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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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偵 003119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林○勵 不起訴處分

玄 108 偵 003576 詐欺 大武分局 陳○琦 不起訴處分

玄 109 偵 000215 肇事逃逸 臺東分局 林○禎 簽結

盈 109 速偵 00004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賴○發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04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游○欽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04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翰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049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潘○珠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偵 003095 詐欺 臺東地院 王○君 併案審理

荒 108 偵 003161 詐欺 陳○敏 陳○億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3161 詐欺 陳○敏 鄔○祥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緝 000181 恐嚇取財得利 楠梓分局 高○益 起訴

荒 108 偵緝 000182 恐嚇取財得利 楠梓分局 高○益 起訴

荒 109 速偵 00004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徐○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042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羅○支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速偵 00004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林○豪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04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潘○成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045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豐○雄 緩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2236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林○福 起訴

荒 108 偵 002960 妨害性自主罪 東縣警局 劉○志 簽結

荒 108 偵 00306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楊○豐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王○翔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李○佑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林○盛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林○君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范姜○殿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袁○銘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郭○宏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陳○昇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陸○軒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劉○江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潘○豪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潘○仁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少連偵 000005 傷害 成功分局 鄭○倫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081 傷害 楊○材 劉林○妹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27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夏○傑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0295 傷害 簽○ 陳○宗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296 妨害自由 簽○ 周○文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296 妨害自由 簽○ 林○雄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32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李○豪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035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鄭○英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緝 000030 竊盜 玉井分局 陳○成 起訴

黃 108 偵緝 000229 侵占 南六分局 陳○丞 移送他管

黃 109 撤緩 00000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明 撤銷緩起訴

昃 108 偵 003199 詐欺 臺灣高檢 楊○夆 起訴

昃 108 偵 003206 竊盜 關山分局 張○祥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3206 竊盜 關山分局 楊○夆 起訴

昃 109 偵 000141 竊盜 關山分局 胡○來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3498 交通過失傷害 成功分局 森○ 起訴

宿 108 偵緝 000224 偽證 大武分局 龔○諭 起訴

宿 109 偵 000052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林○均 移送他管

宿 109 偵 000170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黃○怡 起訴

宿 109 偵 000183 竊盜 臺東分局 劉○仙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毒偵 000052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李○健 送戒治報結

宿 109 調偵 000023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黃○陞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調偵 000024 妨害自由 臺東達仁鄉所 龔○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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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1~10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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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09 調偵 000025 妨害自由 臺東市公所 丁○勇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調偵 000026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池上鄉所 駱○玫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調偵 000027 妨害名譽 臺東市公所 李○維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調偵 000032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林○維 起訴

宿 109 軍偵 000016 妨害名譽 林○綸 蔡○宏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軍偵 000018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玲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偵續 000013 傷害 花高分檢 羅○誧 通緝

宇 108 毒偵 000489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彭○君 通緝

昃 108 偵 003033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高○林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3269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簡○卿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毒偵 000335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李○明 送戒治報結

洪 109 偵 000177 傷害 關山分局 王○桂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032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鋒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毒偵緝 000008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仁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028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黃○儀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028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鄭○仁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撤緩 00001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誠 撤銷緩起訴

宿 108 偵 003068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林○宇 送調解報結

宿 108 偵 003068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劉○蓉 送調解報結

宿 108 偵 003418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藍○保 送調解報結

宿 108 毒偵 000608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藍○宇 起訴

宿 109 偵 000010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黃○婕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000010 醫療法 臺東分局 李○竑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偵 00012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呂○軒 緩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3320 竊盜 臺東分局 陽○廷 通緝

月 108 毒偵 000447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陽○廷 通緝

月 109 毒偵 00003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陽○廷 通緝

地 108 毒偵 000508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李○陞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調偵 000030 駕駛業務傷害 屏東霧臺鄉所 陳○羽 起訴

荒 109 偵 000085 失火燒燬建物 簽○ 戴○強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139 詐欺 東縣警局 王○宥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276 傷害 曾○生 黃○良 追加起訴

黃 108 偵 00185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黃○嘉 起訴

黃 108 偵 001989 竊盜 大武分局 高○淵 起訴

黃 108 偵 001989 竊盜 大武分局 陳○蒼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053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吳○新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793 傷害 臺東分局 田○文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793 傷害 臺東分局 李○豪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793 傷害 臺東分局 洪○凱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793 傷害 臺東分局 陽○佑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793 傷害 臺東分局 陽○吉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 002793 傷害 臺東分局 陽○剛 不起訴處分

黃 108 偵續 000012 詐欺 花高分檢 羅○明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00004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洪○福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000203 恐嚇取財得利 東縣警局 陳○偉 起訴

