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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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偵續 000016 詐欺 花高分檢 陳○如 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02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成○鳳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02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成○均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02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成○來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02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潘○育 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02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潘○陽 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06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潘○陽 起訴．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7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王○芳 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7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王○鑫 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7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王○君 起訴
月 107選偵 000037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吳○章 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7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吳○珊 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7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吳○娥 不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8 選舉罷免法 大武分局 朱○仁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8 選舉罷免法 大武分局 吳○堅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8 選舉罷免法 大武分局 李○梁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8 選舉罷免法 大武分局 張○豐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38 選舉罷免法 大武分局 潘○陽 起訴
月 107選偵 000043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王○傑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43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王○琪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43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張○琳 緩起訴處分
月 107選偵 000043 妨害投票 大武分局 劉○香 緩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0939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李○桀 起訴
月 108偵 001438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李○桀 起訴
月 108偵 002047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邱○方 不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2047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郝○華 不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2188 藥事法 簽○ 黃○雄 起訴
月 108偵 002199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吳○雲 起訴
月 108偵 002824 家庭暴力防治 臺東分局 黃○男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月 108偵 002930 詐欺 關山分局 張○儀 不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3239 藥事法 東縣警局 黃○雄 起訴
月 108偵 003257 洗錢防制法 成功分局 陳○榮 起訴
月 108偵 003437 詐欺 臺灣高檢 蕭○今 不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3455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黃○琳 緩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3458 洗錢防制法 成功分局 陳○榮 起訴
月 108毒偵 00058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郝○月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毒偵 00061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吳○祺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毒偵 000626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李○桀 起訴
月 108少連偵 000025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鄭○澤 起訴
月 108少連偵 000026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鄭○澤 起訴
月 108少連偵 000027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鄭○澤 起訴
月 108撤緩 00008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胡○文 撤銷緩起訴
月 108撤緩 00008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蔡○德 撤銷緩起訴
月 108撤緩 00008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賢 撤銷緩起訴
宇 108偵 003312 妨害名譽 關山分局 陳○竹 不起訴處分
宇 108偵 003312 妨害名譽 關山分局 楊○喻 不起訴處分
宇 108偵 003430 誣告 成功分局 黃○心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毒偵 000588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呂○紋 不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1944 家庭暴力防治 臺東分局 吳○康 不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2586 竊盜 臺東分局 莊○興 起訴
昃 108偵 002674 槍砲彈刀條例 臺東分局 吳○康 起訴
昃 108偵 002762 竊盜 臺東分局 周○恆 不起訴處分



