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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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5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李○澤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15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勲 緩起訴處分

荒 110 偵 00371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蔣○琪 起訴

荒 110 偵 00371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靜 起訴

荒 110 偵 00371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羅○裕 起訴

荒 110 偵 00371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彬 起訴

荒 110 偵 003718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羅○裕 起訴

荒 110 偵 003718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彬 起訴

荒 110 偵 003718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蔣○琪 起訴

荒 110 偵 003718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靜 起訴

荒 110 毒偵 000630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歐○瑋 不起訴處分

荒 111 偵 000549 竊盜 臺東分局 王○鋐 緩起訴處分

荒 111 偵 00089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刑隊 羅○裕 起訴

荒 111 偵 000894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刑隊 陳○靜 起訴

荒 111 偵 000895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刑隊 蔣○琪 起訴

荒 111 偵緝 000051 交通過失傷害 通○犯死亡 廖○勝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緝 000004 家庭暴力防治 自行○案 張○成 起訴．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緝 000005 毀棄損壞 自行○案 張○成 起訴

宇 111 速偵 000159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許○雅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6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賴○斌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速偵 00016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盧○雄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0 偵 002162 傷害 臺東分局 翁○俊 起訴

昃 110 偵 002713 洗錢防制法 中和分局 陳○伃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3340 贓物 臺東分局 謝○男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0 偵 003340 竊盜 臺東分局 潘○宏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3444 洗錢防制法 關山分局 潘○珍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3738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黃○豪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毒偵 00058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謝○忠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毒偵 000664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凡 不起訴處分

昃 110 毒偵 00066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林○凡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偵 000031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羅○嘉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偵 000126 偽造文書 關山分局 沈○傑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1 偵 000208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江○峯 起訴

昃 111 偵 000392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黃○翔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偵 000426 詐欺 大雅分局 卓○駿 移送他管

昃 111 偵 000504 強制猥褻 東縣警局 簡○月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偵 000506 侵占 侯○政 黃○守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偵 000509 洗錢防制法 臺東分局 陳○伃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偵 000621 傷害 臺東分局 廖○揚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1 偵緝 000016 傷害 竹一分局 陳○珮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1 撤緩偵 000011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宏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1 撤緩偵 00001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潘○良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1 速偵 00013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許○辰 聲請簡易判決

昃 111 醫偵 000002 醫療過失致死 張○宇 林○怡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醫偵 000002 醫療過失致死 張○宇 林○琦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毒偵 000076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葉○易 起訴

盈 110 偵 003558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蕭○潔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偵 003558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吳○娥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毒偵 000079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欽 簽結

盈 110 毒偵 000080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欽 簽結

盈 110 毒偵 000263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謝○興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毒偵 000283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欽 簽結

盈 110 毒偵 000324 毒品防制條例 觀護○分 張○欽 簽結

盈 110 毒偵 000377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維 不起訴處分

盈 110 毒偵 00063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翰 緩起訴處分

盈 111 偵 000013 藏匿人犯 大武分局 李○枝 緩起訴處分

盈 111 偵 000603 傷害 臺東分局 李○宏 不起訴處分

盈 111 速偵 000155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張○鏡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速偵 000156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宋○璋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速偵 000157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呂○龍 聲請簡易判決

盈 111 速偵 00015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林○峰 緩起訴處分

盈 111 調偵 000024 傷害 臺東市公所 賴○男 不起訴處分

盈 111 調偵 000024 傷害 臺東市公所 張○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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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1~11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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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 111 調偵 000025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鹿野鄉所 廖○琴 不起訴處分

盈 111 軍撤緩偵 000003 公共危險罪－軍 簽○ 吳○潗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偵 000654 過失傷害 關山分局 黃○鳳 送調解報結

宿 111 偵 000706 過失傷害 臺東分局 杜○琴 送調解報結

月 110 偵 003329 違反森林法 保七總隊 劉○文 通緝

月 110 偵 003752 妨害秘密 臺東分局 梁○軒 送調解報結

月 110 偵 003876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林○中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毒偵 000509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賴○謀 不起訴處分

月 110 毒偵 000688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賴○謀 不起訴處分

月 111 偵 000321 傷害 臺東分局 林○任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11 偵 000321 傷害 臺東分局 孫○緯 聲請簡易判決

月 111 偵 000454 詐欺 中興分局 葉王○諾 併案審理

月 111 偵 000482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蘇○期 起訴

月 111 偵 00061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然 送調解報結

月 111 偵 000829 妨害名譽 賴○榮 賴○政 不起訴處分

月 111 偵 000829 妨害名譽 賴○榮 謝○君 不起訴處分

月 111 偵 001061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蘇○期 起訴

月 111 毒偵緝 000002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曾○ 送戒治報結

月 111 戒毒偵 000002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智 不起訴處分

月 111 戒毒偵 00000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王○智 不起訴處分

地 111 偵 00026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曾○生 起訴

地 111 偵 000261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吳○發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1 偵 000366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潘○韓 緩起訴處分

地 111 偵 000428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梁○吉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1 偵 00056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邱○儀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1 偵 000571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林○郎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1 偵 00057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郭○儀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1 偵 000573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胡○民 緩起訴處分

昃 110 偵 003546 詐欺 新莊分局 林○庭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偵 000677 交通過失致死 簽○ 許○明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偵 000753 毀棄損壞 中四分局 D○SI SETIAWATI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調偵 000051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成功鎮所 邱○梅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調偵 000053 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楊○勝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調偵 000053 傷害 高市前鎮區所 曾○霆 不起訴處分

