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盈 108 偵 001319 竊盜 成功分局 葉○慶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3260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胡○偉 送調解報結

盈 108 偵 003260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許○強 送調解報結

盈 109 偵 000002 商標法 智財分署 徐○蔓 送調解報結

盈 109 偵 000053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陳○洵 送調解報結

盈 109 偵 000063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古○杰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0096 詐欺 王○來 賴○榮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23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侯○徽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243 著作權法 臺東分局 潘○惠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 000010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王○穎 起訴

盈 109 毒偵 000046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監獄 湯○根 移送他管

盈 109 軍偵 000006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周○緯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軍調偵 000001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江○龍 起訴

黃 108 偵 003012 公平交易法 臺灣高院 林○助 併案審理

月 109 偵 000076 性犯罪防治法 簽○ 賴○成 通緝

荒 108 偵 002812 妨害自由 關山分局 余○元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3565 侵占 臺東分局 潘○龍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毒偵 0006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林○韋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0175 詐欺 陳○柏 林○賢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毒偵 000015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曾○敏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調偵 000013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鹿野鄉所 杜○盈 起訴

荒 109 撤緩 00000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蕭○發 撤銷緩起訴

黃 108 偵 001225 貪污治罪條例 花高分院 陳○代 併案審理

黃 108 偵 001225 貪污治罪條例 花高分院 陳○雄 併案審理

宇 108 偵 002926 傷害 臺東分局 姜○正 起訴

宇 108 偵 002926 傷害 臺東分局 鍾○金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2995 傷害 臺東分局 姜○正 起訴

宇 108 偵 002995 傷害 臺東分局 鍾○金 起訴

宇 108 偵 00332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劉○明 起訴

宇 108 偵 003525 傷害 臺東分局 林○隆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毒偵 000567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林○生 起訴

宇 108 調偵 000170 毀棄損壞 臺東大武鄉所 林○庭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調偵 000170 毀棄損壞 臺東大武鄉所 劉胡○邦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調偵 000188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市公所 陳○昆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速偵 00001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陽○儀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8 偵 003118 傷害 臺東分局 許○思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03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涵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03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瑋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03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常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調偵 000022 妨害名譽 臺東市公所 簡○祐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00023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李○順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偵 000251 詐欺 臺灣高檢 黃○玲 移送他管

宿 109 偵緝 000009 傷害 關山分局 蔡○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毒偵緝 000002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蔡○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毒偵緝 000003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蔡○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毒偵緝 000004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蔡○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毒偵緝 000005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蔡○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毒偵緝 000006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蔡○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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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1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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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109.2.10

宇 108 偵 002339 肇事逃逸 臺東分局 陳○珍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1594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陳○穎 起訴

昃 108 偵 001594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劉○成 起訴

昃 108 偵 001803 強制猥褻 東縣警局 江○延 起訴

昃 108 偵 002258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巴○瑞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3195 妨害自由 王○君 盧○生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緝 000190 妨害自由 自行○案 顏○傑 追加起訴

昃 108 偵緝 000204 妨害兵役條例 中一分局 潘○凡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緝 000212 毀棄損壞 東縣警局 林○翔 追加起訴

昃 108 偵緝 000213 妨害自由 東縣警局 林○翔 追加起訴

昃 108 毒偵 000161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刑隊 胡○琴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毒偵 000430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強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毒偵 000523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林○昌 他結

昃 108 毒偵 00060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地院 王○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少連偵 000016 傷害 成功分局 夏○霆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8 少連偵 000016 傷害 成功分局 涂○誠 不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0001 妨害自由 郭○芳 陳○泉 併案審理

昃 109 偵 00003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李○勳 緩起訴處分

昃 109 偵 00006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恩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撤緩偵 00000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明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03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鍾○頤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3542 賭博 東縣警局 黃徐○謙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000612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蘇○鋐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0008 侵占 臺東分局 蔣○華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050 竊盜 臺東分局 蔡○進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056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林○諭 起訴

