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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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 108 偵 1033 肇事逃逸 南投分局 潘○盛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1316 妨害婚姻 集集分局 周○琳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1316 妨害婚姻 集集分局 陳○財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1423 詐欺 臺灣高檢 T○ CONG THUONG 起訴

仁 108 偵 1443 詐欺 中興分局 曾○智 不起訴處分

仁 108 偵 1722 賭博 南投分局 吳○諭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偵 1722 賭博 南投分局 張○杰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偵 1722 賭博 南投分局 蕭○政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毒偵 98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王○豪 不起訴處分

宇 107 毒偵 1138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萬○清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7 偵 2894 妨害自由 集集分局 梁○明 不起訴處分

和 107 偵 2894 妨害自由 集集分局 陳○資 不起訴處分

和 107 偵 2894 妨害自由 集集分局 賴○昌 不起訴處分

和 107 偵 2894 傷害、妨害自由 集集分局 蕭○仁 起訴．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1496 區域計畫法 林○帆 陳○彰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1659 竊盜 草屯分局 洪○枝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1769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劉○炘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1771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陳○卿 起訴

和 108 偵 1772 非駕業務傷害 南投分局 D○O THAMH HUYNH 起訴

忠 108 速偵 246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T○UONG HUU NHON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速偵 248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N○UYEN VAN TU 緩起訴處分

信 108 速偵 249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鄭○台 緩起訴處分

信 108 速偵 250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陳○宸 緩起訴處分

信 108 速偵 251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李○宗 緩起訴處分

信 108 速偵 252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楊○琳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速偵 253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陳○丞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偵 1118 詐欺 集集分局 T○AN BA DUY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偵 1118 詐欺 集集分局 王○婷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偵 1448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賴○燦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8 偵 1790 毀棄損壞 埔里分局 陳○銘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速偵 247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江○河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少連偵緝 4 詐欺 南投分局 朱○賢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選偵 7 選舉罷免法 郭○輝 張○語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112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黃○峯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230 毒品防制條例 南投分局 張○嘉 起訴

厚 108 毒偵 297 毒品防制條例 仁愛分局 廖○東 起訴

剛 107 偵 3840 贓物 集集分局 吳○溫 不起訴處分

剛 107 偵 3840 竊盜 集集分局 黃○財 起訴

剛 107 偵 3840 竊盜 集集分局 葉○宏 起訴

淑 107 偵 4553 妨害風化罪 中市刑大 李○菱 起訴

淑 107 偵 4553 妨害風化罪 中市刑大 孫○惠 起訴

淑 107 偵 4553 妨害風化罪 中市刑大 許○尉 起訴

淑 107 偵 4553 妨害風化罪 中市刑大 簡○陽 起訴

淑 107 偵續 20 詐欺 中高分檢 黃○雅 不起訴處分

淑 108 偵 485 妨害風化罪 中三分局 李○菱 起訴

淑 108 偵 485 妨害風化罪 中三分局 孫○惠 起訴

淑 108 偵 485 妨害風化罪 中三分局 許○尉 起訴

淑 108 偵 485 妨害風化罪 中三分局 簡○陽 起訴

淑 108 偵 1439 恐嚇取財得利 臺灣高檢 杜○均 起訴

禮 107 毒偵 1021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林○智 緩起訴處分

禮 108 撤緩偵 24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楊○惟 聲請簡易判決

禮 108 毒偵緝 14 毒品防制條例 南投分局 蔡○宗 不起訴處分

禮 108 戒毒偵 1 毒品防制條例 臺中戒治所 謝○堡 不起訴處分

禮 108 撤緩毒偵 21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蔡○源 起訴

禮 108 撤緩毒偵 22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蔡○源 起訴

禮 108 撤緩 46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程○毅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