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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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偵 1564 傷害 南投分局 許○ 不起訴處分

平 109 偵 1564 傷害 南投分局 陳○諺 不起訴處分

平 109 偵 1564 傷害 南投分局 劉○菱 不起訴處分

平 109 偵 1614 傷害 竹山分局 林○謀 不起訴處分

平 109 偵 1699 家庭暴力防治 南投分局 陳○諺 不起訴處分

平 109 偵 1905 傷害 劉○菱 陳○諺 不起訴處分

孝 109 偵 1541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賴○任 緩起訴處分

孝 109 偵 1885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羅○ 聲請簡易判決

孝 109 偵 1887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蔡○瀚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9 調偵 28 詐欺 南投市公所 廖○霖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調偵 28 詐欺 南投市公所 廖○明 起訴．不起訴處分

和 109 調偵 28 詐欺 南投市公所 廖○峰 起訴．不起訴處分

和 109 調偵 29 詐欺 南投市公所 張○娥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調偵 29 詐欺 南投市公所 陳○珠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調偵 29 詐欺 南投市公所 廖○霖 不起訴處分

和 109 調偵 29 傷害 南投市公所 陳○成 起訴

和 109 調偵 29 傷害 南投市公所 廖○明 起訴

和 109 調偵 29 傷害 南投市公所 廖○峰 起訴

莊 109 偵 288 水土保持法 南投調查站 湯○權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莊 109 偵 399 竊盜 南投分局 陳○家 起訴

莊 109 偵 923 侵占 投縣信義分局 陳○家 起訴．不起訴處分

莊 109 偵 1201 不能安全駕駛、交通過失傷害 埔里分局 邱○忠 起訴．不起訴處分

莊 109 偵 1328 詐欺 南投分局 吳○德 不起訴處分

莊 109 偵 1328 詐欺 南投分局 陳○家 起訴

莊 109 調偵 41 妨害自由 南投地院 紀○林 不起訴處分

莊 109 調偵 41 妨害自由 南投地院 陳○如 不起訴處分

慈 109 偵 1871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劉○傑 緩起訴處分

慈 109 撤緩偵 33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陳○儒 聲請簡易判決

慈 109 撤緩偵 34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陳○豐 聲請簡易判決



賢 108 偵 3314 賭博 鹿港分局 陳○進 緩起訴處分

賢 108 偵 3315 賭博 鹿港分局 沈○錦 緩起訴處分

賢 108 偵 4927 賭博 草屯分局 李○錦 聲請簡易判決

賢 108 偵 4927 賭博 草屯分局 藍○永 聲請簡易判決

賢 108 偵 5148 交通過失致死 中興分局 蘇○楨 緩起訴處分

賢 108 偵 5501 妨害自由 南投分局 廖○堂 不起訴處分

賢 108 偵 5638 詐欺 草屯分局 廖○琴 不起訴處分

賢 108 少連偵 56 傷害、妨害自由 南投分局 陳○宏 起訴．不起訴處分

賢 108 少連偵 56 傷害、妨害自由 南投分局 謝○源 起訴．不起訴處分

賢 108 少連偵 79 詐欺 臺灣高檢 陳○宏 不起訴處分

賢 109 偵 185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蔡○明 起訴

賢 109 偵 561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蔡○明 起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