黃 109 偵 000344 詐欺 簽○ 雲○龍 起訴

宇 108 偵 00354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盧○淇 起訴

宇 108 偵 00355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盧○淇 起訴

宇 109 毒偵 000066 藥事法 簽○ 盧○淇 起訴

宇 109 調偵 000007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成功鎮所 林○宗 緩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1499 業務過失傷害 大武分局 鍾○昌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 00334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姚○虹 移送他管

盈 109 偵 000126 妨害自由 大武分局 李○龍 起訴

盈 109 偵 000268 竊盜 臺東分局 陳○仁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0351 家庭暴力防治 大武分局 李○龍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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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9 調偵 000031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莊○麟 起訴

盈 109 調偵 000031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彭○樑 起訴

月 107 偵 001970 商業會計法 廉政署 黃○瑞 起訴

月 107 偵 001970 商業會計法 廉政署 黃○彬 起訴

月 107 偵 002918 偽造文書 廉政署 黃○瑞 起訴

月 107 偵 002918 偽造文書 廉政署 黃○彬 起訴

月 108 偵 001965 民用航空法 航北分局 W○NG FELIX YUEN-YI 緩起訴處分

月 108 偵 003510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劉○瑞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偵緝 000218 詐欺 大武分局 黃○慶 起訴

月 108 偵緝 000222 詐欺 臺東分局 楊○婷 不起訴處分

月 108 毒偵 000360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黃○河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8 毒偵 000614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吳○祺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0074 妨害秘密 唐○澧 洪○倫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11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發 起訴

月 109 偵 000132 妨害家庭 臺東分局 江○迪 他結

月 109 偵 000132 妨害婚姻家庭 臺東分局 蘇○偉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188 竊盜 關山分局 鄭○雲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220 肇事逃逸 臺東分局 黃○鉾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撤緩偵 00001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林○容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撤緩偵 00001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王○和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撤緩偵 00001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蔡○德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撤緩偵 00001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胡○文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撤緩偵 00001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楊○賢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000051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速偵 000052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胡○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 000026 毒品防制條例 大武分局 黃○慶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調偵 000004 竊盜 臺東長濱鄉所 蔡○泰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調偵 000011 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黃○瑜 起訴

地 108 偵 002658 政府採購法 交○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郭○瑩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8 政府採購法 交○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楊○棒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8 政府採購法 交○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頡○土木包工業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8 政府採購法 交○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聯○營造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9 政府採購法 矯正署 立○土木包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9 政府採購法 矯正署 健○營造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9 政府採購法 矯正署 郭○瑩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9 政府採購法 矯正署 楊○棒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9 政府採購法 矯正署 鄭○龍 緩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9 政府採購法 矯正署 頡○土木包工業 不起訴處分

地 108 偵 002659 政府採購法 矯正署 聯○營造有限公司 緩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000225 竊盜 臺東分局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000270 殺人未遂 梁○翔 趙○宏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續 000002 殺人未遂 簽○ 陳○倫 不起訴處分

宿 108 偵 003376 竊盜 臺東分局 徐○俊 起訴

宿 109 偵 000233 竊盜 成功分局 沈○嵐 緩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000326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林○ 緩起訴處分

宿 109 偵緝 000023 竊盜 彰化分局 林○如 起訴

宿 109 偵緝 000024 竊盜 彰化分局 林○如 起訴

宿 109 偵緝 000025 竊盜 彰化分局 林○如 起訴

宿 109 速偵 00005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邱○義 緩起訴處分

宿 109 調偵 000034 傷害 臺東卑南鄉所 吳○嘉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軍偵 000012 違反職役職責－軍 臺東憲兵 丁○世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軍偵 000026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玲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軍偵 000027 詐欺 臺灣高檢 陳○玲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軍調偵 000002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宋○凡 起訴
盈 108 偵 000731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温○毅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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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08 偵 001346 洗錢防制法 東縣警局 潘○榆 不起訴處分
盈 108 偵 001346 詐欺 東縣警局 林○蒨 簽結
盈 108 偵 001346 詐欺 東縣警局 郭○深 移送他管
盈 109 偵 000105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温○毅 起訴
荒 108 偵 003507 毀棄損壞 大武分局 陳○吉 不起訴處分
荒 108 偵 003507 毀棄損壞 大武分局 董○萍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082 傷害 邱○增 林○梧 起訴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尤○昌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江○露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江○妹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江陳○生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唐蘇○玉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高○月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張王○蘭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郭○花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陳○瑩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陳○明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温○花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選偵 000004 選舉罷免法 東縣警局 温○生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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