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處理『酒駕、違規停車、註銷繳銷吊銷（扣）』車移置保管車輛逾期未領汽、機車公告清冊 

編號 車 種 車 號 引 擎 號 碼 廠牌 
顏色 

查 扣 
時 間 

車 主 車 主 地 址 
舉 發 單 號 

違規事實 管轄監理站 
查 扣 單 位 

1.  自小客 4951-U5 4N2XN11T1XD833997 
NISSAN
白色 

105.11.16 黃○彰 臺北市萬華區富民里貴陽街二段 
JC1134691 

酒後駕車 臺北市區監理 
竹山分局 

2.  自小貨 2330-EH 2236687 
五十鈴 
藍色 

109.01.13 
川淞企業有
限公司 

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 375巷 30弄 
JA0275772 

逾檢註銷 臺北區監理所 
交通隊 

3.  自小客 S7-3683 4G93M020898 
中華 
銀色 

104.02.14 許○紘 桃園市龜山區文化里復興南路 
JC0972473 

酒後駕車 桃園監理站 
南投分局 

4.  自小客貨 4229-U2 4D56J008950 
中華 
藍銀色 

106.06.21 邱○堂 苗栗縣苗栗市北苗里橫車路 
JC1180461 

酒後駕車 苗栗監理站 
竹山分局 

5.  自小客 Q2-6100 TA-AG02548 
三陽 
白色 

98.05.07 劉○春 苗栗縣卓蘭鎮內灣 
JC0697966 

牌照供他車使用 苗栗監理站 
中興分局 

6.  自小客 8588-KG 52407214D 馬自達 
黑色 109.07.17 許○月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村民生路 

JC1401964 
車輛註銷 苗栗監理站 

集集分局 

7.  自小客 SC-2472 4AK970262 
國瑞 
深綠色 

94.01.28 黃○定 台中縣大里市新仁里新仁路 1段 105巷 
JC0508125 

酒後駕車 臺中區監理所 
南投分局 

8.  自小客 9696-G5 72905514S 
福特 
黑色 

106.10.03 吳○辰 
臺中市北區忠太東路 119號 21樓之6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 721巷 

