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洪 111 速偵 000127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128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黃○生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12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徐陳○美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130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蔡○雄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131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高○宏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09 毒偵 000587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欽 不起訴處分

盈 109 毒偵 00060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欽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2164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陳○如 起訴

盈 110 偵 002164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陳○文 起訴

盈 110 偵 003399 交通過失傷害 大武分局 楊○祥 起訴

盈 110 毒偵 000018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欽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毒偵 00001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欽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毒偵 00058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蔡○彣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毒偵 00058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蔡○彣 不起訴處分

盈 111 偵 000094 詐欺 臺灣高檢 吳○柔 起訴

盈 111 偵 000095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吳○柔 起訴

盈 111 偵 000096 洗錢防制法 臺灣高檢 吳○柔 起訴

盈 111 偵 000163 侵占 臺東分局 吳○娥 不起訴處分

盈 111 偵 00033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恩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偵 00033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謝○峰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偵 000381 竊盜 成功分局 林○穎 不起訴處分

盈 111 偵 000388 妨害名譽 東縣警局 侯○辰 不起訴處分

盈 111 速偵 000114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張○芳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速偵 00011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樟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速偵 00011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龍 緩起訴處分

盈 111 速偵 00011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黃○龍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調偵 000037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卑南鄉所 王○慧 不起訴處分

盈 111 少連偵緝 000001 毀棄損壞 中市警局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偵緝 000007 傷害 成功分局 楊○德舞歌阿德 起訴

洪 110 偵 003668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黎○智 不起訴處分

洪 111 偵 000413 詐欺 大武分局 林○福 移送他管

洪 111 毒偵 000019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陳○杰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毒偵 00002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吳○萍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毒偵 000054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劉○雄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撤緩 00002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許○誠 撤銷緩起訴

宿 110 偵 003809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張○彞 起訴

宿 110 毒偵 00067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文 通緝

宿 111 偵 000150 洗錢防制法 蘆洲分局 林○宇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偵 000484 竊盜 臺東分局 賴○閔 起訴

宿 111 撤緩偵 00000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吳○珠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撤緩偵 000009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聰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毒偵 000006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劉○文 通緝

洪 109 偵 003046 侵占 鐵警花蓮 范○芸 不起訴處分

洪 109 偵 003046 侵占 鐵警花蓮 莊○賢 不起訴處分

洪 111 偵 000039 傷害 成功分局 邱○維 不起訴處分

洪 111 撤緩偵 000007 不能安全駕駛 簽○ 藍○先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撤緩偵 000012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毒偵緝 000015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聰 不起訴處分

荒 110 毒偵 00061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蕭○忠 不起訴處分

荒 110 毒偵 00062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蕭○忠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偵 000338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邱○越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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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 111 偵 000408 侵占 臺東分局 朱○斌 送調解報結

宿 111 偵緝 000054 交通過失傷害 關山分局 黃○玲 起訴

宿 111 調偵 000064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林○利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3385 詐欺 東縣警局 張○嚴 送調解報結

宇 111 偵 000065 妨害名譽 潘○明 吳○勳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偵 000145 違反森林法 保七九大 劉○泰 起訴

宇 111 偵 000145 違反森林法 保七九大 蘇○男 起訴

宇 111 偵 000199 藏匿人犯 臺東分局 高○璇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偵 000326 侵占 大武分局 史○濰 送調解報結

宇 111 偵 000326 侵占 大武分局 薛○萩 送調解報結

宇 111 偵 000475 偽證 張○坤 蘇○文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09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孫○順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速偵 00010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王○治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0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彭○賢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速偵 000102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謝○樹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速偵 000103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王○良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速偵 000104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何○維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速偵 00010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雄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0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朱○漢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07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余○中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速偵 000108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刑隊 何○誌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0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胡○榮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1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余○翔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1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賴○輝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12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施○瑜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毒偵 000080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蕭○萍 送戒治報結

宇 111 調偵 000062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卑南鄉所 王○琪 起訴

宇 111 調偵 000062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卑南鄉所 戴○芃 起訴

月 110 毒偵 000292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陳○勇 通緝

月 110 毒偵 00048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王○慧 通緝

月 110 毒偵 00052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鄭○耀 通緝

月 110 毒偵 000679 毒品防制條例 大武分局 鄭○耀 通緝

宇 110 偵 001897 交通過失傷害 大武分局 潘○瑋 起訴

宇 111 偵 000437 竊盜 臺東分局 羅○櫻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偵緝 000039 竊盜 中壢分局 林○賢 送調解報結

宇 111 毒偵 000089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李○祖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調偵 000001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鹿野鄉所 王○忠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撤緩 000013 妨害秘密 簽○ 李○鴻 撤銷緩起訴

宇 111 撤緩 000024 肇事逃逸 簽○ 薛○傑 撤銷緩起訴

昃 110 偵 003270 詐欺 臺東分局 卓○傑 通緝

昃 110 偵 003362 竊盜 臺東分局 張○智 通緝

昃 110 偵 003612 詐欺 中山分局 蔡○琴 通緝

昃 110 偵 003774 竊盜 張○發 張○智 通緝

昃 110 毒偵 00052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葉○斌 通緝

昃 110 毒偵 00055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堂 通緝

昃 110 毒偵 000656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林○堂 通緝

昃 111 偵 000149 侵占 臺東分局 施○岳 通緝

宿 110 毒偵 000487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宋○豪 通緝

黃 110 偵 002886 肇事逃逸 臺東分局 宋○魁 通緝

黃 110 偵 003314 違反森林法 保七總隊 陳○正 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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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10 偵 003450 詐欺 大安分局 高○旻 通緝

黃 110 偵 003450 詐欺 大安分局 鄧○瑄 通緝

黃 110 偵 003625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潘○俊 通緝

黃 110 偵 003912 侵占 臺東分局 王○開 通緝

黃 111 偵 000139 過失傷害 大武分局 高○安 通緝

黃 111 偵 000232 詐欺 成功分局 高○旻 通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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