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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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偵 003884 洗錢防制法 潮州分局 林○諭 起訴

平 110 偵 004055 詐欺 永康分局 林○諭 起訴

平 110 偵 004543 詐欺 草屯分局 林○諭 起訴

平 110 偵 004928 詐欺 苓雅分局 林○諭 起訴

平 110 偵 005037 詐欺 潮州分局 林○諭 起訴

平 110 偵 005613 詐欺 草屯分局 林○諭 起訴

平 110 偵 006124 詐欺 林園分局 林○諭 起訴

平 111 偵 003193 詐欺 中四分局 林○諭 起訴

平 111 撤緩 000078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林○棋 撤銷緩起訴

平 111 撤緩 000084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曾○屏 撤銷緩起訴

厚 110 偵 005951 不能安全駕駛 中興分局 巖○郎 不起訴處分

厚 111 偵 000341 洗錢防制法 埔里分局 陳○諺 不起訴處分

厚 111 偵 000341 洗錢防制法 埔里分局 陳○貫 起訴

厚 111 偵 001951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潘○明 起訴

厚 111 偵 00222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山分局 羅○津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11 偵 002476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張○騰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11 偵 002778 不能安全駕駛 南投分局 陳○恪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11 偵 00278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山分局 王○澤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11 偵 003395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俞○安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11 毒偵 000204 毒品防制條例 集集分局 古○詮 不起訴處分

厚 111 毒偵 000243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謝○輝 不起訴處分

厚 111 毒偵 000265 毒品防制條例 南投分局 蔡○忠 緩起訴處分

厚 111 毒偵 000490 毒品防制條例 南投分局 李○洪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11 毒偵 000532 毒品防制條例 本○觀護人室 簡○龍 起訴

厚 111 毒偵 000533 毒品防制條例 本○觀護人室 簡○龍 起訴

厚 111 毒偵 000534 毒品防制條例 本○觀護人室 簡○龍 起訴

厚 111 戒毒偵 000112 毒品防制條例 中女監戒治所 蔣○秀 不起訴處分

厚 111 撤緩毒偵 000035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巫○益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11 撤緩毒偵緝 000006 毒品防制條例 中三分局 涂○泓 不起訴處分



厚 111 撤緩 000062 毒品防制條例 本○執行科 楊○堯 撤銷緩起訴

厚 111 撤緩 000070 毒品防制條例 本○執行科 林○彥 撤銷緩起訴

恭 110 偵 003193 過失傷害 南投分局 梁○田 起訴

義 110 戒毒偵 000054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胡○誠 不起訴處分

義 111 偵 002074 不能安全駕駛 集集分局 楊○洲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11 偵 002921 不能安全駕駛 草屯分局 林○國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11 偵 003172 不能安全駕駛 竹山分局 陳○聘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11 毒偵 000317 毒品防制條例 中興分局 陳○昊 聲請簡易判決

義 111 毒偵 000409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邱○琴 不起訴處分

端 110 毒偵 001163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洪○霖 緩起訴處分

端 111 偵 000454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七隊 賴○火 緩起訴處分

端 111 偵 002280 不能安全駕駛 仁愛分局 林○瑜 聲請簡易判決

端 111 偵 002795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林○佑 起訴

端 111 偵 00318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山分局 簡○增 起訴

端 111 撤緩偵 000029 不能安全駕駛 本○檢察官 周○華 聲請簡易判決

端 111 毒偵 000408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蚋○政 起訴

端 111 毒偵 000530 毒品防制條例 本○檢察官 傅○豪 聲請簡易判決

端 111 毒偵緝 000034 毒品防制條例 埔里分局 幸○益 不起訴處分

端 111 戒毒偵 000109 毒品防制條例 臺中戒治所 陳○新 不起訴處分

端 111 軍偵 000004 不能安全駕駛 埔里分局 黃○嘉 緩起訴處分

賢 110 毒偵 000734 毒品防制條例 草屯分局 王○晴 不起訴處分

賢 111 偵 00151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山分局 陳○苗 起訴

賢 111 撤緩 000074 不能安全駕駛 本○執行科 柯○琳 撤銷緩起訴

禮 111 偵 001012 詐欺 永康分局 葉○瑜 不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