JC1151006 
酒後駕車 臺中區監理所 

南投分局 

9.  自小客 PJ-6525 3S2158030 
國瑞 
白色 

108.09.11 林○煉 台中市南區工學北路 
JC1327219 

號牌註銷 臺中區監理所 
竹山分局 

10.  自小客 6516-NH BDG073125 
SKODA 
黑色 

109.03.23 益鑫農產行 臺中市南屯區溝墘里大業路 
JC1363366 

號牌註銷 臺中區監理所 
草屯分局 

11.  自小客 QL-8556 H2436211S 
福特 
藍色 

89.01.03 潘○能 台中縣霧峰鄉坑口村新生路 
JA0001756 

號牌註銷 臺中區監理所 
交通隊 

12.  自小客 MX-9697 YLN-303CT01371 
裕隆 
白色 

89.04.01 郭○申 台中縣大里市新里里六桂路 
JA0007279 

未領號牌行駛公路 臺中區監理所 
交通隊 

13.  自小客 NO-8409 YLN-312GD02168 
裕隆 
灰色 

95.11.18 謝○雄 台中縣大里市內新里錦華街 
JA0146468 

號牌註銷 臺中區監理所 
交通隊 

14.  自小客 RF-4181 YLN331GL01463 
裕隆 
白色 

89.04.29 周○香 台中縣大里市中興路 2段 157巷 
JA0015904 無照駕駛 

未領號牌行駛公路 
臺中區監理所 

交通隊 

15.  自小客 MX-0802 CV15-E03968 
三陽 
灰色 

88.04.21 鄭○文 台中縣霧峰鄉桐林村民生路 
JA0446659 無照駕駛 

未領號牌行駛公路 
臺中區監理所 

交通隊 

16.  自小客 1088-LQ WBAHN210X0DS81261 
BMW 
黑色 

110.01.25 陳○承 臺中市北屯區后庄里后庄七街290巷 
JA0290211 

死亡註銷 臺中區監理所 
保安隊 

17.  自小客 1258-HV *1662628 
國瑞 
黑色 

107.07.19 洪○成 台中縣神岡鄉中山路 
JC1224586 

酒後駕車 豐原監理站 
竹山分局 

18.  自小客 9293-N9 WDB2110611A000774 
BENZ 
銀色 

107.07.27 美而堅企業社 臺中市大雅區雅楓里神林南路115巷 
JC1225891 

酒後駕車 豐原監理站 
竹山分局 

19.  自小客 H6-5150 A4T21624 
三陽 
黑色 

95.01.13 陳○瓶 彰化縣芬園鄉茄荖村嘉東街 
JC0558305 

酒後駕車 彰化監理站 
草屯分局 

20.  自小客 QM-8220 3G82N004787 
中華 
藍色 

91.01.28 許○利 彰化縣芬園鄉大竹村員草路一段 901巷 
JA0072766 

未領號牌行駛公路 彰化監理站 
交通隊 

21.  自小客 OM-7870 B14GLA15075 
裕隆 
白色 

110.01.22 廖○玉 彰化縣員林鎮崙雅里員水路 1段 446巷 
JC1380393 

號牌註銷 彰化監理站 
草屯分局 

22.  自小貨 AO-6262 TD27-951939 
裕隆 
白色 

 劉○亮 彰化縣埤頭鄉芙朝村４鄰中埔路 
 

號牌註銷 彰化監理站 
交通隊 

23.  自小客 QX-3599 XAEOOE9PZ008842 
豐田 
藍綠色 

109.02.18 呂○緞 南投縣中寮鄉中寮村永平路 362之 
JC1291939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24.  自小客 BCQ-3082 K20A43909274 
本田 
橙黃色 

109.04.05 廖○眞 南投縣中寮鄉廣興村頂城巷 42之 
JC136317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25.  自小客 2996-LC 52B18972N 
馬自達 
銀色 

109.03.08 張○誌 南投縣鹿谷鄉中寮路 33之 
JC1358199 

拒測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26.  自小客 6551-UF QG160359992 
日產 
白色 

109.07.20 李○杰 南投縣名間鄉竹圍村名松路二段 
JC1335388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27.  自小客 X5-7119 GA16065309 
日產 
白色 

109.03.04 許○昌 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响崙路 
JC1351686 

拒測 南投監理站 
集集分局 

28.  自小客 PZ-8538 XAE07R0PZ088587 
豐田 
紫色 

107.11.10 洪○箕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里和平街 56巷 
JC1262159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29.  自小客 A8-8790 4G93M026985 
中華 
白色 

93.07.28 簡○源 南投縣草屯鎮上林里草溪路 
JC0374256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30.  自小客 9J-1095 125348555X 
福特 
銀色 

94.02.12 陳○鳳 南投縣南投市新興里同源路 
JC0509229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31.  自小客 QN-0866 4AC025301 
國瑞 
黑色 

93.02.11 劉○善 南投縣集集鎮和平里集集街 
JC034522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32.  自小客 3889-MR JTHBH96S305024714 
LEXUS 
銀色 

108.03.11 林○澤 南投縣竹山鎮延和里集山路三段 
JC1276911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33.  自小客 ACE-1727 22613612V 
福特 
銀色 

106.09.27 劉○肇 南投縣竹山鎮延祥里鹿山路 
JC1164271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34.  自小客 0765-LR 7K0782864 
國瑞 
銀色 

106.08.04 陳畇蓉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里大公街 
JC1142935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35.  自小客 B8-1312 1859743 
國瑞 
深藍色 

106.11.18 李○蓮 南投縣國姓鄉長北路 
JC1194407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36.  自小客 JY-8175 S2600469H 
福特 
深藍色 

108.08.31 王○波 南投縣水里鄉民族路 
JC127004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集集分局 

37.  自小客貨 4216-UC 4G32-N15486 
中華 
銀色 

108.01.02 陳○葱 南投縣信義鄉望美村美信巷 
JC1233998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集集分局 

