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月 109 偵 000380 傷害 臺東分局 施○英 起訴

月 109 偵 00087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周○綺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087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豪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1136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劉○宏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1146 毀棄損壞 大武分局 鍾○金 起訴

玄 109 撤緩 00002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皓 撤銷緩起訴

昃 109 速偵 00019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嬅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19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江○叡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19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宇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19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南 緩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2688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林○德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1027 傷害 大武分局 陳○傑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1027 傷害 大武分局 陳○貴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1027 傷害 大武分局 陳○成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1064 家庭暴力防治 東縣警局 余○忠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偵 001127 詐欺 簽○ 蔡○儒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續 000006 詐欺 花高分檢 葉○衛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速偵 000195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莊○文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19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雄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速偵 000197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施○江 緩起訴處分

洪 109 調偵 000065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成功鎮所 謝○生 起訴

荒 109 偵 000229 詐欺 臺灣高檢 王○智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600 賭博 北斗分局 蔡○真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1214 過失傷害 臺灣高檢 黃○傑 移送他管

荒 109 偵緝 000077 竊盜 成功分局 許○滿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速偵 00018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曾○中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18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楊○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18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姚○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速偵 000190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陳○生 緩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000683 詐欺 臺東分局 劉○田 起訴

地 109 偵 001054 妨害公務 保七九大 古○慶 起訴

地 109 偵 001103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程○文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001150 傷害 關山分局 羅○榮 起訴

地 109 偵 001217 妨害名譽 林○如 廖○良 不起訴處分

地 109 偵 001264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羅○清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118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王○艾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偵 001222 過失致死 簽○ 黃○茹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1232 竊盜 臺東分局 邱○群 通緝

盈 109 偵 00126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陸○美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 000067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邱○群 通緝

盈 109 毒偵 000077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邱○群 通緝

盈 109 毒偵 00020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邱○群 通緝

荒 109 撤緩 00002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張○溢 撤銷緩起訴

宿 109 偵 000704 竊盜 臺東分局 陳○華 起訴

宿 109 偵 000953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林○智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偵 001220 妨害自由 林○翔律師 王○國 送調解報結

宿 109 調偵 000068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卑南鄉所 王○導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少連偵緝 000002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陳○芳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軍偵 000043 其他軍事犯罪－軍 臺東分局 陳○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19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李○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19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劉○明 緩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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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11~1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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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09 速偵 00020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蔡○琴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撤緩 00000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輝 撤銷緩起訴

月 109 撤緩 00001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林○生 撤銷緩起訴

月 109 撤緩 00002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鄭○譯 撤銷緩起訴

宇 109 速偵 00020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朱○文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速偵 00020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婷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速偵 00020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朱○堂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撤緩 00002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偉 撤銷緩起訴

盈 109 偵 00120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程○霞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軍偵 000033 詐欺 臺灣高檢 林○萍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軍偵 000045 詐欺 新北市刑大 梁○婷 移送他管

盈 109 軍偵 000045 詐欺 新北市刑大 陳○丞 移送他管

盈 109 軍偵 000045 詐欺 新北市刑大 曾○勇 移送他管

盈 109 軍偵 000045 詐欺 新北市刑大 潘○鈞 移送他管

盈 109 軍偵 000045 詐欺 新北市刑大 蔡○偉 移送他管

盈 109 撤緩 00003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李○蒨 撤銷緩起訴

荒 108 偵 003501 竊盜 臺東分局 連○吉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0109 誣告 臺東分局 邱○瑜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偵 001040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黃○俊 移送他管

荒 109 偵 00118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羅○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1259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黃○能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毒偵 000112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歐○瑋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09 偵 00118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蔡○順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偵 00063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陳○田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000714 竊盜 大武分局 許○造 緩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000861 詐欺 臺灣高檢 林○宇 不起訴處分

宇 109 偵 001029 公共危險 臺東分局 簡○華 送調解報結

宇 109 偵 001235 詐欺 成功分局 鄭○英 併案審理

宇 109 撤緩偵 00003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林○貴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9 少連偵緝 000001 洗錢防制法 竹東分局 劉○文 起訴

昃 108 偵續 000019 詐欺 花高分檢 游○棠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續 000019 詐欺 花高分檢 趙○淽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續 000019 詐欺 花高分檢 趙○萱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續 000019 詐欺 花高分檢 劉○淑 不起訴處分

昃 108 偵續 000019 詐欺 花高分檢 劉○湘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001320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吳○俊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偵緝 000084 洗錢防制法 大武分局 張○珍 起訴

