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宇 111 毒偵緝 00000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蘇○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24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蔡○慶 緩起訴處分

玄 110 偵 00390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楊○宏 緩起訴處分

玄 111 偵 00004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震 緩起訴處分

玄 111 偵 00004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奇 聲請簡易判決

玄 111 偵 00005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劉○玲 緩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001392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張○仁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003698 妨害名譽 萬華分局 鄒林○娟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003698 妨害名譽 萬華分局 姜○昌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003741 詐欺 士林分局 曾○瑛 移送他管

洪 110 偵 003883 傷害 臺東分局 李○富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003883 傷害 臺東分局 郭○明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偵 003883 傷害 臺東分局 黃○華 不起訴處分

洪 110 復偵 000005 侵占 簽○ 王○順 不起訴處分

洪 111 偵 000017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梁○親 起訴

洪 111 調偵 000006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吳○成 不起訴處分

洪 111 調偵 000006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黃○剛 不起訴處分

洪 111 少連偵 000002 詐欺 臺東分局 林○琪 移送他管

盈 109 偵 001724 背信 臺灣高檢 謝○娥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偵 001724 背信 臺灣高檢 楊○展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059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毛○尊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059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林○鵬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059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林○安 起訴．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1271 竊盜 關山分局 莫○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1271 竊盜 關山分局 潘○得 起訴

盈 110 偵 001816 偽造文書 臺灣高檢 詹○修 起訴

盈 110 偵 001964 詐欺 臺灣高檢 鍾○獻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2091 詐欺 臺東分局 馬○琴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2195 詐欺 陳○仁 鍾○里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2195 詐欺 陳○仁 謝○娥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2195 詐欺 陳○仁 楊○展 起訴

盈 110 偵 002288 侵占 成功分局 李○娟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2552 偽造文書 謝○菁 楊○絲 移送他管

盈 110 偵 003123 詐欺 臺灣高檢 潘○強 起訴

盈 110 偵 003192 偽造文書 臺東分局 楊○絲 移送他管

盈 110 偵 003330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總隊 陳○全 起訴

盈 110 偵 003330 廢棄物清理法 保七總隊 陳○傑 起訴

盈 110 偵 003800 詐欺 新莊分局 顏○惠 移送他管

盈 110 偵續 000026 偽造文書 花高分檢 蔡○ 緩起訴處分

盈 111 速偵 00000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曄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偵 002964 詐欺 臺東分局 林○尹 起訴

宿 111 偵 000114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林○瑜 起訴

宿 111 偵 000114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林○珊 起訴

宿 111 偵 000114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許○微 起訴

宿 111 偵 000114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盧○安 起訴

宿 111 偵 000114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林○尹 起訴

月 110 偵 003702 侵占 關山分局 劉○文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11 調偵 000004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林○婷 不起訴處分

月 111 調偵 000005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林○瑩 不起訴處分

月 111 調偵 000014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陳○剛 起訴

月 111 撤緩 000011 肇事逃逸 簽○ 潘○富 撤銷緩起訴

宇 110 偵 002528 強制性交 成功分局 王○瓚 起訴

宇 110 偵 002977 強制性交 成功分局 王○瓚 起訴

宇 110 偵 003452 詐欺 新莊分局 應○宏 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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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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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10 毒偵緝 000075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梁○閔 通緝

宇 111 偵 000026 詐欺 新莊分局 應○宏 通緝

宿 110 偵 001898 傷害 大武分局 謝○生 送調解報結

宿 110 偵 001898 傷害 大武分局 蔡○安 送調解報結

宿 110 偵 001898 傷害 大武分局 林○文 送調解報結

宿 111 偵 000093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范姜○萍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02 洗錢防制法 關山分局 施○文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03 洗錢防制法 關山分局 施○文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21 洗錢防制法 航空警局 廖○傑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22 洗錢防制法 航空警局 廖○傑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23 洗錢防制法 航空警局 廖○傑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24 洗錢防制法 航空警局 廖○傑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25 洗錢防制法 航空警局 廖○傑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30 傷害 自行○案 張○鑠 起訴

宿 111 偵緝 000031 傷害 自行○案 張○鑠 起訴

宿 111 撤緩偵 00000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高○明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撤緩偵 00000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邱○榮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毒偵緝 00000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張○義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10 偵 002053 竊盜 臺東分局 陳○柏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002053 竊盜 臺東分局 吳○澄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偵 003653 兒少性剝削 東縣警局 廖○霖 起訴

月 110 毒偵 000507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王○裕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調偵 000274 妨害自由 臺東市公所 吳○澄 不起訴處分

月 111 偵 000086 詐欺 林○章 黎○蓉 不起訴處分

月 111 偵 000089 一般過失致死 白○霖 送調解報結

月 111 偵 000110 詐欺 臺東分局 游○翔 不起訴處分

地 110 偵 002422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徐○弘 不起訴處分

地 110 偵 003762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徐○賢 不起訴處分

地 110 偵 00383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蘭 起訴

地 110 偵 003905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王○智 緩起訴處分

地 110 偵 00390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鄭○梅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0 偵 003909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黃○子 不起訴處分

地 110 偵 00391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吳○菱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0 毒偵 000355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任○怡 不起訴處分

宿 110 毒偵 000378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任○怡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速偵 000017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張○光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000018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蘇○柔 緩起訴處分

宿 111 速偵 00001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李○昇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000020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周○光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00004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温○賢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毒偵 00003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蔣○甡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1 速偵 00002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男 緩起訴處分

黃 111 速偵 000022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胡○夫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1 速偵 00002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鄭○德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10 偵 003323 傷害尊親屬 大武分局 温○言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11 毒偵 000033 毒品防制條例 大武分局 王○輝 簽結

地 110 偵 003642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王○德 起訴

地 110 偵 003644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吳○益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0 偵 00391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L○ HUNG CUONG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1 偵 000075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邱○成 不起訴處分

地 111 偵 000076 傷害 臺東分局 陳○泰 不起訴處分

地 111 調偵 000018 毀棄損壞 臺東市公所 許○賢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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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111 速偵 00002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余○華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3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沈○霞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31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林○祥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03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方○義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33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林○龍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03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蔡○稜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35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鄭○斌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036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孔○偉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37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潘○笙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03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潘○明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03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4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温○雄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4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生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42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楊○雄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4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謝○隆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044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吳○榕 聲請簡易判決

黃 110 毒偵 00054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徐○章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562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徐○章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606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黃○怡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612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謝○祐 緩起訴處分

宇 110 毒偵 000522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黃○孝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 000041 傷害 關山分局 范○輝 送調解報結

宇 111 偵 000041 傷害 關山分局 范○靜 送調解報結

宇 111 速偵 00004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廖○儀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04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益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047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鄭○政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速偵 00004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林○妹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毒偵 000016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鄭○玟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速偵 00002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惠 緩起訴處分

盈 111 速偵 00002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羅○枝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撤緩 000004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陽○忠 撤銷緩起訴

宿 110 偵 003611 詐欺 佳里分局 邱○祥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偵 000148 詐欺 臺東分局 黃○雯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偵緝 000032 侵占 大武分局 楊○妹 送調解報結

玄 110 偵 00389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福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撤緩 00007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 撤銷緩起訴

黃 110 撤緩 000084 竊盜 簽○ 陳○恩 撤銷緩起訴

黃 110 撤緩 00010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徐○玉 撤銷緩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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