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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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108 偵 2949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李○翔 緩起訴處分

平 108 偵 3928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莊○沛 緩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2226 竊盜 仁愛分局 陳○逢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2226 竊盜 仁愛分局 陳○珍 不起訴處分

和 108 偵 3475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袁○輝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3658 不能安全駕駛 仁愛分局 田○中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373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山分局 王○蒲 起訴

和 108 偵 3733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吳○忠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3734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余○華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偵 3735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何○宏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8 毒偵 642 毒品防制條例 中高分檢 陳○欣 起訴

和 108 撤緩毒偵 72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陳○治 起訴

信 108 速偵 496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胡○綸 緩起訴處分

信 108 速偵 497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李○豹 聲請簡易判決

勇 108 偵 3900 偽造文書 中高分檢 彭○喜 不起訴處分

勇 108 偵 3900 偽造文書 中高分檢 楊○娟 不起訴處分

恭 107 偵 5688 對未成年猥褻 投縣婦隊 張○誌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1205 放火燒燬他物 集集分局 吳○隆 起訴

恭 108 偵 1917 對未成年猥褻 集集分局 楊○賜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2014 誣告 埔里分局 李○真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2919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詹○盛 起訴

恭 108 偵 3298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許○嘉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偵 3851 不能安全駕駛 集集分局 松○輝 不起訴處分

恭 108 速偵 487 竊盜 草屯分局 楊○平 起訴

恭 108 毒偵 501 毒品防制條例 南投分局 魯○良 起訴

莊 108 偵 3399 不能安全駕駛 仁愛分局 白○杰 聲請簡易判決

莊 108 毒偵 670 毒品防制條例 中興分局 黃○敏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8 偵緝 144 對未成年性交 航高分局 鄭○修 追加起訴

智 108 偵 726 不能安全駕駛 集集分局 尤○成 不起訴處分



智 108 偵 2614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林○萍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撤緩偵 86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陳○陸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8 毒偵 577 毒品防制條例 南投分局 陳○任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毒偵 601 毒品防制條例 南投分局 李○和 緩起訴處分

智 108 毒偵 636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陳○明 起訴

智 108 毒偵 646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洪○婷 起訴

智 108 毒偵 699 毒品防制條例 中高分檢 陳○明 起訴

智 108 撤緩 160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何○獻 撤銷緩起訴

慈 108 偵 3573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林○良 起訴

慈 108 毒偵 385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許○豪 起訴

慈 108 毒偵 613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許○豪 起訴

慈 108 毒偵 719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許○豪 起訴

慈 108 撤緩毒偵 76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劉○森 起訴

義 108 偵 3929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邱○旺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速偵 488 竊盜 集集分局 張○玲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速偵 489 不能安全駕駛 中興分局 張○誠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速偵 490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P○AN VAN SANG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速偵 491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許○銘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速偵 49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七隊 石○涵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速偵 493 不能安全駕駛 投縣信義分局 全○漪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速偵 494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王○興 緩起訴處分

義 108 速偵 495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黃○豪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08 毒偵 752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馮○翔 起訴

端 108 撤緩偵 85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全○忠 聲請簡易判決

端 108 毒偵 555 毒品防制條例 投縣刑大 陳○修 起訴

端 108 毒偵 557 毒品防制條例 南投分局 李○華 起訴

端 108 毒偵 627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林○樑 起訴

端 108 撤緩 176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周○傑 撤銷緩起訴

謙 108 偵 338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七隊 米○雄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8 撤緩偵 79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盧○雄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8 撤緩毒偵 65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謙 108 撤緩毒偵 66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蘇○箴 起訴

謙 108 撤緩毒偵 67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蘇○箴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