宿 109 毒偵緝 000034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邱○祥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撤緩 000032 公共危險 簽○ 鄭○ 撤銷緩起訴

月 108 偵 003402 詐欺 臺東分局 彭○鑫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213 妨害名譽 東縣警局 陳○河 起訴

月 109 偵 00048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曹○修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576 詐欺 臺灣高檢 伍○琳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601 傷害 臺東分局 李○龍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740 傷害 大武分局 劉○仁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845 傷害 臺東分局 王○涵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0869 詐欺 大武分局 孫○儀 移送他管

月 109 偵 001071 竊盜 成功分局 王○郎 起訴

月 109 偵 00118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美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09 偵 00118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李○鴻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124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邱林○山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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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9 偵 001260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許○宗 緩起訴處分

月 109 偵緝 000078 竊盜 成功分局 林○聲 起訴

月 109 毒偵 000199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黃○雄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毒偵緝 000029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黃○雄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撤緩 000030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黃○堅 撤銷緩起訴

宇 108 偵 002993 竊盜 臺東分局 范○佳 通緝

昃 109 速偵 00020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竣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20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古○明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速偵 00020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高○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8 毒偵 00053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林○修 追加起訴

荒 109 偵 001020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陳○基 不起訴處分

荒 109 偵緝 000086 侵占 中一分局 張○雯 送調解報結

荒 109 毒偵 000118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林○修 併案審理

宿 109 偵 000961 傷害 臺東分局 陳○豪 不起訴處分

月 109 偵 000748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朱○宇 通緝

月 109 偵 000828 強制性交 成功分局 吳○右 起訴

盈 109 偵 000406 詐欺 臺灣高檢 李○霖 併案審理

盈 109 速偵 00020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憲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20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誼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209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張○崙 緩起訴處分

盈 109 速偵 000210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李○清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速偵 000211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饒○宏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113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侯○雄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134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儒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偵 00135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王○旭 起訴

荒 109 偵緝 000085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郭○妤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21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陳○宇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219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李○東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速偵 00022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劉○廷 緩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000455 妨害性自主罪 東縣警局 潘○勇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000456 強制猥褻 東縣警局 潘○勇 起訴

宿 109 偵 000853 商標法 保二一03 徐○蔓 起訴

宿 109 偵 000859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林○成 起訴

宿 109 偵 000859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莊○倫 起訴

宿 109 偵 001086 洗錢防制法 成功分局 吳○琪 起訴

宿 109 偵 00136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陳○富 緩起訴處分

宿 109 速偵 00021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王○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00021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美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00021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翔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00021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洪○泓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00021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許○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速偵 00021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朱○華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8 偵 002280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蕭○偉 不起訴處分

宿 109 偵 001100 竊盜 臺東分局 張○衛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09 偵 001353 竊盜 東縣警局 朱○隆 起訴

地 109 偵 001362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羅○德 起訴

地 109 偵 001364 竊盜 林○如 廖○良 不起訴處分

洪 108 偵 002817 交通過失致死 簽○ 林○花 起訴

洪 109 偵 001008 妨害自由 呂○璋 黃○全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毒偵 000201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陽○廷 簽結

洪 109 撤緩毒偵 00000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蕭○宏 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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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09 撤緩毒偵 0000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蕭○宏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09 調偵 000069 非駕業務傷害 臺東市公所 劉○偉 起訴
洪 109 調偵 000072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市公所 林○花 起訴
洪 109 調偵緝 000001 傷害 臺東成功鎮所 陳○忠 起訴
荒 109 毒偵 00010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羅○豪 緩起訴處分
荒 109 毒偵 00020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葉○易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09 毒偵 000210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蔡○軍 起訴
黃 108 偵 002892 詐欺 臺東分局 郭○彥 移送他管
黃 108 偵 002892 詐欺 臺東分局 劉○呈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000554 毀棄損壞 關山分局 葉○章 起訴
黃 109 偵 000566 竊盜 臺東分局 蔡○標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000649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高○妹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001194 傷害 臺東分局 劉○益 不起訴處分
黃 109 偵 001243 妨害公務 大武分局 高○銀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緝 00007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楊○宇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偵緝 000074 槍砲彈刀條例 東縣警局 楊○宇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速偵 00022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陸○友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22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平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22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楊○傑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225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黃○哲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22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李○濤 緩起訴處分
黃 109 速偵 000227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蔡○山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速偵 00022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林○義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09 毒偵 000133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劉○堂 起訴

黃 109 毒偵 000144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葉○章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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