38.  自小客 AWS-3932 N2104652Q 
福特 
藍色 

108.05.15 許○承 南投縣竹山鎮中山路 
JA0269757 

車牌繳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39.  自小客 8D-9505 1ZZ4105304 
國瑞 
銀色 

108.11.02 王○輝 
南投縣竹山鎮延正路 
台中市北區臺中市北區青島西街 

JA0274323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40.  自小貨 GX-9411 3G82G001791 
中華 
藍色 

108.11.28 李○柱 南投縣中寮鄉龍岩村龍草路 
JA0275022 

車輛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41.  自小客 2212-ZE Y027531 
國瑞 
灰色 

109.02.10 黃○堂 南投縣草屯鎮雙冬里中正路 72之 
JC1289585 

使用他車號牌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42.  自小客 9606-U6 VQ20122869 
日產 
黑色 

109.04.19 蔡○素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興產路 
JC1391355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43.  自小貨 4973-D2 4G82A006920 
中華 
藍色 

109.12.24 楊○仲 南投縣竹山鎮瑞竹里林頂巷 
JA0288535 

未領號牌行駛公路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44.  自小貨 QW-8931 3G82D007590 
中華 
藍色 

110.01.08 
勝利造林包
工作業行 

南投縣信義鄉自強村陽和巷 
JA0286999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45.  自小客 QO-1361 S2W02976K 
福特 
藍色 

106.05.08 
五洲日月興
掌中劇團 

南投縣名間鄉中山村名山路 1段 
JA0251335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46.  自小客 AJW-6137 5E1140728 
國瑞 
深綠色 

109.02.16 彭○啓 雲林縣林內鄉湖本村三權路 24巷 
JC1349673 

酒後駕車 雲林監理站 
竹山分局 

47.  自小客 5050-XT A3T05729 
三陽 
白色 

108.01.12 郭○蓉 嘉義縣梅山鄉圳北村麻園寮 
JC1237141 

酒後駕車 嘉義市監理站 
中興分局 

48.  自小客 HM-1123 3S1840645 
國瑞 
深綠色 

108.06.06 呂○榮 嘉義縣竹崎鄉復金村木履寮 
JA0270370 

號牌註銷 嘉義市監理站 
交通隊 

49.  自小客 1165-HS 1NXBR12E2WZ011110 
豐田 
綠色 

105.05.22 鄭○姍 
臺南市新營區南紙里南紙街 29 巷 6
弄 

JC1280263 
號牌註銷 新營監理站 

草屯分局 

50.  自小客貨 AQR-0372 7K0519750 
國瑞 
白色 

109.01.14 劉○華 高雄市橋頭區仕和里仕豐路神農巷 
JC1289318 

酒後駕車 高雄區監理所 
草屯分局 

51.  
營業 
曳引車 

WG-876 8DC9-299101 
FUSO 
綠色 

89.05.15 
代新通運有
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新強路 
JA0016516 

未領號牌行駛公路 高雄區監理所 
交通隊 

52.  自小客 AKD-7391 1ZZA239213 
國瑞 
白色 

109.11.04 何○仁 高雄市三民區明仁路 
JC1377355 

車輛註銷 高雄市區監理 
草屯分局 

53.  自小客 XX-0773 8044040 
DAIHATSD 

綠色 
97.10.08 

甜甜小客車租
賃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後街 
JA0169060 

號牌註銷 高雄市區監理 
交通隊 

54.  自小貨 YA-2867 D2889007K 
福特 
藍色 

90.07.05 
有陞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小港區二苓路 8巷 
JA0056045 

