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

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

力 106 偵 3894 背信 等 簽○ 周○淵 起訴

力 107 偵 8419 營業秘密法 竹市調查站 周○淵 起訴

力 107 毒偵 51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嘪俊○ 起訴

力 107 毒偵 146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嘪俊○ 起訴

力 107 毒偵 1596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徐○才 起訴

力 107 毒偵 1870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邱○源 起訴

方 107 偵 803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楊○清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毒偵 1111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蔡○蓉 緩起訴處分

宇 107 毒偵 1372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詹○偉 聲請簡易判決

宇 107 毒偵 1501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蔡○蓉 緩起訴處分

宇 107 毒偵 1669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蔡○蓉 緩起訴處分

宇 107 毒偵 1837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蔡○蓉 緩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3464 毀棄損壞 等 竹一分局 張○皓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3464 毀棄損壞 等 竹一分局 梁○瑋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4213 傷害 等 竹一分局 林○昕 起訴

孝 107 偵 4240 恐嚇取財得利 拘○到案 范○凱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4240 恐嚇取財得利 拘○到案 羅○愷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4240

恐嚇取財得利

等 拘○到案 林○昕 起訴

孝 107 偵 4240

恐嚇取財得利

等 拘○到案 徐○晏 起訴

孝 107 偵 4240

恐嚇取財得利

等 拘○到案 張○皓 起訴

孝 107 偵 4240

恐嚇取財得利

等 拘○到案 葉○賢 起訴

孝 107 偵 4240

恐嚇取財得利

等 拘○到案 謝○毅 起訴

孝 107 偵 4240 傷害 等 拘○到案 林○謙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4240 傷害 等 拘○到案 梁○瑋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4240 傷害 等 拘○到案 陳○富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5852 傷害 等 拘○到案 葉○賢 起訴

孝 107 偵 6751 傷害 等 竹二分局 梁○瑋 起訴

孝 107 偵 6751 毀棄損壞 竹二分局 林○偉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偵 6751 毀棄損壞 竹二分局 陳○斌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43 毀棄損壞 新埔分局 徐○晏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43 毀棄損壞 新埔分局 梁○瑋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76 恐嚇取財得利 竹北分局 范○凱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76 恐嚇取財得利 竹北分局 曾○傑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76 恐嚇取財得利 竹北分局 羅○愷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76

恐嚇取財得利

等 竹北分局 林○謙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76

恐嚇取財得利

等 竹北分局 梁○瑋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76

恐嚇取財得利

等 竹北分局 陳○富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76 傷害 等 竹北分局 林○昕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76 傷害 等 竹北分局 徐○晏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76 傷害 等 竹北分局 張○皓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76 傷害 等 竹北分局 葉○賢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76 傷害 等 竹北分局 謝○毅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83 恐嚇取財得利 刑偵四隊 范○凱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83 恐嚇取財得利 刑偵四隊 曾○傑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83 恐嚇取財得利 刑偵四隊 羅○愷 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83

恐嚇取財得利

等 刑偵四隊 林○謙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83

恐嚇取財得利

等 刑偵四隊 梁○瑋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83

恐嚇取財得利

等 刑偵四隊 陳○富 起訴．不起訴處分

孝 107 少連偵 83 傷害 等 刑偵四隊 林○昕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83 傷害 等 刑偵四隊 徐○晏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83 傷害 等 刑偵四隊 張○皓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83 傷害 等 刑偵四隊 葉○賢 起訴

孝 107 少連偵 83 傷害 等 刑偵四隊 謝○毅 起訴

和 107 偵 8327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童○鈞 起訴

和 107 撤緩偵 115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奈 聲請簡易判決

和 107 撤緩偵 116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邱○辰 聲請簡易判決

孟 107 偵 3088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劉○名 緩起訴處分

孟 107 偵 566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埔分局 簡○琳 緩起訴處分

孟 107 偵 6770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劉○廷 聲請簡易判決

孟 107 偵 6813 著作權法 保二一01 范○慧 不起訴處分

季 107 偵 5809 傷害 竹二分局 許○屏 不起訴處分

季 107 偵 5809 傷害 竹二分局 藍○青 不起訴處分

季 107 偵 7311 非駕業務傷害 新埔分局 鍾○正 起訴

季 107 偵 7348 傷害 竹一分局 戴○樂 聲請簡易判決

季 107 偵 7589 家庭暴力防治 新湖分局 方○明 聲請簡易判決

季 107 偵 785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林○強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7 毒偵 571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劉○興 聲請簡易判決

厚 107 毒偵 775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三分局 徐○誌 不起訴處分

厚 107 毒偵 1076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張○偉 緩起訴處分

厚 107 毒偵 1292 毒品防制條例 彰化分局 彭○泯 緩起訴處分

厚 107 毒偵緝 128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徐○華 不起訴處分

厚 107 毒偵緝 129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徐○華 不起訴處分

律 107 毒偵 135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黃○秤 起訴

律 107 毒偵 1782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游○慶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7 撤緩毒偵 143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莊○陞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7 撤緩毒偵 144 毒品防制條例 簽○ 范○芳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7 撤緩毒偵 14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有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7 撤緩毒偵 14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張○能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7 撤緩毒偵 15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李○裕 聲請簡易判決

