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仁 105 速偵 13 竊盜 竹北分局 陳○儒 聲請簡易判決

仁 105 速偵 14 竊盜 橫山分局 黃○國 不起訴處分

行 104 毒偵 223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何○均 起訴

行 105 偵 401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范○駿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5 毒偵 160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刁○治 起訴

捷 105 毒偵 353 毒品防制條例 北市刑大 許○德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5 毒偵 37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鍾○龍 起訴

捷 104 毒偵 1363 毒品防制條例 龍潭分局 梁○政 起訴

捷 104 毒偵 1825 毒品防制條例 竹縣刑大 田○樟 不起訴處分

捷 105 毒偵 45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曾○珍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5 毒偵 553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溫○忠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5 毒偵 463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曲○晅 起訴

清 105 毒偵 505 毒品防制條例 國道六隊 胡○英 起訴

清 105 毒偵 52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蔡○輝 聲請簡易判決

清 104 毒偵 217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市刑大 曾○安 起訴

清 104 毒偵 1643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曾○安 起訴

清 104 偵 9806 偽造文書 簽○ 黃○文 起訴

清 104 偵 9806 偽造文書 簽○ 高○介 起訴

清 104 偵續 136 非駕業務致死 臺灣高檢 彭○莉 不起訴處分

清 104 偵 4072 藥事法 簽○ M○ERAWATI 緩起訴處分

清 104 偵 6129 藥事法 竹一分局 M○ERAWATI 緩起訴處分

清 105 毒偵 427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曾○安 起訴

清 105 毒偵 44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曲○晅 起訴

清 105 毒偵 223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曾○安 起訴

清 105 毒偵 318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彭○壬 起訴

清 105 偵 462 妨害名譽 簽○ 吳○明 不起訴處分

清 105 偵 92 詐欺 臺灣高檢 盧○鴻 不起訴處分

清 105 偵 1426 妨害自由 簽○ 黃○韶 不起訴處分

清 105 偵 28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曾○安 起訴

樸 104 偵 8626 竊佔 竹縣調查站 余○強 起訴．不起訴處分

樸 104 偵 8626 竊佔 竹縣調查站 柯○宜 起訴．不起訴處分

樸 104 偵 8626 竊佔 竹縣調查站 陳○蓁 起訴．不起訴處分

樸 103 偵 5551 貪污治罪條例 簽○ 張○富 不起訴處分

樸 103 偵 5551 貪污治罪條例 簽○ 李○鴻 不起訴處分

樸 103 偵 5551 竊佔 簽○ 柯○宜 起訴

樸 103 偵 5551 竊佔 簽○ 陳○蓁 起訴．不起訴處分

樸 103 偵 5551 竊佔 簽○ 余○強 起訴．不起訴處分

樸 103 偵 5551 貪污治罪條例 簽○ 馮○宏 不起訴處分

篤 104 毒偵 1083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S○RITO SOM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撤緩偵 55 誣告 簽○ 吳○修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1536 就業服務法 簽○ 莊○南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偵 2141 竊佔 簽○ 林○錞 不起訴處分

篤 105 偵 1239 家庭暴力防治 竹北分局 呂○偉 聲請簡易判決

篤 105 撤緩毒偵 18 毒品防制條例 執○簽分 姜○安 聲請簡易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