號牌註銷 高雄市區監理 
交通隊 

55.  自小客 AAK-5622 4B10QA33339 
中華 
藍色 

107.02.24 沈○峰 臺東縣卑南鄉泰安村泰安 
JC1155223 

無路牌行駛公路 臺東監理站 
南投分局 

56.  自小客 AWH-0371 62904095S 
福特 
白色 

107.07.25 林○樺 宜蘭縣蘇澳鎮蘇港路 
JA0264809 

違規停車 宜蘭監理站 
交通隊 

57.  重機車 368-DQE RK30BC-101732 
光陽 
黑色 

107.04.23 謝○禾 臺北市中山區新福里農安街 
JC1153480 

酒後駕車 臺北市區監理 
南投分局 

58.  重機車 965-JNM E3E5E-446413 
山葉 
白色 

110.02.09 
仲信資融股
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JC1442117 

號牌註銷 臺北市區監理 
保安隊 

59.  輕機車 DXF-098 SB10BB-124855 
光陽 
銀色 

 施○澄 臺北市南港區中坡南路 31巷 交通隊 號牌註銷 臺北市區監理 

60.  重機車 165-TAU E3B9E-657527 
山葉 
黑綠色 

109.07.07 
遠信國際資融
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JC1365638 

拒不過戶註銷 板橋監理站 
草屯分局 

61.  重機車 231-LMA E3E4E-632305 
山葉 
紅色 

107.12.26 
遠信國際資融
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JC1264709 

號牌註銷 板橋監理站 
草屯分局 

62.  重機車 181-LCH SJ25PB-168230 
光陽 
銀色 

109.08.19 柯○萍 新竹縣竹北市東海二街 200巷 
JA0284263 

死亡註銷 新竹區監理所 
交通隊 

63.  重機車 373-BCQ KK390978 
三陽 
藍色 

99.11.17 張○順 新竹市東區南大里食品路 
JC0781174 

酒後駕車 新竹市監理站 
南投分局 

64.  重機車 680-DRD SA25GA-130969 
光陽 
深綠色 

108.05.24 鄭○棻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路 93巷 
JC1280349 

拒測 臺中市監理站 
草屯分局 

65.  重機車 L6B-960 5SK-506256 
山葉 
紅黑色 

107.08.14 林○瑶 台中縣大里市好來二街 
JC1206838 

拒測 臺中市監理站 
草屯分局 

66.  重機車 MNK-5087 E3E6E-291770 
山葉 
銀色 

107.06.13 黃○基 臺中市霧峰區象鼻路 
JC1206554 

拒測 臺中市監理站 
草屯分局 

67.  重機車 YGR-877 RP056373 
三陽 
紅色 

108.01.29 張○福 臺中市南屯區五權西路三段 
JC1261615 

酒後駕車 臺中市監理站 
竹山分局 

68.  重機車 JY6-931 RB054926 
三陽 
紅色 

102.07.28 
惠普國際有
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市政北三路 
JC0920072 