洪 109 偵 000122 過失傷害 成功分局 謝○生 送調解報結

洪 109 偵 000130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陳○惠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18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王○煌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205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鄭鄧○華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023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誠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297 家庭暴力防治 簽○ 林○賢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30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陳○仁 起訴

盈 109 毒偵 000058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陳李○光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撤緩 00000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鄭○玲 撤銷緩起訴

黃 108 偵 002693 妨害婚姻家庭 關山分局 王○政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693 妨害婚姻家庭 關山分局 黃○甄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946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鄭○彣 起訴

黃 108 偵 003218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陳○任 送調解報結

黃 108 偵 003218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陽○吉 送調解報結

黃 108 偵 003218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顏○志 送調解報結

黃 108 偵 003294 肇事逃逸 臺東分局 陳○龍 送調解報結

黃 108 偵 003354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朱○枝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3354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鄭○彣 起訴

黃 108 偵 003429 傷害 成功分局 傅○忠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8 偵 003523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廖○明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3570 妨害公務 臺東分局 劉○翔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黃 108 偵緝 000163 非駕業務傷害 臺灣高檢 李○魁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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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08 偵緝 000164 非駕業務傷害 臺灣高檢 李○魁 起訴

黃 108 毒偵 000425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潘○澤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毒偵 000461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方○雄 緩起訴處分

黃 108 調偵 00010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市公所 莊○察 送調解報結

黃 108 調偵 000171 非駕業務傷害 太麻里鄉公所 高○財 起訴

黃 109 偵 000025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鄭○彣 起訴

黃 109 偵 000093 交通過失傷害 劉○昇 黃○宗 起訴

黃 109 偵 000142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蔡○臻 起訴

黃 109 偵 000143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劉○堂 起訴

黃 109 偵 000210 妨害自由 簽○ 王○舉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000210 妨害自由 簽○ 劉○勛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000224 竊盜 臺東分局 王○茗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 000253 偽證 謝○濰 廖○宏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偵緝 000016 竊盜 東縣警局 劉○國 起訴

黃 109 偵緝 000017 竊盜 東縣警局 劉○國 起訴

黃 109 撤緩偵 00001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吳○倫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撤緩偵 00001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楓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速偵 00003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發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速偵 00003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蕭○程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03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憲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03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林○醇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034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沈○一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03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李○俊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3348 背信 陳○尚 施○元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000349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馬○原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1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林○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1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郭○強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1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廖○男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20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張○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2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2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2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杜○傑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2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田○禾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02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陳○雪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02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謝○福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027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黃○家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028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邱○美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02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謝○清 緩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3343 竊盜 東縣警局 黃○鳳 通緝

宿 108 毒偵 000620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嚴○華 起訴

宿 109 偵 000258 竊盜 臺東分局 謝○君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毒偵 000024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烏○斯稚維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毒偵 000040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烏○斯稚維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09 撤緩 000008 恐嚇取財得利 簽○ 温○賢 撤銷緩起訴

宇 108 偵 001616 傷害 臺東分局 陳○侑 通緝

宇 108 偵 001616 遺棄 臺東分局 林○弘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1616 遺棄 臺東分局 許○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1616 遺棄 臺東分局 黃○舉 起訴．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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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08 偵 001616 遺棄 臺東分局 廖○名 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1616 遺棄 臺東分局 羅○宏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08 偵 003288 詐欺 臺東分局 金○豪 送調解報結

宇 109 偵 000107 竊盜 關山分局 戴○諒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00011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鄉 起訴

宇 109 偵 000248 背信 林○弘 蔣○雀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000249 妨害自由 簽○ 張○生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000249 妨害自由 簽○ 張○蓮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32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陳○德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034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延 起訴

洪 109 偵 000359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宋○穎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027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香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032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陳○林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03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林○章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軍偵 000004 詐欺 花高分檢 林○緯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速偵 00004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邱○玉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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