昃 111 調偵 000072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王○雄 不起訴處分

荒 111 偵 000068 替代役條例 臺東縣政府 潘○凡 通緝

荒 111 速偵 000138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謝○繽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1 速偵 000139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黎○吾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1 速偵 000149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胡○純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1 速偵 000150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王○哲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1 速偵 000151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范○登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1 速偵 000152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黃○章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0 偵 001911 侵占 臺東分局 孫○林 通緝

宇 110 偵 003315 違反森林法 保七總隊 周○珍 起訴

宇 110 偵 003437 妨害自由 東縣警局 盧○任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3441 竊盜 臺東分局 鄭○庭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3637 詐欺 新莊分局 賈○國 移送他管

宇 110 偵 003683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胡○睿 通緝

宇 110 偵 003796 詐欺 東縣警局 張○融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3796 詐欺 東縣警局 E○GENE LEE KUAN YOO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 003867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鄧○琥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偵續 000020 交通過失致死 花高分檢 翁○嬌 起訴

宇 110 偵續 000021 肇事逃逸 花高分檢 翁○嬌 起訴

宇 110 毒偵 000299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姜○坤 通緝

宇 110 毒偵 000529 毒品防制條例 執○科簽分 趙○嵐 簽結

宇 110 毒偵緝 000139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警局 張○嵐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調偵 000267 交通過失致死 臺東成功鎮所 南○璘 不起訴處分

宇 110 軍偵 000059 妨害秘密 林○綸 徐○綾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 000021 洗錢防制法 大雅分局 吳王○玉 不起訴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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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111 偵 000213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施○謙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偵 000249 詐欺 桃園分局 陳○誠 通緝

宇 111 偵 000670 傷害 臺東分局 吳○凡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偵 000800 洗錢防制法 大園分局 洪○芳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 000853 詐欺 曾○揚 吳○堯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偵 000987 妨害名譽 鐵警花蓮 張○聿 不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7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潘○明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速偵 000177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黃○文 緩起訴處分

宇 111 毒偵 000039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馬○龍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11 調偵 000026 傷害 臺東海端鄉所 邱郭○順 送調解報結

洪 110 偵 002198 藥事法 簽○ 潘○得 移送他管

洪 110 偵 002579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傅○儀 不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171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黃○漢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速偵 00017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江鍾○超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173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劉○宏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174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陳○男 緩起訴處分

洪 111 速偵 000175 不能安全駕駛 東縣警局 陳○忠 聲請簡易判決

洪 111 軍速偵 000003 公共危險罪－軍 臺東分局 張○哲 緩起訴處分

宿 111 速偵 000162 不能安全駕駛 臺東分局 温○瑤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000163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楊○祥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000164 不能安全駕駛 成功分局 林○惠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000165 不能安全駕駛 關山分局 潘○雀 聲請簡易判決

宿 111 速偵 000166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陳○福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0 毒偵 000548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羅○宏 不起訴處分

荒 111 偵 000389 竊盜 臺東分局 陳○豐 緩起訴處分

荒 111 偵 000598 詐欺 關山分局 高○茹 不起訴處分

荒 111 毒偵 000061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羅○裕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1 毒偵 000062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陳○靜 聲請簡易判決

荒 111 調偵 000042 交通過失傷害 臺東市公所 劉○麟 起訴

宿 110 偵 001736 妨害公務 成功分局 葉○吉 不起訴處分

宿 110 偵 001736 妨害公務 成功分局 葉○峯 不起訴處分

宿 110 偵 001736 妨害公務 成功分局 葉○美 不起訴處分

宿 110 偵 003736 妨害名譽 臺東分局 王○ 不起訴處分

宿 110 調偵 000281 傷害 臺東關山鎮所 陳哈○將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偵 000092 妨害名譽 洪○銘 周○光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偵 000755 詐欺 礁溪分局 錢○綿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偵 000883 竊盜 臺東分局 張○淳 不起訴處分

宿 111 偵 001014 傷害 關山分局 胡○明 起訴

宿 111 偵 001014 傷害 關山分局 胡○森 起訴

宿 111 調偵 000082 侵占 臺東市公所 邱○慶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1471 過失傷害 成功分局 林○明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3076 竊盜 保七九大 楊○賢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3076 侵占 保七九大 陳○臣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325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梅○成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325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廖○州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3254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張○豪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偵 003395 妨害自由 臺東分局 王○誼 起訴

黃 110 偵 003840 詐欺 關山分局 王○民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014 毒品防制條例 關山分局 王○燦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166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王○燦 不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585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易○元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604 毒品防制條例 成功分局 蘇○懋 緩起訴處分

黃 110 毒偵 000712 毒品防制條例 臺東分局 王○燦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偵 000133 詐欺 潮州分局 王○民 不起訴處分

黃 111 偵 000279 詐欺 關山分局 黃○義 送調解報結

黃 111 偵 00048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張○菓 起訴

黃 111 偵 000483 毒品防制條例 東縣警局 黃○雲 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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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111 撤緩 000023 陸海空軍刑法 簽○ 林○信 撤銷緩起訴

地 110 調偵 000237 毀棄損壞 臺東市公所 侯○宏 聲請簡易判決

地 111 偵 000430 不能安全駕駛 大武分局 潘○德 緩起訴處分

荒 110 偵 003292 毀棄損壞 臺東分局 李○鈴 通緝

宿 110 偵 001279 妨害電腦使用 臺東分局 吳○銘 送調解報結

宿 110 偵續 000033 著作權法 智財分署 蘇○欣 送調解報結

宿 110 偵緝 000161 毀棄損壞 朴子分局 鄭○英 送調解報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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