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洪 110 偵 002314 詐欺 大武分局 王○祥 送調解報結

洪 110 偵 002393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蘇○福 起訴

洪 110 偵 002410 不能安全駕駛 李○賢 楊○潔 併案審理

洪 110 偵 00244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蘇○福 起訴

洪 110 偵 002475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蘇○福 起訴

洪 110 速偵 00029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陳○華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速偵 00029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顏○蓁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速偵 00029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志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速偵 00029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禮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速偵 00029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羅孫○強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速偵 000295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陳○聰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速偵 00029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香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毒偵 00050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成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 0005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看守所 陳○成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0782 家庭暴力防治 臺東分局 郭○誠 起訴

盈 110 偵 000932 竊盜 大武分局 林張○華 起訴

盈 110 偵 001100 家庭暴力防治 臺東分局 郭○誠 起訴

盈 110 偵 001200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陳○光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1215 偽造文書 臺東分局 詹○坤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偵 001547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陳○志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164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妹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偵 001825 傷害 臺東分局 吳○欽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1825 傷害 臺東分局 潘○忠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1921 交通過失致死 簽○ 施○暉 緩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1943 妨害性自主罪 臺東分局 彭○煌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2245 家庭暴力防治 東縣警局 李○傑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230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朱○居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偵 002330 侵占 陳○卿 王○和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緝 000089 洗錢防制法 東縣警局 陳○蘋 起訴

盈 110 速偵 00025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村 緩起訴處分

盈 110 撤緩 00006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郝陳○蓮 撤銷緩起訴

昃 110 偵 000764 傷害 臺東分局 蔡○峰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0764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黃○堯 起訴．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0764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劉○廷 起訴

昃 110 偵 000764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羅○桀 起訴

昃 110 偵 000764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陳○任 起訴

昃 110 偵 000764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黃○呈 起訴

昃 110 偵 000764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林○翔 起訴

昃 110 偵 001385 妨害秘密 臺東分局 盧○琴 緩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1822 兒少性剝削 臺東分局 吳○泰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2201 偽造文書 巢○明 巢○明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2203 傷害 黃○豪 潘○發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2209 強盜 桃園地檢 李○陽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2305 竊盜 臺東分局 王○梅 緩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2311 妨害公務 成功分局 翁○慶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0 偵緝 000146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陽○杰 起訴

昃 110 偵緝 000147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陽○佑 起訴

昃 110 速偵 00026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高○望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0 速偵 00026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賴○賢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0 速偵 00026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芳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0 速偵 00026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新 緩起訴處分

昃 110 速偵 00026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蔡○義 緩起訴處分

昃 110 速偵 00026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彭○賢 緩起訴處分

昃 110 毒偵 00043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元 簽結

昃 110 毒偵 000431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陳○元 簽結

昃 110 調偵 000164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市公所 郭○宏 緩起訴處分

荒 110 偵 001847 交通過失傷害 成功分局 邱○平 起訴

荒 110 偵 002169 肇事逃逸 臺東分局 王○錤 送調解報結

荒 110 偵 002304 詐欺 臺東分局 陳○中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00026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輝 緩起訴處分

荒 110 速偵 00027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谷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00027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陽○忠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000272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蔣○菊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速偵 00027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楊○銘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戒毒偵 00002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戴○靜 不起訴處分

荒 110 戒毒偵 000029 毒品防制條例 簽○ 陳○鳳 不起訴處分

荒 110 軍偵 000044 其他軍事犯罪－軍 臺東分局 陳○翔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10 偵 001712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曾○綱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月 110 偵 001797 竊盜 臺東分局 M○NUEL ROGELIO GALLARDO SANCHEZ 起訴

月 110 偵 001968 妨害風化罪 關山分局 黃○宏 追加起訴

昃 110 偵 002202 一般過失致死 簽○ 吳○泰 送調解報結

昃 110 偵緝 000148 肇事逃逸 臺東分局 林○伸 送調解報結

昃 110 偵緝 000151 竊盜 通○犯死亡 李○宇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速偵 00028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李○錫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0 速偵 00028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江○傑 緩起訴處分

昃 110 速偵 000289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魏○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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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11~1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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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 110 毒偵 000315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田丁○煊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速偵 00028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諺 緩起訴處分

盈 110 速偵 00028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應○汯 緩起訴處分

盈 110 速偵 00028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宬 緩起訴處分

盈 110 速偵 000284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賴○華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285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楊○雄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28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賴○泉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毒偵 000077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楊○順 通緝

荒 110 毒偵 000184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王○銘 通緝

荒 110 毒偵 00023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楊○順 通緝

黃 109 毒偵 000388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阮○旭 簽結

黃 109 毒偵 00050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李○龍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0777 賭博 成功分局 張○豪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29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賴○卉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0 偵 001393 傷害 成功分局 凃○誠 送調解報結

黃 110 偵 001393 傷害 成功分局 陳○明 送調解報結

黃 110 偵 001393 傷害 成功分局 夏○霆 送調解報結

黃 110 偵 00150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王○釧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黃 110 偵 001633 傷害 成功分局 周○東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633 傷害 成功分局 董○校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766 洗錢防制法 成功分局 李○帆 起訴

