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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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偵 352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N○ON WINARSO 緩起訴處分

仁 108 速偵 353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許○原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354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蔡○勳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8 速偵 355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曹○茹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8 偵緝 93 傷害 東勢分局 D○NH VAN TUAN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偵 2624 詐欺 中高分檢 高○蘭 不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271 毒品防制條例 中興分局 劉○滿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326 毒品防制條例 霧峰分局 劉○滿 緩起訴處分

忠 108 毒偵 417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魏○羿 起訴

法 108 偵 1072 非駕業務致死 草屯分局 劉○佳 起訴

法 108 調偵 109 非駕業務傷害 南投埔里鎮所 謝○遠 起訴

法 108 調偵 110 非駕業務傷害 南投埔里鎮所 卓○源 起訴

信 108 撤緩偵 45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林○南 聲請簡易判決

信 108 速偵 35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七隊 洪○明 緩起訴處分

信 108 速偵 359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七隊 谷謝○吉 緩起訴處分

信 108 撤緩 115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林○ 撤銷緩起訴

勇 108 偵 1943 藏匿人犯 草屯分局 林○華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偵 2250 非駕業務傷害 國道七隊 洪○坤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偵 2506 妨害名譽 韋○蘭 胡○美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偵 2625 肇事逃逸 本○檢察官 蕭○禧 緩起訴處分

勇 108 調偵 120 非駕業務致死 南投竹山鎮所 余○哲 起訴

勇 108 調偵 125 非駕業務傷害 南投市公所 黃○利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調偵 126 非駕業務傷害 南投市公所 曾○英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偵 1405 不能安全駕駛 投縣信義分局 甘○龍 不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309 毒品防制條例 集集分局 賴○德 緩起訴處分

厚 108 毒偵 481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何○池 起訴

厚 108 毒偵 540 毒品防制條例 本○觀護人室 張○裕 起訴

慈 107 偵 5004 肇事逃逸、非駕業務傷害 南投分局 黃○彥 起訴．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587 傷害 仁愛分局 施○宏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587 傷害 仁愛分局 葉○浩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587 傷害 仁愛分局 葉○澤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偵 2587 傷害 仁愛分局 賴○翔 不起訴處分

義 108 速偵 356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彭○鵬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速偵 357 竊盜 中興分局 鄒○安 聲請簡易判決

誠 108 毒偵 342 毒品防制條例 中興分局 張○權 緩起訴處分

誠 108 撤緩 111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林○川 撤銷緩起訴

賢 108 毒偵 192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劉○吉 緩起訴處分

賢 108 毒偵 193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李○菱 緩起訴處分

賢 108 毒偵 402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彭○和 起訴

賢 108 撤緩 108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陳○村 撤銷緩起訴

謙 108 偵 2446 妨害公務 竹山分局 吳○慶 緩起訴處分

禮 108 撤緩偵 27 詐欺 本○檢察官 蕭○帆 起訴

禮 108 撤緩 53 毒品防制條例 本○執行科 蕭○益 撤銷緩起訴

禮 108 撤緩 119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黃○雄 撤銷緩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