酒後駕車 臺中市監理站 
竹山分局 

69.  輕機車 TID-450 E-795232 
山葉 
藍色 

107.05.07 石○安 臺中市北屯區安順東五街 
JC1230859 

酒後駕車 臺中市監理站 
集集分局 

70.  輕機車 SS9-616 5FH-719706 
山葉 
銀黑色 

109.11.04 陳○凱 臺中市南區仁和一街 
JA0295290 

死亡註銷 臺中市監理站 
交通隊 

71.  重機車 ILU-359 SA25DB-133415 
光陽 
銀色 

108.09.24 洪○鐘 臺中市潭子區聚興里興豐山莊 
JC1289310 

酒後駕車 豐原監理站 
草屯分局 

72.  重機車 PR8-467 RB058071 
三陽 
紅色 

109.02.26 劉○祥 臺中市新社區福興里永豐 
JC1326554 

酒後駕車 豐原監理站 
保安隊 

73.  重機車 HFJ-765 4EH-204227 
山葉 
紅色 

105.07.13 謝○香 彰化縣二林鎮趙甲里鎮平巷 
JC1048939 

酒後駕車 彰化監理站 
南投分局 

74.  重機車 G27-363 SA25GC-100173 
光陽 
銀色 

106.09.03 鄭○任 彰化縣田中鎮三光里斗中路 2段 716巷 
JC1112460 

酒後駕車 彰化監理站 
南投分局 

75.  重機車 NPM-618 4TE-511675 
山葉 
深綠色 

100.07.14 蔡○忠 彰化縣芬園鄉縣安路 495巷 
JC0823230 

酒後駕車 彰化監理站 
南投分局 

76.  重機車 ZYL-869 5FH-503619 
山葉 
白色 

107.06.10 王○嵐 彰化縣埔心鄉瓦北村員鹿路一段 468巷 
JC1206951 

拒測 彰化監理站 
草屯分局 

77.  重機車 LFJ-133 FG082796 
三陽 
黑色 

105.08.11 黃○鳳 南投縣南投市永豐里彰南路三段 647巷 
JC110885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78.  重機車 HD5-701 GU505296 
三陽 
綠色 

105.09.11 王○民 南投縣南投市新興里成功三路五街 
JC1108877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79.  重機車 JSA-758 HG112534 
三陽 
綠色 

105.11.09 許○純 
南投縣南投市福興里彰南路 3 段
1127巷 

JC1110265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80.  重機車 NVJ-460 RA30AC-103959 
光陽 
藍色 

105.11.26 黃○葉 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圳頭巷 
JC1110283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81.  重機車 627-GSP KD018825 
三陽 
銀色 

108.08.26 湯○閃 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玉屏巷 25之 
JC1282330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82.  重機車 L5Y-859 SA25GM-100193 
光陽 
銀色 

108.07.29 林○慈 
南投縣草屯鎮南埔里南坪路 500 巷
75弄 

JC1282706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83.  重機車 832-GRV DY021487 
三陽 
藍白色 

109.01.25 王○秋 南投縣南投市平山里彰南路二段 630巷 
JC1331607 

拒測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84.  重機車 LJV-722 HG026669 
三陽 
白色 

109.03.20 吳○鶴 南投縣南投市營南里南營路 
JC1346506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中興分局 



85.  重機車 NVP-868 4KX-100440 
山葉 
白色 

109.05.20 王○枝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里仁愛街 
JC1369008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86.  重機車 062-LQL SJ25PB-125813 
光陽 
黑色 

109.05.31 洪○緯 南投縣南投市平和里育樂路 114巷 
JC132666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保安隊 

87.  重機車 613-NZQ E3E3E-526572 
山葉 
紅色 

109.05.15 吳○瑩 南投縣名間鄉濁水村員集路 
JC1326660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保安隊 

88.  重機車 MP3-608 KK119480 
三陽 
紅色 

109.07.11 盧○華 南投縣南投市嘉和里彰南路一段 692巷 
JC1364739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89.  重機車 JY5-520 5NV-110215 
山葉 
銀色 

109.09.18 簡○常 南投縣草屯鎮山脚里虎山路 
JC1361546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0.  重機車 CW8-676 RFGLA15W04S002165 
三陽 
黑色 

109.02.11 史呂○美 南投縣信義鄉人和村民生巷 
JC1352662 

拒測 南投監理站 
集集分局 

91.  重機車 769-CXQ E390E-417513 
山葉 
淺紫色 

109.10.21 簡○典 南投縣草屯鎮碧洲里碧峯路 
JC1378784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2.  重機車 MGW-3588 SR25EF-122522 
光陽 
紅白色 

107.06.03 賴○伶 南投縣草屯鎮玉峰里儒林街 
JC1206601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3.  重機車 NNS-289 4UF-117015 
山葉 
黑色 

107.10.15 游○葉 南投縣草屯鎮南埔里中正路 
JC1209488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4.  重機車 FT9-212 SA25GA-157867 
光陽 
深紅色 

107.12.24 謝○維 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玉屏路 
JC1265208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5.  重機車 MDT-7075 SE25BC-103423 
光陽 
銀灰色 

108.05.22 李○林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里敦和路 
JC1281327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6.  重機車 3FD-590 KK379662 
三陽 
藍色 

108.02.22 蔣○吟 南投縣草屯鎮新厝里中興路 
JC1266519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7.  重機車 963-NZX SJ25KA-301787 
光陽 
白銀色 