1090101

頁 2

昃 108偵 003086 詐欺 大武分局 李○橞 不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3113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胡○海 不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3285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羅○凱 送調解報結
昃 108偵 003463 傷害 臺東分局 劉○宏 不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353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潘○結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偵 003560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林○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偵 00358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田○辰 緩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359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邱○花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速偵 00078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尹○復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速偵 00078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汪○芬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速偵 00078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李○湘 緩起訴處分
昃 108毒偵 00037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莊○興 起訴
昃 108毒偵 00050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黃○來 起訴
昃 108毒偵 000572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徐○鐘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毒偵 000573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陳○慧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偵 000871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陳○珠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1211 違反森林法 保七七大 楊○龍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1522 侵占 成功分局 陳○真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2259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陳○釗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2259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鍾○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3474 妨害自由 陳○釗 鍾○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緝 000214 妨害自由 屏縣刑大 林○毅 起訴
盈 108速偵 00078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陽○順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偵 002707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凌○婷 不起訴處分
荒 108偵 002707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湯○生 不起訴處分
荒 108偵 002707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楊○晟 不起訴處分
荒 108偵 002707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蔡○平 不起訴處分
荒 108偵 002938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楊○材 不起訴處分
荒 108偵 003551 賭博 成功分局 林○銓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偵 001828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鄭○彣 不起訴處分
黃 108偵 003004 詐欺 簽○ 邱○群 不起訴處分
黃 108偵 003018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鄭○彣 不起訴處分
黃 108偵 003452 傷害 成功分局 陳○良 不起訴處分
黃 108偵 003490 竊盜 臺東分局 劉○松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偵 003592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王○源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毒偵 00056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林○銘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毒偵 000593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王○威 不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2237 業務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張○裕 不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2423 詐欺 關山分局 王○寶 移送他管
月 108偵 002423 詐欺 關山分局 向○一 不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2882 詐欺 關山分局 范○苓 不起訴處分
月 108偵 002997 詐欺 臺灣高檢 金○君 不起訴處分
月 108毒偵緝 000054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楊○樺 簽結
洪 108偵 001647 放火燒燬他物 臺東分局 呂○諭 不起訴處分
洪 108偵 002826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邱○峯 不起訴處分
洪 108偵 002862 竊盜 成功分局 陽○道 不起訴處分
洪 108偵 002862 竊盜 成功分局 劉○惠 不起訴處分
洪 108偵 003280 竊盜 大武分局 楊○源 送調解報結
洪 108偵 003394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古○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偵 00351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劉○堂 起訴
洪 108偵 00352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仙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8偵 003526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戴○成 送調解報結
洪 108偵 00359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游○賢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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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08偵 002380 竊盜 臺東分局 劉○國 通緝
盈 108毒偵 000400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監獄 陳○達 通緝
盈 109偵緝 000004 妨害秘密 林園分局 張○雄 移送他管
盈 109撤緩偵 00000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余○傑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調偵 000193 毀棄損壞 臺東大武鄉所 周○民 不起訴處分
荒 108調偵 000193 毀棄損壞 臺東大武鄉所 楊○浩 不起訴處分
荒 108調偵 000194 傷害 臺東大武鄉所 王○威 不起訴處分
荒 108調偵 000194 傷害 臺東大武鄉所 楊○瑞 不起訴處分
玄 108偵 003476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王○彥 不起訴處分
宇 108偵 00339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謝○東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偵 00339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李○佑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偵 00339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楊○德 緩起訴處分
宇 108偵 003461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王○龍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偵 003540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鍾○宏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偵 00358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鄭○哲 緩起訴處分
宇 108偵 00359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黃○壹 緩起訴處分
宇 108毒偵 000366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張○龍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毒偵 00038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楊○豪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毒偵 000581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林○如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毒偵 000594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陳李○光 不起訴處分
宇 108毒偵 000595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陳李○光 不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1335 非駕業務傷害 大武分局 彭○彬 起訴
昃 108偵 001932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余○德 起訴
昃 108偵 001932 交通過失致死 關山分局 鐘○旺 不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2025 家庭暴力防治 臺東分局 方○榮 不起訴處分
昃 108偵 002033 侵占 臺灣高檢 卓○忠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偵 002479 家庭暴力防治 東縣警局 陳○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偵 003126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朱○源 不起訴處分
洪 109速偵 00000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黃○政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速偵 00000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盧○妮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速偵 00000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劉○豪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速偵 00000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同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速偵 00000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豐○順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偵 000096 背信 臺灣高檢 吳○倫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0096 背信 臺灣高檢 李○儀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0096 背信 臺灣高檢 黃○魁 不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0096 背信 臺灣高檢 趙○南 不起訴處分
盈 109偵 000038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林○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偵 001832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林○花 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2787 傷害 臺東分局 涂○良 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2787 傷害 臺東分局 蕭○莉 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2852 詐欺 臺灣高檢 劉○恩 移送他管
宿 108偵 002890 製猥褻物品等 臺東分局 蘇○生 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3030 詐欺 臺灣高檢 張○馨 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3259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陳○驊 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3309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賴○弘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3327 商標法 田中分局 賴○鑫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偵 003367 妨害兵役條例 臺東縣後指部 羅○雋 不起訴處分
宿 108毒偵 000393 毒品防制條例 花港總隊 陳○雄 緩起訴處分
昃 108毒偵 000387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徐○維 起訴
昃 108毒偵 000437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徐○維 起訴
昃 109選偵 000001 選舉罷免法 花高分院 李○奼 併案審理
昃 109選偵 000002 選舉罷免法 花高分院 李○奼 併案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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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9軍偵 000002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玲 不起訴處分
荒 108偵 002529 非駕業務傷害 成功分局 曾○夫 不起訴處分
荒 108偵 003115 詐欺 關山分局 汪○蘭 移送他管
荒 108偵 003115 詐欺 關山分局 許○斌 移送他管
荒 109偵 000051 竊盜 臺東分局 鄭○洳 起訴
黃 109速偵 000002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謝○宗 緩起訴處分
盈 108偵 003428 交通過失傷害 關山分局 周○忠 起訴
盈 108偵 003572 傷害 關山分局 劉○智 不起訴處分
荒 109偵 000028 竊盜 大武分局 許○威 起訴
荒 109偵 000083 交通過失傷害 林○賓 黃○源 不起訴處分
荒 109偵 000084 妨害名譽 張○明 傅○儀 不起訴處分
荒 109偵緝 000002 竊盜 大武分局 許○威 起訴
荒 109偵緝 000003 竊盜 大武分局 許○威 起訴
荒 109偵緝 000010 妨害兵役條例 大同分局 楊○傑 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2943 乘機猥褻 大武分局 吳○育 不起訴處分
宿 108偵 003529 誣告 法○部矯正署綠島監獄 曾○吉 追加起訴
宿 108偵 003584 竊盜 臺東分局 黃○睿 不起訴處分
宇 108偵 003470 性犯罪防治法 簽○ 劉○賢 通緝
宇 108毒偵 00026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莊○穎 通緝
宇 108毒偵 000417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莊○穎 通緝
盈 109偵 00015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周○男 起訴
盈 109偵 00016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潘○瑩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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