黃 110 偵 001772 妨害風化罪 臺東分局 許○銘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780 妨害秩序 臺東分局 林○譽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819 妨害秩序 松山分局 林○譽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839 傷害尊親屬 關山分局 陳○宗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856 詐欺 潮州分局 王○斌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906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黃○綾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950 竊盜 關山分局 潘○霖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2022 洗錢防制法 嘉二分局 陳○萍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2083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葉○比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2103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李○枝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2196 交通過失傷害 李○芸 蔡○宏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2197 誣告 簽○ 高○惠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226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游○珺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偵緝 000100 妨害兵役條例 中壢分局 廖○祥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緝 000115 侵占 臺東分局 陳○珠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緝 000116 詐欺 臺東分局 羅○恩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緝 000122 詐欺 鳳林分局 高○陽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緝 000140 詐欺 中壢分局 侯○暉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緝 000149 竊盜 和平分局 李○軍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撤緩偵 00003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曾○韋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0 撤緩偵 00003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余○霖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0 速偵 000240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賴○彰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0 毒偵 000024 毒品防制條例 大武分局 阮○旭 簽結

黃 110 毒偵 000048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林○培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147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阮○旭 簽結

黃 110 毒偵 000265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阮○旭 簽結

黃 110 毒偵 000351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林○銘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0 毒偵 000356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楊○兒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0 調偵 000162 妨害名譽 臺東蘭嶼鄉所 麥○羅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調偵 000162 妨害名譽 臺東蘭嶼鄉所 呂○忠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黃 110 調偵 000176 毀棄損壞 臺東市公所 羅○鍵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調偵 000176 毀棄損壞 臺東市公所 盧○安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調偵 000177 交通過失傷害 新北樹林區所 吳○億 起訴

黃 110 調偵 000178 竊盜 臺東卑南鄉所 張○榆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軍偵 000003 竊佔 臺東分局 涂○祥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軍偵 000003 竊佔 臺東分局 涂○偉 不起訴處分

玄 110 偵 002179 竊盜 關山分局 林○鴻 起訴

玄 110 偵 002338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石○峯 起訴

宇 110 偵 000211 詐欺 太平分局 鄧○榮 起訴

宇 110 偵 001070 詐欺 臺灣高檢 鄧○榮 起訴

宇 110 偵 001071 詐欺 臺灣高檢 鄧○榮 起訴

宇 110 偵 001929 詐欺 臺灣高檢 鄧○榮 起訴

宇 110 速偵 00025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鄭○榮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0 速偵 000259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曾○韋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0 速偵 00026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柏 緩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000692 妨害性自主 臺東分局 施○雄 送調解報結

月 110 偵 001940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王○蘭 起訴

月 110 偵 002132 妨害兵役條例 臺東縣後指部 黃○清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002317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蘇○玲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1096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陳○強 送調解報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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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10 偵 001344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森○杰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1358 一般過失致死 關山分局 陳○祥 送調解報結

宇 110 偵 001451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許○珍 送調解報結

宇 110 偵 001578 傷害 饒○雲 吳○勳 送調解報結

宇 110 偵 001579 詐欺 冠○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朱○能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1579 詐欺 冠○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倪○純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1579 詐欺 冠○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張○峰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1579 詐欺 冠○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張簡○献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1579 詐欺 冠○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鄭○才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1636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林○孝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2302 竊盜 臺東分局 林○惠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0 偵 00231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趙○嵩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2451 竊盜 臺東分局 陳○露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毒偵緝 00007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任○石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調偵 00018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市公所 江○德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撤緩 00006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潘○育 撤銷緩起訴

洪 110 速偵 00030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邱○玲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速偵 00030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徐○鐘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速偵 00030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旻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速偵 00024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鴻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速偵 00024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庠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速偵 00026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高○雄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速偵 000262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蔣○甡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速偵 00027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高○麟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速偵 00027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汪○芬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速偵 00027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群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速偵 000277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楊○達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速偵 00027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速偵 00027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潘○如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速偵 00028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坤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09 偵 000768 性騷擾防治法 關山分局 陳○亮 起訴

昃 110 偵 001437 侵占 臺東分局 林○任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0 偵 002096 妨害自由 關山分局 陳○亨 起訴

昃 110 偵 002096 妨害自由 關山分局 王○駿 起訴

昃 110 偵 002096 妨害自由 關山分局 陳○國 起訴

昃 110 偵 002204 毀棄損壞 張○仁 林○瑩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2425 詐欺 臺東分局 衣○娜 起訴

昃 110 偵 002472 詐欺 臺東分局 謝○倫 起訴

昃 110 偵 002472 詐欺 臺東分局 衣○娜 起訴

昃 110 調偵 000181 妨害自由 臺東市調委會 黃謝○翔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002168 傷害 臺東分局 蘇○育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002439 一般過失致死 簽○ 潘○宗 送調解報結

洪 110 偵 002539 妨害公務 關山分局 張○聖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0 戒毒偵 000030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慶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調偵 000157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市公所 黃○暉 緩起訴處分

洪 110 調偵 000158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市公所 索○雄‧夏曼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調偵 000158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市公所 阮○威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調偵 000158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市公所 黃○暉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調偵 000159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阮○威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調偵 000159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索○雄‧夏曼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洪 110 調偵 000159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黃○暉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盈 110 速偵 00030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紀○美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30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瑩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30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劉○宙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30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忠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30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玲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30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賴○發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309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蔡○花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0 速偵 00031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朱○輝 緩起訴處分

宿 110 偵 002433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林○雯 移送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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