107.05.27 陳○雅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里碧山路 378巷 
JC1205507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8.  重機車 KYL-266 HG053724 
三陽 
綠色 

107.09.09 陳○霞 南投縣草屯鎮明正里中正路 
JC1207880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99.  重機車 LIG-589 GY6C-522263 
光陽 
紅色 

107.12.21 白○愛 南投縣草屯鎮御史里玉屏路濟公巷 
JC1264200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00.  重機車 MY5-332 KC321336 
三陽 
銀色 

108.04.25 林○春 南投縣草屯鎮碧峰路 667巷 
JC1279650 

拒測 南投監理站 
 

101.  重機車 FS6-267 RG098667 
三陽 
黑色 

107.11.13 張○筑 投縣草屯鎮敦和里仁愛街 230巷 
JC1210039 

拒測 南投監理站 
 

102.  重機車 109-GST SR25BA-202853 
光陽 
白色 

108.04.22 劉炤＊ 南投縣草屯鎮土城里中正路 
JC127964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103.  重機車 LOD-822 HG044630 
光陽 
白色 

108.07.29 王○鉉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里忠孝街 
JC1283536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04.  重機車 N8Y-191 SD15EB-501037 
光陽 
黑色 

108.07.12 許○泉 南投縣草屯鎮復興里復興路 
JC1284853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05.  重機車 GDE-795 GY6D2-191796 
光陽 
銀色 

107.10.14 黃○鴻 南投縣南投市永豐里彰南路三段 877巷 
JC1210418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06.  重機車 JSM-517 RG005621 
光陽 
紅色 

109.06.13 洪陳○娩 南投縣草屯鎮新庄里新庄二路 58巷 
JC1172257 

拒測 南投監理站 
 

107.  重機車 678-JKQ SE22BB-102036R 
光陽 
白色 

108.04.15 林○銘 南投縣草屯鎮敦和里仁愛街 
JC1279856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08.  重機車 573-TAU KC000136 
三陽 
銀色 

107.05.08 黃○輝 南投縣草屯鎮雙冬里中正路 
JC1204918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09.  重機車 JPD-683 GY6D2-152717 
光陽 
黑色 

107.05.31 李○珍 南投縣中寮鄉廣興村永平路 
JC1178693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10.  重機車 G7U-126 KC651862 
三陽 
黑色 

107.09.07 許○昌 南投縣中寮鄉中寮村鄉林巷 
JC1208169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11.  重機車 HFN-552 SA25AY-207425 
光陽 
紫色 

109.11.10 洪○昌 南投縣草屯鎮新庄二路 58巷 
JC1377099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12.  重機車 729-LJG SJ25PB-145906 
光陽 
黑色 

109.08.22 曾○益 臺南市東山區水雲里牛肉崎 
JC1394002 

酒後駕車 新營監理站 
竹山分局 

113.  重機車 MYT-7873 5NV-204103 
山葉 
銀色 

109.08.26 謝○輝 南投縣竹山鎮延和里安定巷 
JC1392337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14.  重機車 MRB-0752 SJ25KL-205013 
光陽 
灰色 

109.08.05 林○財 南投縣竹山鎮延和里延和巷 
JC1393007 

拒測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15.  重機車 J9D-035 RB103722 
三陽 
白色 

109.07.24 高○紘 投縣竹山鎮前山路二段 
JC139236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16.  重機車 ADE-0082 KZ237092 
三陽 
白色 

109.08.03 楊○燐 南投縣竹山鎮延祥里鹿山路 
JC1393179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17.  重機車 LJL-632 GY6C3-106439 
光陽 
黑色 

109.08.27 楊○選 南投縣南投市漳和里文化路 
JC1393952 

拒測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18.  重機車 MVQ-6013 SJ25KS-213606 
光陽 
灰色 

109.10.11 張○騰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集山路二段 
JC1395057 

拒測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19.  重機車 NH3-482 KC312005 
三陽 
銀色 

109.10.25 陳○燕 南投縣竹山鎮集山路 3段 175巷 
JC1395060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20.  重機車 MUC-7223 SJ25KS-144881 
光陽 
黑色 

