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少 104 偵 448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朱○羽 緩起訴處分

少 104 偵 551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傅○玲 聲請簡易判決

少 104 偵 5548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陳○文 起訴

少 104 偵 563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郭○利 起訴

少 104 偵 5690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莊○顯 緩起訴處分

宇 104 偵 5778 毒品防制條例等 竹東分局 呂○道 起訴

宇 104 偵 5778 毒品防制條例等 竹東分局 邱○菁 起訴

宇 104 偵 5778 藥事法 竹東分局 陳○全 起訴

宇 104 偵 4257 毒品防制條例等 竹東分局 邱○菁 起訴

宙 104 毒偵 725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六隊 陳○平 起訴

忠 103 毒偵 1247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甘○堂 不起訴處分

忠 104 毒偵 356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葉○政 起訴

忠 104 毒偵 630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彭○璋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4 毒偵 632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林○君 聲請簡易判決

忠 104 毒偵 41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邱○福 起訴

知 104 偵 5689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二隊 施○明 緩起訴處分

知 104 偵 5547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顧○慶 聲請簡易判決

知 104 撤緩 157 不能安全駕駛 執○簽分 范○青 撤銷緩起訴

強 104 少連偵 25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林○維 不起訴處分

強 104 毒偵 35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二分局 鍾○城 起訴

強 104 毒偵 42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彭○芳 起訴

強 104 毒偵 542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盧○國 起訴

強 104 毒偵 578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盧○昀 聲請簡易判決

強 104 毒偵 60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戴○如 起訴

強 104 毒偵 664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陳○雄 起訴

清 104 偵 5699 非駕業務致死 簽○ 李○琴 緩起訴處分

清 104 偵 863 詐欺 竹三分局 黃○慈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4 偵 1060 傷害 竹東分局 林○全 起訴

清 104 偵 3010 賭博 竹一分局 張○涵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4 偵 4784 傷害 竹東分局 林○全 起訴

清 103 偵 12623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三分局 李○珍 不起訴處分

樸 103 偵緝 130 偽造文書等 和美分局 鍾○文 起訴

樸 103 偵緝 131 偽造文書等 和美分局 鍾○文 起訴

樸 104 偵 2310 偽造文書等 簽○ 林○宏 起訴

樸 103 偵 9264 強制性交 竹東分局 楊○宇 起訴

篤 103 偵 9697 詐欺等 竹北分局 邱○雄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篤 103 偵 9697 詐欺等 竹北分局 江○鳳 聲請簡易判決．不起訴

篤 103 偵 9697 毀損債權 竹北分局 江○勇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偵 1066 恐嚇 竹市警局 孫○中 起訴

篤 104 偵 2641 非駕業務致死 簽○ 莊○玲 緩起訴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