律 107 撤緩 295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羅○清 撤銷緩起訴

律 107 撤緩 296 毒品防制條例 簽○ 楊○中 撤銷緩起訴

律 107 撤緩 297 毒品防制條例 簽○ 羅○清 撤銷緩起訴

律 107 撤緩 298 毒品防制條例 簽○ 劉○桓 撤銷緩起訴

為 107 偵 833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卓○全 起訴

純 107 偵 6553 傷害 竹二分局 戴○輝 聲請簡易判決

純 107 毒偵 770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徐○廷 不起訴處分

純 107 毒偵 1824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曾○慈 緩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4353 非駕業務傷害 竹三分局 黃○堯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6253 著作權法 中正二局 葉○偉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6343 非駕業務傷害 竹北分局 呂○璇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7015 過失傷害 竹二分局 蔡○幸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718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吳○昶 緩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7382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呂○傑 緩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7587 非駕業務傷害 新湖分局 詹○涵 不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763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楊○興 緩起訴處分

能 107 偵 785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吳○葳 起訴

能 107 偵 7861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邱○驤 起訴

能 107 偵 803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彭○傑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7 撤緩偵 113 不能安全駕駛 簽○ 曾○堂 聲請簡易判決

能 107 撤緩偵 118 不能安全駕駛 簽○ 陳○揚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7 偵 4113 肇事逃逸 等 竹北分局 陳○彬 不起訴.緩起訴處分

捷 107 偵 6080 賭博 中山分局 詹○億 不起訴處分

捷 107 偵 7332 賭博 吉安分局 阮○仁 不起訴處分

捷 107 毒偵 1625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張○華 起訴

捷 107 毒偵 1761 毒品防制條例 觀○簽分 蔡○喜 起訴

捷 107 毒偵 1764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吳○總 聲請簡易判決

捷 107 毒偵 1879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官○煒 起訴

深 107 偵 7147 詐欺 簽○ 黃○康 不起訴處分

深 107 偵 7607 妨害名譽 文山一局 陳○霖 不起訴處分

深 107 偵 8398 妨害秘密 簽○ 馮○龍 不起訴處分

深 107 偵緝 505 侵占 竹一分局 蔡○炎 起訴

深 107 速偵 1189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郭○裕 緩起訴處分

深 107 速偵 1190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施○瑞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7 速偵 119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李○縈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7 速偵 1192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黃○宇 緩起訴處分

深 107 速偵 119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林○誼 緩起訴處分

深 107 速偵 1194

其他軍事犯罪－

軍 竹二分局 曾○田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7 速偵 119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黃○文 聲請簡易判決

深 107 速偵 119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徐○豪 緩起訴處分

深 107 速偵 1197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湯○城 緩起訴處分

處 107 偵 7533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楊○宗 聲請簡易判決

處 107 偵 7543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范○勖 緩起訴處分

處 107 偵 7638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許○伊 聲請簡易判決

處 107 偵 7650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志○ 聲請簡易判決

處 107 偵 8325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楊○源 起訴

博 107 毒偵 1723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埔分局 莊○緯 聲請簡易判決

博 107 毒偵 1931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黃○冠 聲請簡易判決

敦 107 速偵 1124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洪○昌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7 毒偵 1018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張○晁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7 毒偵 1605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張○晁 聲請簡易判決

智 107 毒偵 1878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楊○筠 聲請簡易判決

廉 107 偵 7740 強盜 新湖分局 張○靚 起訴

廉 107 偵 7740 強盜 新湖分局 彭○錞 起訴

精 107 偵 7614 洗錢防制法 等 拘○到案 黃○伸 不起訴處分

精 107 偵 8161 洗錢防制法 等 刑偵四隊 黃○伸 不起訴處分

精 107 偵 8161 詐欺 刑偵四隊 許○德 追加起訴

精 107 速偵 121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曾○新 緩起訴處分

精 107 速偵 1212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湯○薇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7 速偵 1213 不能安全駕駛 橫山分局 高○忠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7 速偵 121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陳○銘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7 速偵 1215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黃○元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7 速偵 1216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林○為 聲請簡易判決

精 107 速偵 1217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陳○富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7 毒偵緝 147 毒品防制條例 新湖分局 魏○德 聲請簡易判決

儉 107 軍毒偵 33 毒品防制條例 新竹憲兵 陳○賢 不起訴處分

樸 107 偵 6372 侵占 竹二分局 鄭○鴻 不起訴處分

樸 107 偵 7972 侵占 簽○ 杜○榮 不起訴處分

樸 107 偵緝 359 偽造文書 竹南分局 林○宏 聲請簡易判決

樸 107 偵緝 432 竊盜 高雄保大 王○隆 不起訴處分