109.11.01 楊○霞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延平新村 
JC1395061 

拒測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21.  重機車 G7G-338 5SK-356162 
山葉 
紅色 

109.06.05 林○淵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集山路 2段 
JC1331879 

拒測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122.  重機車 818-JNX E3E4E-281285 
山葉 
白色 

106.02.14 吳○瑄 南投縣草屯鎮富寮里玉屏路 
JC1107230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123.  重機車 LJR-653 4NF-023289 
山葉 
綠色 

100.10.31 張○期 南投縣名間鄉中山村彰南路 
JC0839951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124.  重機車 CFO-019 4HP-067392 
山葉.
黑色 

104.04.17 張○鑾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 
JC0974771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125.  重機車 110-MPH SA25GA-152749 
光陽 
深綠色 

104.07.02 胡○寶 南投縣南投市平和里南陽路 
JC1041410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126.  重機車 G7L-057 SG20AB-802429 
光陽 
淺藍色 

106.08.05 劉○成 南投縣南投市嘉興里彰南路一段 
JC1149637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127.  重機車 LKK-481 HG096016 
三陽 
紅色 

105.06.19 邱○鳳 南投縣南投市新興里成功三路 
JC1049847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128.  重機車 NVX-533 RG080694 
三陽 
白色 

108.02.16 
玉山車業有
限公司 

南投縣南投市草屯鎮中山路 
JC127627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29.  重機車 G66-651 KK255897 
三陽 
銀色 

108.01.07 黃○輝 南投縣竹山鎮桶頭里鯉南路 
JC1240084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30.  重機車 XL5-038 SA25GD-127878 
光陽 
黑色 

108.05.28 羅○惠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民生巷 
JC1260529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31.  重機車 NVP-670 RU014067 
三陽 
銀色 

106.02.07 東楠車業商行 南投縣南投市三興里南崗一路 
JC1121771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32.  重機車 KXM-343 HG047500 
三陽 
紅色 

101.12.01 峻銘機車租賃行 南投縣南投市康壽里復興路 
JC0883218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南投分局 

133.  重機車 MBL-2703 KC423148 
三陽 
銀色 

110.01.20 陳○丹 南投縣南投市平山里新市路 
JC1326608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保安隊 

134.  重機車 801-JNM SJ30FA-104230 光陽 
黑色 110.02.20 周○蓉 南投縣草屯鎮虎山路 588巷 

JC1445152 
拒測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35.  輕機車 UE7-659 SD10DA-205548 
光陽 
紅色 

109.07.12 張○田 南投縣竹山鎮延和里和育巷 
JC1392706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36.  輕機車 VTZ-913 5FP-155725 
山葉 
紅色 

96.05.31 黃○德 南投縣草屯鎮南埔里青宅巷 
JC0604414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37.  輕機車 TEB-027 SB10AJ-100276 
光陽 
藍黑色 

94.07.06 李○霞 南投縣南投市營北里仁心街 
JC051047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38.  輕機車 UDD-026 GR1B7-107986 
光陽 
紅色 

93.12.23 洪○堂 南投縣草屯鎮北勢里玉屏路 
JC0323386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中興分局 

139.  重機車 KVO-710 FG444217 
三陽 
綠色 

109.06.13 談○勝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JA0280723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140.  重機車 NVP-722 SD25EB-116651 
光陽 
銀色 

109.08.05 洪○童 南投縣草屯鎮山腳里虎山路 332巷 
JA0282962 

死亡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141.  重機車 JX3-559 5HK-500596 
山葉 
白色 

109.09.01 陳○英 南投縣仁愛鄉都達村法觀路 
JA0283535 

車輛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142.  重機車 LBJ-733 RR018562 
三陽 
藍色 

109.11.06 吳○榮 南投縣南投市同源路一街 
JA0285200 

死亡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143.  重機車 LHV-451 FG309215 
三陽 
黑色 

