詐欺 成功分局 蘇○雯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0466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鄭○馨 起訴

月 108 偵 000718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周○緣 送調解報結

月 108 偵 000913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鄭○燕 送調解報結

月 108 偵 001003 竊盜 臺東分局 鄧○蓉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074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分局 楊○香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230 竊盜 成功分局 朱○明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25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周○章 緩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252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分局 羅○詩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711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宋○良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741 侵占 臺東分局 楊○華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1762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邱○欽 起訴

月 108 偵 001809 竊盜 臺東分局 田丁○煊 起訴

月 108 偵 00191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蘇○怡 起訴

月 108 偵 001917 妨害公務 成功分局 王○賢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緝 000060 替代役條例 大安分局 盧○豐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毒偵 00015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蔡○慧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撤緩 000058 不能安全駕駛 黃○存 撤銷緩起訴

玄 108 偵 001984 侵占 臺東分局 賴○垚 移送他管

昃 108 偵 000990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康○曦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偵 001957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李○宗 移送他管

洪 108 速偵 00048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鍾○益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00048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 速偵 00048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戴○安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048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妤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速偵 000486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黃○富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7 選偵 000054 選舉罷免法 關山分局 王○強 不起訴處分

荒 107 選偵 000054 選舉罷免法 關山分局 王○芳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469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蔡○隆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宿 108 偵 000119 對未成年性交 臺灣高檢 林○瑜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018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曾○勇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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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8 偵 001136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呂○春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136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馬○宇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136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馬○蘭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136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馬○娜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136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潘○頻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197 賭博 簽○ 林○偉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261 詐欺 臺東分局 黃○棋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461 過失傷害 曾○璟 葛○聖 送調解報結

宿 108 偵 001545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李○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1709 性騷擾防治法 臺東分局 劉○富 送調解報結

宿 108 偵 001732 詐欺 張晉○等 蔣○華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緝 000105 性犯罪防治法 大武分局 陳○傑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毒偵 00005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蕭○恩 起訴

宿 108 毒偵 000208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蔣○甡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毒偵 000291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李○元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毒偵 000302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魏○順 起訴

宿 108 毒偵 00031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李○元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調偵 000089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楊○勳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調偵 000090 著作權法 臺東市公所 洪○杰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少偵 000002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地院 蔡○炫 起訴

宿 108 選偵 000008 妨害投票 臺東調查站 利○英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選偵 000008 妨害投票 臺東調查站 邱○琴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選偵 000008 妨害投票 臺東調查站 陳○明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1748 詐欺 大武分局 游○洵 移送他管

黃 108 偵 001789 竊盜 成功分局 黃○明 起訴

黃 108 偵 001895 槍砲彈刀條例 東縣警局 豊○揚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毒偵 000296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豊○揚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撤緩 000061 竊盜 簽○ 陳○珠 撤銷緩起訴
宇 108 偵 000830 藥事法 大武分局 侯○正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 00146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林○彤 起訴
宇 108 偵 00179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林○彤 起訴
宇 108 速偵 00047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羅○標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00047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鍾○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速偵 00047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豐○玉 緩起訴處分
宇 108 速偵 000476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朱○明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449 肇事逃逸 臺東分局 林○蓮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0882 入出國移民法 花蓮縣專勤隊 葉○麗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1041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許○煒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1041 傷害 臺東分局 陳○人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1303 傷害 大武分局 孫姜○德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緝 000085 非駕業務傷害 自行○案 陳○傑 起訴
荒 108 速偵 00049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朱○樹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速偵 00049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谷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1877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黃○馨 起訴
盈 108 偵 001963 偽造文書 簽○ 張○蘭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1963 偽造文書 簽○ 謝○榮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2024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劉○宏 簽結

盈 108 調偵 000087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鄭○川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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