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忠 108 偵 1040 不能安全駕駛 集集分局 張○仙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偵 1076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林○春 起訴

忠 108 撤緩偵 31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林○德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速偵 224 竊盜 中興分局 謝○柳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速偵 225 竊盜 南投分局 黃○隆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8 毒偵 115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陳○恩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速偵 218 不能安全駕駛 投縣刑大 黃○御 緩起訴處分

恭 108 速偵 219 不能安全駕駛 投縣刑大 黃○珍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8 速偵 220 不能安全駕駛 投縣刑大 邱○旺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8 速偵 221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黃○豪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8 速偵 222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吳○彥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8 速偵 223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陳○勳 聲請簡易判決

恭 108 毒偵 129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陳○聖 起訴

恭 108 毒偵 143 毒品防制條例 本○觀護人室 莊○麒 起訴

恭 108 撤緩毒偵 15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張○宗 起訴

恭 108 撤緩 47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李○盟 撤銷緩起訴

莊 107 偵 3645 侵占 埔里分局 林○琴 不起訴處分

莊 107 偵 5743 失火燒燬建物 埔里分局 談○華 聲請簡易判決

莊 108 偵 881 賭博 田中分局 黃○傑 不起訴處分

莊 108 偵 1270 律師法 李○義 張○裕 起訴

莊 108 偵 1518 詐欺 臺灣高檢 高○寧 不起訴處分

莊 108 偵緝 31 詐欺 桃市刑大 林○儀 不起訴處分

莊 108 偵緝 32 詐欺 桃市刑大 林○儀 起訴

慈 107 偵 4145 背信 臺灣高檢 陳○呈 不起訴處分

慈 107 偵 5469 賭博 投縣刑大 王○山 不起訴處分

慈 107 偵 5511 非駕業務致死 本○檢察官 廖○隆 不起訴處分

慈 108 偵 354 妨害名譽、妨害自由 中興分局 任○輝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慈 108 偵 1088 遺棄 余○如 劉○圍 不起訴處分

慈 108 速偵 226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七隊 林○彰 緩起訴處分



慈 108 速偵 22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七隊 陳○逸 緩起訴處分

慈 108 速偵 228 不能安全駕駛 集集分局 羅○恩 緩起訴處分

慈 108 速偵 229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黃○明 聲請簡易判決

慈 108 調偵 53 妨害自由 南投地院 王○傑 緩起訴處分

慈 108 調偵 53 妨害自由 南投地院 王○玲 緩起訴處分

慈 108 少連偵 26 妨害名譽 集集分局 蕭○婷 不起訴處分

慈 108 少連偵 26 毀棄損壞 集集分局 王○琳 不起訴處分

慈 108 少連偵 26 毀棄損壞 集集分局 楊○慧 不起訴處分

慈 108 少連偵 26 誣告 集集分局 朱○嫻 不起訴處分

愛 108 偵 1495 妨害自由 本○檢察官 李○ 起訴

義 108 偵 62 妨害名譽 林○雲 曾○雪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撤緩偵 3 詐欺 本○檢察官 翁○妏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毒偵 138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黃○嘉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