109.08.20 陳○良 南投縣鹿谷鄉鳳凰村廟口巷 
JC1392134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竹山分局 

144.  重機車 LJV-996 D3315166 
台鈴 
綠色 

94.03.19 洪○進 南投縣草屯鎮新庄里芬草路二段 
JC0513361 

無照駕駛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45.  重機車 LOO-711 SA25GA-106725 
光陽 
白色 

92.04.17 廖○忠 南投縣草屯鎮南埔里中正路 
JC0189743 

無照駕駛 南投監理站 
草屯分局 

146.  輕機車 UE6-512 DA044407 
三陽 
粉紅色 

109.07.16 陳○長 南投縣名間鄉萬丹村新丹巷 
JA0282584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147.  輕機車 UE6-196 5ST-232963 
山葉 
深灰色 

109.11.05 鄧○秋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里東興巷 
JA0295292 

死亡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148.  重機車 LFH-859 AT054388 三陽 
藍色 

109.03.12 蕭興森 南投縣名間鄉新民村員集路 
JA0278680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交通隊 

149.  重機車 JSF-018 SB25AA-306618 
光陽 
深綠色 

 楊○翰 南投縣南投市彰仁里龍井街 交通隊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150.  重機車 JIK-947 AT007030 
三陽 
淺藍色 

 鄧○和 南投縣草屯鎮新豐里防汎路 交通隊 號牌註銷 南投監理站 

151.  重機車 MU5-782 KC331129 
三陽 
銀色 

108.05.25 張○束 南投縣國姓鄉石門村國姓路 
JC1297118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埔里分站 南投分局 

152.  重機車 JZ3-030 4TE-630017 
山葉 
深綠色 

108.08.02 吳○立 南投縣國姓鄉長豐村東三巷 
JC1284756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埔里分站 草屯分局 

153.  重機車 G6X-955 RB098506 
三陽 
白藍色 

105.09.29 古○君 南投縣仁愛鄉互助村原名路 
JC1123764 

拒測 
南投監理站 
埔里分站 草屯分局 

154.  重機車 JSE-552 HG126900 
三陽 
黑色 

105.09.29 李○鑫 南投縣仁愛鄉合作村平生路 
JC1108992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埔里分站 南投分局 

155.  重機車 MDU-5180 DY260369 
三陽 
紅黑色 

109.10.18 林○誠 南投縣仁愛鄉春陽村虎門巷 
JA0285682 

死亡註銷 
南投監理站 
埔里分站 草屯分局 

156.  重機車 LOL-439 SD25AC-104640 
光陽 
銀色 

94.07.18 孫○國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 
JC0517261 

酒後駕車 
南投監理站 
埔里分站 草屯分局 

157.  輕機車 TL8-760 SD10DA-106882 
光陽 
銀色 

108.06.16 賴○愛 嘉義縣番路鄉公田村隙頂 
JC1298631 

拒測 嘉義市監理站 
南投分局 

158.  重機車 JY5-209 KC315994 
三陽 
紅色 

109.02.29 高○德 臺南市安南區安西里安通路四段 109巷 
JC1326555 

酒後駕車 臺南監理站 
保安隊 

159.  輕機車 WHY-389 5FP-116447 
山葉 
淺藍色 

109.04.11 薛○雲 台南市東區勝利路 
JC1358711 

拒測 臺南監理站 
 

160.  重機車 FNZ-775 FG449869 
三陽 
紅色 

109.02.04 柯○娟 臺南市六甲區中華路 152巷 
JC1328150 

酒後駕車 新營監理站 
竹山分局 

161.  輕機車 UDY-146 SB10CB-106931 
山葉 
紅色 

106.09.24 蔡○龍 屏東縣屏東市崇武里華盛街 
JC1150618 

拒測 屏東監理站 
南投分局 

162.  聯結車車斗         

公告車輛： 

酒駕：（汽車 26輛、機車 85輛）、淨牌：（汽車 30輛（含聯結車車斗 1輛）、機車 20輛）、違規停車：（汽車 1輛） 

合計：162輛（汽車 57輛、機車 105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